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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在小时代，我们也在黄金时代

作者：杨早（北京）

我们一起来倒看一下我的2014吧。近事还
算清楚，远事已经模糊，事件与事件之间，话
题与话题之间，需要记忆与想象来勾连。

（一）“同性恋”
12月19日，北京海淀区法院判决“同性恋

治疗违法”。一天前，“中国性学第一人”李
银河发表《对所谓拉拉身份曝光的回应》，坦
承自己与一位“女变男的变性者”恋爱生活了
17年。此前关于李银河的性向确实众说不一，
李银河的澄清，不仅维护了自己此前的表达
（“我是异性恋者”），也向懵懂地分不清“
性倾向”与“性取向”的差别，认为异性恋之
外只有同性恋的公众，进行了性学启蒙。

在此之前，10月30日，苹果公司CEO蒂
姆·库克发表文章正式“出柜”，表示“为
身为同性恋者感到很自豪”，再往前，1月29
日，香港船王赵世曾女儿赵式芝发表公开信，
敦促父亲接受自己已经两年的同性婚姻。赵式
芝、库克、李银河，是2014年性别领域的三记
重炮，名人的力量，就是让本来暗流涌动，在
公众中却处于“无名”状态的性别抗争显形
化，同时也激发出保守势力与宽容态度的对
峙。选择站在哪边，确实代表了一个人的价值
倾向：你是否赞成个人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
式？你是否愿意捍卫并非同类的合理权益？

反观去年年末北外女生“阴道说”风波，
你得承认，正是一波波的撞击，一次次的抗
争，让原本弱势、隐蔽的自由，变得逐渐坚
强、阳光。

（二）“文艺不要成为市场的奴隶”
12月15日，因为审查因素迁延一个星期的

《一步之遥》首映礼举行，随即引发两极化的
评论，恶评似乎还占据了上风。我当晚去看了
影片，但被问及观感，一律默不作声。因为问
话的人，大抵只想知道一个确切答案“好看，
还是不好看”。我想当你面对一个复杂的事
物，应该保持一种复杂的情绪。我只发了一条
微博“说是年度烂片也是醉了，你考虑过《心
花路放》《后会无期》《小时代3》《爸爸去
哪儿》的感受吗”。在我看来，保持复杂，是
任何精神领域的正常思维方式，而所谓的类型
化电影，则是一种电影市场的洗盘手段，简单
粗暴直接地满足某一类观众的需求，或观众的
某一类需求。类型电影是一种反智产品，而好
的类型电影则是在反智的前提下为电影尽力加
注智力含量。

这似乎是一个隐喻：我们正在面对复杂，
丧失言说的资格与能力。

10月15日举行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带来了一
场高位震荡。习近平总书记说“文艺不要成为
市场的奴隶”引发巨大关注。与此同时，被目
为文艺片神作的《黄金时代》经历长达八个月
的宣传期，上映后却票房惨淡，而同期的《心
花路放》打破华语片票房纪录。这又是一个让
人无语的现象。我们可以用“口红经济”或银
幕向三四线城市普及，来解释中国电影市场的
低幼化倾向，但这无补于“文艺不当市场奴
隶”的操作有效性。以此观照李克强总理对杭
州晓风书屋的光顾，三联韬奋中心24小时不打
烊的苦心维持，怎样保证多元，鼓励创意，必
然是接下来中国社会要面临的问题，因为种种
迹象显示：在用户体验至上的所谓“互联网思
维”旗帜之下，公众正在对需要费力掌握的东
西失去耐心。

《小苹果》的风行或许也是一个征兆。我
第一次听见这首神曲，是在6月22日同乡陈三
的追思会上。紧接着它就风靡大江南北，直至
11月获得全美音乐奖的“年度国际歌曲”。虽
然人们纷纷指责这个奖是买来的，但谁能否认
它在中国的流行度呢？连有的解放军都在跳
哪。个人之力微不足道，但我极力阻止四岁的
儿子学唱这首歌，感觉就好像老北京养八哥，
总怕它“学脏了口”，有位时评人说得好：如
果一个孩子从小喜欢听《小苹果》，怎能指望
他将来喜欢古典音乐？

