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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in Rain

8 April 2016

Lingnan Gardeners
Newsletter No.17
Verse by Zheng Banqiao
(Qing Dynasty)
No wind, no rain, sunny and warm,
Emerald green bamboos stand with
distinctive branches.
Great to have guests at cool nights,
and make a pot of Yellow Mountain tea.
Some new leaves are on rustling bamboos,
with light, horizontal strokes of mountains.
Now, at Qingming and Grain Rain

Enjoy a cup of fragrant tea.

Grain Rain, the last solar term in spring, means sprouts need much rain water to grow.
In this period, the temperature in south China rises rapidly and due to warm, humid air
flows, the precipitation and humidity also increase.
Grain Rain also marks the beginning of farmers busy with farming in a year. Although
this rainy period is good for the growth of plants, there is still an uncertainty in climate
change because of El Niño continuously raging. Some adjustments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hould be mad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After Grain Rain, the precipitation and humidity will keep increasing and thus our
regimen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changes. Adjusting our
inner body can help our physical body adapt to changes i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maintaining normal physical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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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17 March, we held a luncheon and a hand-made dumpling workshop. This time,
the fillings and the wrappers were hand-made. Organic celery and leek were used as the
ingredients of the fillings. Some of them were from Lingnan Garden and some were selfplanted. Almost all the other ingredients were organic. Every participant, especially those
from other countries and students from the service learning programme, were so happy
to take part in the dumpling workshop. They worked seriously and smiled with satisfaction
after their hard work in Lingnan Garden.

We thank again Josephine who brought noodles
and fish balls, Lai Seung who brought minced fish,
Xiaohui who made hot sauces with peanuts, and
Wendy who provided pineapples and bananas.

You all are welcome to share self-made food
and your cooking recipes with us so that not only
can we enjoy healthy food, we also learn cooking
methods and other life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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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20 March, on this sunny day, we had new
helpers for harvesting and farming. Since
some of them tasted the dumplings with
celery fillings in the previous event, they
wanted to take some harvested celeries and
make dumplings at home. Delicious meals
indeed can keep people motivated to cook.

On 22 March, Rafael Barreto Jijon
and Monica Cascante, engineers from
Ecuador, visited Lingnan Garden. They
were interested in the plants in the garden
after listening to Lai Seung's introduction
to them and appreciated the Lingnan
Gardeners project. Afterwards, they
shared with us news about their country's
agriculture and its current economic

On 23 March, we had Prof. Dai Jinhua as our guest speaker for the seminar on Alejandro
González Iñárritu's The Revenant (2015), which was organized by the Master of Cultural
Studies Programme and co-organized by Lingnan Gardeners and Global University for
Sustainability. Using the film as an entry point, Prof. Dai talked about the revenant of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 Americas and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how to interpret
what the future will be with the disappearing nature by reading the film plots and mise-enscene. If you missed the talk, please watch the full video of the event at https://youtu.be/
jimpK5fLI6o. The Chinese summary transcript is attached at the end of this news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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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 spring is departing. Despite the death of most of the plants during the previous
cold wave and consecutive rainy days, the plants in our garden still strive to live and grow.
Starting from April, we will plant Chinese herbs and other plants good for our health
on the two sides of Wing On Square and at the concrete pillars on the western side of
Wonderland. If you are tired of looking at the computer screen, you are most welcome to
join and help us. Thank you!

14 Apr (Thu), 12:30-14:00pm at Lingnan Garden. Luncheon after Ching Ming Festival
18 Apr (Mon), 16:30-18:00 at LKK101. Seminar of Lingnan Gardeners
Topic: Fukushima after 5 years of the Nuclear Disaster
Moderator: Ms. Au Yeung Lai Seung
Speakers: Yeung Ching Kiu, Lai Tsz Ying, and Siu Wan Ting
Lingnan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our colleagues visited Fukushima recently and they
will tell us ab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ukushima. Welcome to join us!
23 Apr (Sat),10:00-12:00am at Lingnan Garden, Farming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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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4 月 8 日

嶺南彩園
彩園通訊 第 17 期

《七言詩》
鄭板橋

清

不風不雨正晴和，翠竹亭亭好節柯。
最愛晚涼佳客至，一壺新茗泡松蘿。
幾枝新葉蕭蕭竹，數筆橫皴淡淡山。
正好清明連穀雨，一杯香茗坐其間。

穀雨是雨生百穀，秧苗初插，需要雨水滋潤的意思，是春季最後一個節氣。此時，南方
氣溫開始快速升高，又因暖濕氣流影響，雨水增多，空氣濕度較大。
穀雨也意味著一年農事忙碌的開始。雨水的滋潤，有利於作物順利出苗和生長。但是由
於厄爾尼諾的繼續肆虐，使今年的氣候有了更多變數。農業生產需要根據實際情況做相應的
調整。
穀雨節氣後降雨增多，空氣中的濕度逐漸加大，此時我們在調攝養生中不可脫離自然環
境變化的軌跡，通過人體內部的調節使體內的生理變化與外界自然環境的變化相適應，保持
正常的生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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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7 日，彩園舉辦了以手工水餃製作為主題的午餐會。不同以往，這次的水餃製作從餡料到
面皮，都是手工製作。餡料來自彩園和自種的有機芹菜和韭菜，其他原料也都盡量採用有機食材。
能親自動手擀餃子皮和包水餃，每一個參與者都樂此不疲，尤其是對於第一次嘗試的外國朋友和服
務研習的同學們。看到他們認真而又收穫滿滿的樣子，大家之前的辛苦準備終於得到了滿意的回報。

