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之翼
HINKING OF THE WINGS

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
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
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
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做人该做怎样的人
□ 易中天(厦门大学教授）

文人是“国民的集体表情”

把文人单挑出来痛批，不是要“吃柿
子”
，而是因为“树大招风”
。或者说，因
为他们站在台前，聚光灯下，万众瞩目。
实际上，文人是我们国家、民族和社会的
“表演者”
。他们的表演，就是我们的表演，
是我们的“集体表情”
。
表情人人都有，关键在于有没有人
看，主要看谁的，以及为什么要看。为
什么要看呢 ? 为了知道真情。真情有三：
身之所历，是“实情”; 心之所感，
是“心
情 ”; 形 于 言 表， 就 叫“ 表 情 ”。 每 个
人，有自己“个人之表情”。一国的国民，
也有他们“集体之表情”
。国民集体表
现出来的，就是“国情”。
这就不能看官人。官人代表的是官
方，未必是国民。看官人的表情，是为
了看当局的态度。这种态度与国家利益
有关，与个人情绪无关。甚至只是“官
腔”，并不好看。看众人也不行。人太多，
看不过来，看不明白，甚至看不见。民
众在历史上，从来就是“沉默的大多数”。
哪怕网络时代，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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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学人，同样不行。他们的著作，
并不代表国民心态。当然，从他们的关
注热点和行文风格，也能看出一个时代
国民的精神风貌和心理状态。但这是流
露，是体现，不是表情。表情得靠“有
情人”
，诗人当然算一个。但诗人太个性。
你很难弄清他的作品，是“集体闹情绪”
，
还是“个人发神经”
。除非，他是“写诗
的文人”
。
实际上，也只能靠文人。成为国民
的集体表情，文人不但“当仁不让”
，而
且“义不容辞”
，因为他就是干这个的。
没错，文人的“本职工作”
，是为皇权或
当局帮腔帮闲，
偶尔帮凶。帮闲倒无所谓，
乐和就行。帮腔和帮凶，就得“讲政治”
。
否则，穿帮露馅，是会吃力不讨好，甚
至吃不了兜着走的。
怎样“讲政治”? 第一，你不能说这
些话，是皇帝或当局让说的。那就没意
思了。你得说，皇上“仁慈圣明”
，天下
“祥和太平”
，某人“罪该万死”
，都是“人
民的心声”
。这样，听起来才顺耳。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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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不能只对皇帝或当局讲，更要对民众
讲，还得让他们点头称是信以为真，才
算得上是帮腔和帮凶。老资格的“五毛”
，
都懂这道理。
换言之，文人必须实际上是“皇权的
传声筒”
，表面上却是“民意的代言人”
。

这当然很考手艺，故文人必定有才。何况
泱泱大国，人才辈出。文人队伍，也就蔚
为大观。久而久之，不明就里的，便以为
文人所说，就是国民的心情，也是国家的
实情。于是，文人的表演，就成了“国民
的集体表情”
。

表情、心情、实情

这样的表情，显然是不真实，或未必
真实的。
不真实，倒很难说就是问题。表情、
心情、实情，其实并非总一致。一个人，
可能日子过得苦哈哈，却不妨碍他心里乐
呵呵 ; 可能心里气哼哼，也不妨碍他脸上
笑眯眯。所以，表情未必代表心情，心情
未必代表实情。只看表情，哪成 ?
再说情况也很复杂。苦哈哈而乐呵
呵，可能真是“以苦为乐”
，或“不以为
苦”
，所谓“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是也。气哼哼而笑眯眯，则可能是“城府
极深”
，或“修养极高”
，甚至“痛苦留给
自己，欢乐带给别人”
，你能说不好 ?
但，明明是“皇权传声筒”
，却偏要
装成“民意代言人”
，总归拧巴。心里想
的和嘴上说的打架，也拧巴。所以这种事，
偶一为之可，坚持不懈难。故文人内心，
多半纠结。有谄媚和狂傲两副嘴脸，也能
理解。忍气吞声那么久，不让他宣泄一下，
岂非不人道 ? 某些风骨气节尚存的文人，
干脆宣布“老子不干了”
，更该同情。
不过，同情归同情，拧巴归拧巴。不
但文人拧巴，我们也拧巴。因为看表情，
是为了看心情 ; 看心情，是为了看实情。

总之，我们要的是真情。一回两回表里不
一，倒也罢了。如果长期拧巴，岂非神经
错乱 ? 哪怕总是半真半假，也别扭。
这就不但有问题，而且是大问题。什
么问题 ? 没有魂魄，没有风骨，没有坚守，
没有恒定的价值观。事实上，我们推崇士
人，责备文人，就因为士人有坚守。尽管
他们坚守的东西，比如忠孝节义、三纲五
常，都未必正确，或不合时宜，但总归始
终如一。
文人则“只有姿态，没有立场 ; 只
讲表情，不讲实情”。需要“歌功颂德”，
就“满脸灿烂”; 需要“排忧解难”，就“眼
泪汪汪”;“群情激奋”之时，也能“仗
义执言”一把。文人的清高和侠义未必
可靠，未免可疑，原因即在于此。总之，
没有恒定价值观的文人就像烟花 ：光彩
夺目，一地纸屑。
难怪从古到今，众口一词都说“文
人无行”
。这其实无关乎私德。文人那点
风流事，相比帝王将相的游龙戏凤，达官
贵人的妻妾成群，那真是“小巫见大巫”
。
他们之所谓“无行”
，
其实是“无节”和“无
品”
。比如再怎么说，
也不能称暴君为慈父，
视红肿若桃花，赞屠戮曰解救吧 ? 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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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天良何在，天理何存 ?
任何一个心智健全心理健康的民族，
对此都不会容忍，更不会欣赏。然而有趣
的是，不少自命清高的，摄像机前一站，