（三）大陆与香港和台湾
12月8日，黄永去世。黄永是1217俱乐部

老成员，从《话题2007》写到《话题2013》。
近两年，他持续地关注大陆与香港的矛盾与两
地心态。今年10月，他又一次前往香港，希望
做一个在场的观察者。可惜，还没将所见所闻
形诸文字，他就离开了。从香港归来后，我们
一起聊过观感，他最大的感想，就是这两年的
香港之行，每一次都让他更多认识到东方之珠
的多重面相，完全重塑了他这个北京人借由八
十年代影视歌与购物之旅，对香港形成的刻板
印象。

香港和台湾，今年与内地攸关的主题词，
一是“抵制”，一是“小童当街撒尿”。这些
争议，往往都来自双方的“刻板印象”。但这
只是问题的表面，棘手的实质在于，人人都怨

气冲天。怨从何来？经济政治历史民生纠缠难
辨，但情绪需要寻找相对确定的宣泄对象，“服
贸协议”也好，影视明星也罢，抵制浪潮铺天
盖地，像“小童当街撒尿”这种有即视感又很
容易贴上“不文明”标签的突发事件，更容易
被放大成一种隐喻式的对抗。

（四）“APEC蓝”
11月，“APEC蓝”席卷朋友圈。但是这

一抹蓝天究竟何所从来，又成了我们心中的谜
团。靠风吹靠限行还是靠停产？不好说。“双
十一”，全国淘宝用户用571亿的交易额，作
为马云九月成为中国首富的贺礼。看上去这是
又一个确定无疑的中国奇迹。但我也听到了一
些盛世危言，其中提到中国制造业的萎缩，大
量小商家的倒闭，淘宝万千商品白菜价包邮
的“赔本赚吆喝”。这些声音让我困惑：在鲜
花着锦烈火烹油的市场表象下，是否潜藏着一
个我们看不见的中国？

会议之后的连续雾霾让梦想回到现实。即
使最乐观的人，也得考虑怎样才能让自己和家
人平安活到未来的黄金世界。我抢购了双十一
时打折的高档口罩，也参加了某网站发起的空
气净化器众筹——这只是轰轰烈烈的民间自救
运动的一部分。北京马拉松，有选手戴着防毒
面具跑完全程，留下一个极具反讽性的画面。

年头年尾，两位未及五旬的朋友猝然离
世，让我们在张晖之后，不得不反复思考与感
慨人间的艰难。黄永生前有一次问我，为什么
现在猝死的媒体人里，网站编辑好像特别多？
我当时回答说大概从前的媒体时间以日以周
计，新媒体则以分以秒计。我知道我们接触的
偶然后面，总是藏着一些复杂的必然。我们的
征途是星辰大海，而淘汰率在一直上升。

（五）“大义VS小利”
我已年过四十，并不想扮演一个愤世嫉俗

的青年。不过病毒式的潮流仍会让我无言以
对。我不喜欢自西徂东的“冰桶挑战”，虽然
顶着慈善的名义，却消耗着水资源，拉升的更
多是娱乐注意力。但是这样说，很容易被指为
对渐冻人罕见症冷血，所以我也不表态。这就
是大义名分下，无奈的沉默。

在“大义”与“小利”之间，选择是一件
艰难的事。但十年话题，十年观察，我总愿意
从个人本位出发，先考虑“小利”。比如闹了
两年多的广场舞，不断有人说，要考虑老年人
的娱乐匮乏，健康需要，精神空虚。我完全赞
同，并支持他们团结起来向开发商与政府争取
更多公共空间。但我也坚持，这些“大义”不
能成为损害旁人“小利”的理由，因为“不损
人利己”是文明社会的伦理底线。好了，说到
这里就够了，不要再发挥你贴标签的习惯能
力，向“红卫兵一代”“坏人变老”延伸了。
说到底这是一种文化冲突，而且还是弱势群体
之间的冲突。

更贴切的“大义VS小利”的例子，或许
是沸沸扬扬闹了两个多月的“北大燕京学堂风
波”。这一事件我写有专题，愿意了解的人自
行围观。在遍读材料的过程中，最让我感到触
目惊心的，是一位燕京学堂支持者私聊时说
的“决不允许为了古建筑破坏国之大计”。看
到这句话，我脑子里立刻闪现两桩旧案，一是
在1945年、1948年，梁思成曾为国民政府、共
产党政府两次标出需要保护的北平古建筑，以
避免战争破坏，一是塔利班不顾全世界反对炸
毁巴米扬大佛。北大建设燕京学堂的苦心，就
算我不能全盘了解，也能猜到七八，但具体到
实施过程，我还是支持反对派师生为了自己权
益的抗议，哪怕是“为反对而反对”，这种权
利也值得维护。

（六）电视“示众”
7月，突发性耳聋让我成了医院的常客。

高压氧舱是最好的聊天场所之一，因为没有别
的事可做。能够燃起众人参与热情的话题，除
了彼此病情之外，就是7月17日在乌克兰坠毁
的马航MH17班机，还有后来我们知道中纪委
刻意在每周五发表的“打虎连载”。

坦白说，从3月8日的马航MH370失联，

到四个月后兄弟航班坠毁，扑朔迷离，一般人
根本无由置喙。而“打虎记”的力度与涉及
面，更让媒体与公众除了“等着瞧”之外，没
有多少参与议论的空间。只是这样的事件，非
常颠覆大家常态的认知，难免会产生种种靠谱
不靠谱的分析。当世界不再沿着熟悉的轨道运
行，某种惊异感总让人愿意想方设法为它寻找
可信的解释。最终宏大的分析还是会落到身边
的细事，“八项规定”之后各单位竞争式的省
俭行为，就成为大家乐于交流的话题。

2014年，涉嫌出轨、吸毒、嫖娼的娱乐明
星们，吸引到的眼球绝不少于纷纷落马的腐败
官员。造星体制的目标之一，就是将大大小小
的明星打造成公众幻想中触手可及的邻里熟
人。四月我去皖南调研，在卢村的售票点，卖
票的姑娘收了钱不给我票，而是把手机伸到我
面前：“你帮我看看，这个是不是马伊琍？”
让人有些不习惯的是，娱乐明星涉及吸毒、嫖
娼的事件，从警方流出的信息之快，超过了狗
仔队的偷拍。究竟是全民娱乐的时代来临，还
是有关部门借此对社会发出道德警示？从薛蛮
子到陈永洲再到沈灏，电视“示众”的速度与
尺度，会不会成为一种常规？“法院未审权威
媒体先审”的创举，意味着什么？我承认看不
太懂，只能慢慢习惯。

（七）昆明惨案
今日再回顾3月的昆明惨案，似乎已经是

那么的遥远。而南半球的同类事件撩动了我的
神经。澳大利亚悉尼人质恐怖袭击之后，部分
民众发起了“让我与你同行”活动，帮助身边
的穆斯林免于恐惧。有人说“人质事件与一路
同行，让人看到人性中最坏和最好的一面”。

在昆明暴恐袭击惨案之后，中国不少网民
愤怒地指责美国大使馆使用“毫无意义的杀
戮”、CNN对“恐怖分子”打上引号是对反
恐采用双重标准。我从中学起，就有一个认
知：别人的一千份痛苦抵不上自己的一份痛
苦。反过来，你也不可能要求别人对你的切肤
之痛感同身受。13年前，北大校园曾经响彻欢
呼声，而抱着奇观心态看待“9·11”的中国
人是大多数。跟13年后的悲痛难抑相比，并非
中国人性有了飞跃或质变，而是，同样的伤害
进入了我们的“想象的共同体”。