就自动变成文人。言不由衷地歌功颂德，
还一脸的真诚。看来，文人传统就像某种
气息，
弥漫于空间，
渗透于骨血。其中奥秘，
值得深思。

国情与民情

文人无行，是国家有病，国民有病。 权力支配社会”(《路易·波拿巴的雾月
恩格斯说过，政府的恶劣，是可以用臣 十八日》)。
民的恶劣来解释的 (《路德维希·费尔
这样的社会，一切都是围绕最高权力
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下引同 )。 旋转的 ; 这样的臣民，则一定只能由别人
文人的恶劣，也当作如是观。也就是说， 来主宰和代言。皇帝，就是“从上面赐予
文人这种类型，在“必然产生”这个限 阳光雨露”的主宰者 ; 文人，则是最高权
度内，是合理的。岂止合理，而且合情 ; 力赐给民众的代言人。臣民只能接受这个
既合国情，又合民情，以至于我们就好 代表，因为他们不能代表自己 ; 他们甚至
这一口。
乐意于也成为文人，因为可以得到更多的
因此，不能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到文 雨露和阳光。
人头上 ; 也不能把所有的账，都算给他们，
结果是，我们的国民没有了自己的表
更不能只算在少数几个人身上。一个真正 情。我们的表情，只能是钦定甚至御制的。
的贵族，是不可能猥琐的。内心强大的国 当然，做工不差。精致，乖巧，美轮美奂，
民，也不会有这样的“集体表情”
。只拿 还丰富多彩。文人，就是制作这种表情的
文人开刀，显然不对。
“能工巧匠”
，保证能让臣民们五迷三道，
但，我们可以把文人看作一滴血，看 交口称赞，广为传播，并以为那真是我们
看血相，查查体。如果“体检报告”显示 的“集体表情”
。我说文人无不御用，道
“既无血气，也无血性”
，那就真得问个“为 理就在这里 ; 我说人人都会是文人，道理
什么”了。
也在这里。
也只能一言以蔽之。
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必然产生”
简单地说，根子就在小农经济和计 限度内合理的，不等于本质上合理 ; 而本
划经济。前者几千年，后者三十年，时间 性不合理的，哪怕再现实，也会灭亡。国
虽然有长短，却都只能造就“臣民”
，不 民集体表情的本性是什么 ? 是全体国民的
能培养“公民”
。臣民，正如马克思所说， 自由表情。它不是钦定的，更不是御制的，
是“一袋马铃薯”
。他们不能代表自己， 也不需要什么“文人”来代言。那，才是
一定要别人来代表 ; 也不能保护自己，一 我们要的表情。
定要别人来保护。其结果，只能是“行政
问题是 ：怎样才能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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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人格，自由意志

只有一个途径 ：文化的自觉。从来就
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有“文
化的自觉”
，
才会有“自觉的文化”; 有“自
觉的文化”
，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
这就得靠所有人，靠每个人的“独立人格”
和“自由意志”
。
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一个带根
本性的大话题，这里只能从简。从历史上
看，士人相对独立，文人比较自由。但这
是表面现象。实际情况，是没有人真正独
立，也没有人真正自由。称孤道寡，那叫
“孤立”; 放浪形骸，那叫“放任”
。孤立不
是独立，放任不是自由。相反，自由即责
任。不负责任，或诿过于人，都不是自由。
显然，要想自由，就得独立。独立才负责，
负责才自由，自由才平等。路都不会走的
孩子，有自由吗 ? 奴隶和奴隶主，能平等
吗 ? 不平等，必依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三纲五常，三从四德，都是人身依附关系。
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
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
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 ;
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
，也是不合
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
含着不合理性”
。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
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
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
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
骨”(《魏书·祖莹传》)。风骨，也从来
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但，守要守
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
纠结。好在，
按照恩格斯 ( 其实也是黑格尔 )

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
推移”
，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
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
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 ; 市场经
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
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
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
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
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 ; 也有点像春秋
战国，
“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
而可以“朝秦暮楚”
。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
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 ：用不着因为领了
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
把自己看作“雇员”
。但，
如果说有“老板”
，
那也是纳税人 ; 有“领导”
，也只能是你认
定的真理。无论作家、
学者、
媒体人，
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
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
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
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
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 ; 我们每个人，也都
可以自由地表情。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
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
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
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
发言;作为诗人，
可以表现自我，
又心系天下;
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
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
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
。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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