所以双重标准是一直都存在的，亲疏有
别，政治立场有别，意识形态有别，谁会对别
人身上的伤口真的感到剧烈疼痛？对于大多数
中国人而言，“9·11”是电视上的奇观，与
另一个世界里发生的冲突。我们看见一个男人
从双子星的上半部一跃而下，我们不会去想象
他的故事，他的家庭，他的日常生活。可是昆
明火车站完全不同：有一个人为了省钱，要在
火车站呆上一夜，第二天坐火车去浙江打工，
没想到撞上了屠杀……我们不用看照片，不用
知道名姓与籍贯，一个中国故事就已经跃然脑
海。人的同情心需要环境、细节与想象共同
构建，如果没有捏合成“想象的共同体”的基
础，那么我们
对于杀戮与死
亡，只会是笼
统的谴责与同
情。

当其时，
还有人要求别
人 跟 着 自 己
念：我们“不
听 你 们 的 故
事，不听你们

的诉求，绝不原谅，格杀勿论”。但是，当表
面上的事件渐渐平息，当热点开始转换，遗忘
曲线进入下行轨道，我们是否可以做到永远不
去听一些故事，了解一些诉求，而只相信以杀
可以止杀？

历史证明，人类无法靠这些常规的鼓励与
训诫消灭恐怖主义，因为这个世界上，并不是
只有一种价值观，当价值观冲突的时候，素不
相识的两群人也会互相仇恨，相互杀戮。财
富、情感乃至生命，在这些冲突面前都显得软
弱无用。

所以世上最难的事或许并非宽恕仇人，而
是擦亮双眼，去看清敌人，他们从哪儿来，他
们长什么样儿，“他们”何以与“我们”为
敌。将世间万事，置于自己日常生活经验世界
之中，诚然是一种省力的做法，大部分时候也
能让人安然度日，享受静好，只是一旦日常生
活之外的世界露出狞牙，举起屠刀，我们又该
如何面对？谴责恐怖主义是轻而易举的，因为
恐怖主义颠覆人性的根基，然而要消除恐怖主
义，首先得去了解与理解恐怖主义的生成与爆
发。不想永远扮演事发之后哭泣的羔羊，那么
在满网疯转的防恐攻略之外，我们还需要足够
的知识、信息与想象，我们需要扩大我们的认
知世界。

（八）社会滑入“小时代”
2014年，太多的公共议题让人不敢触及，

因为一说出口便可能面对周围人众的分裂与对
立。于是相应地，前几年扮演公共舆论场角色
的微博渐渐沉寂，主打熟人网络社交的微信朋
友圈如火如荼。渐渐地，我的主要消息来源也
从微博变成了朋友圈。必须承认，在屏蔽了销
售、养生、鸡汤等不爱看的内容之后，朋友圈
里的内容仍然被“个人状态”占去了一半。个
人状态与公共议题同时存在，无缝对接，伤逝
的蜡烛接着庆生的蛋糕，温情的晒娃映衬游乐
的自得，而各种公共号的内容嚣乱其间，这个
空间就是我们生活的缩影。

整个社会在不可避免地滑入“小时代”，
我们心知肚明却无力自赎。在变幻的风云中，
个人除了追求那一点可怜的“小确幸”，又能
把握住什么样的坚实？会议越来越多，而干货
越来越少，消费越来越多，满足感越来越少。
我知道这是现代社会的典型症候，一切都有如
宿命般降临。每天吞吐着信息与情绪，不过证
明存在感的徒劳挣扎。但这徒劳的挣扎仍然要
继续下去，正如1936年的萧红，我们也正处在
自己的黄金时代：

“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
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但又多么寂寞的黄
金时代呀！别人的黄金时代是舒展着翅膀过
的，而我的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从此我
又想到了别的，什么事来到我这里就不对了，
也不是时候了。对于自己的平安，显然是有些
不惯，所以又爱这平安，又怕这平安。”

    （经作者授权摘自腾讯《大家》栏目）

（资料图：2014年10月19日，北京马拉松，选
手戴防毒面具在阴霾中开跑。）

—— 《话题2014》之年度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