除此之外，Josephine 帶來了自家的麵條和魚蛋，麗嫦買了好吃的鯪魚肉，曉輝拿出了自製的花
生辣醬，Wendy 則帶了美味的菠蘿和香蕉做飯後水果。

彩園歡迎大家將自製的食物或手作技巧
與大家分享，讓我們在收穫健康食物的同時，
收穫更多方便實用的食物製作方法和其他生
活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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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0 日，在這個難得的晴天，
彩園迎來了新的大朋友和小朋友
來彩園幫忙收穫和耕種。在之前
的午餐會嚐過芹菜水餃的味道，
大家收穫芹菜時紛紛表示要拿一
點回去嘗試自己做。美食果然能
激發大家進廚房的動力呀。

3 月 22 日， 來 自 厄 瓜 多 爾 的
Rafael Barreto Jijon 和 Monica
Cascante 两位朋友到訪彩園。在
聽取同事麗嫦的介紹後，他們對
彩園種植的各種本土蔬菜和植物
很有興趣，在之後的交流中他們
也介紹了本國農業及經濟發展現
狀，並且對彩園項目給予很高的
評價和支持。

3 月 23 日，MCS 與全球大學和彩園合作，請北京大學戴錦
華教授以電影《復仇勇者》為切入點，談美洲原住民和生態環境
的“還魂者”。如何解讀影片的情節和場景設置，正在消失的大
自然在預示怎樣的未來？如果你沒有參與，請點擊鏈接觀看。
https://youtu.be/jimpK5fLI6o

如果你想慢慢回味，摘
要文字版（中文）就附在本期
通訊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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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覺，春天的腳步開始離去，虽然经历了之前的寒潮和连绵阴雨天，大部分蔬菜都被冻死和
遭遇水涝，但彩園的菜菜们都在努力的活着、生长着。从四月开始，在永安廣場兩側和彩園西側水
泥柱子下，我們將會種植一些中草藥和養生類植物。總是面對電腦的你如果累了，就來幫忙吧！

4 月活動預告

4 月 14 日 , 星期四 12:30-14:00pm 彩園 清明過，來場傳統的冷餐會吧！
4 月 18 日 , 星期一 16:30-18:00pm LKK101 彩園講座
題目：福島核洩漏五年之後
主持：歐陽麗嫦 （嶺南大學 文化研究系 ）
講者：楊菁喬、黎梓瑩、蕭蘊婷
彩園同事和农耕课程学生親身進入核洩漏地區，講述如今的福島
4 月 23 日 , 星期六 10:00-12:00 am 彩園 天氣漸熱，農事多，播種、移苗、翻土、除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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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園珍貴植物簡介（節選自服務研習課程學生制《嶺南植物速報》）

九 層 塔

中文名： 羅勒
英文名： Basil
播種期： 三月至八月（五月中旬之後播種最好 )
收穫期： 60-70 日
原產地： 亞洲熱帶區和非洲
種 類： 常見品種有甜羅勒、檸檬羅勒、紫葉羅勒、肉桂羅勒及非洲藍羅勒。
顏 色： 在香港，九層塔的有兩個普遍使用品種俗稱為紅骨與白骨九層塔。紅骨九層塔的花
序和莖部顏色為紫紅色，葉片較小，葉面中肋為紫紅色，花色為淡粉色；青骨九層塔的花序
和莖部呈綠色、葉片較大，葉脈中肋為綠色；白骨九層塔的花序呈綠色，葉片呈中等大小，
株型高大，花色為白色。
烹調 / 食用方法：羅勒被稱為『香草之王』，也是高產值的香草香料，常見於西式料理及泰
國菜 ; 中國菜中的三杯料理也用羅勒作香料。
食 療：
1. 羅勒具有強大的抗氧化、防癌、抗病毒和抗微生物性能。
2. 自古以來被用在治療呼吸道問題、消化及腎臟疾病、癲癇、有毒昆蟲或毒蛇咬傷、發燒、
流行病和瘧疾。
3. 羅勒於印度常被用於輔助治療哮喘病及糖尿病。
4. 羅勒的香氣有助於保持一個開放的心態，提高思想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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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留影
Photo Gallery

你喜歡菜心，而我喜歡“菜心花”
You like choy sum, but I like its flower

驚艷了時光
Impressed with this beautiful fruit

Patrick 拍攝
Photo by Patr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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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張的準備著
Intense preparations
包餃子，包快樂！
Making dumplings with happiness.

*You are always welcome to join us!*
隨時歡迎報名成為嶺南彩園農夫 !

Executive Editor：Jin Peiyun, KFCRD
執行編輯 : 靳培雲 , 群芳文化研究及發展部
Translator 翻譯 : Ellen So 蘇婉媚
Layout 排版﹕ Jin Peiyun 靳培雲
Tel: 26167671 Email: ln.gardeners@ln.edu.hk

11

荷里活的還魂者
——電影、歷史與生態

（摘要）

戴錦華
2016 年 3 月 23 日 嶺南大學

今年最熱的好萊塢電影，也是奧斯卡最熱門的獲獎影片，《The Revenant》。香港翻譯
成《復仇勇者》，大陸翻譯為《荒野獵人》，但是最準確的翻譯應該是《還魂者》。 2016
年 2 月 28 日奧斯卡頒獎禮，這本身就是電影屆最大的“遊戲場”，每年都引發全世界的關
注。一方面由於美國和好萊塢在全球的霸權；一方面它也是全世界所有電影節的最後一個，
它在年初但剛好是上一年的最後一個，所以之前所有的電影節都成了替奧斯卡選片的電影
節。這就變成了非常熱絡的影壇盛世，是好萊塢明星們的秀場，也是各種時裝和廣告的表演
場。
今年的特殊在於萊昂納多是否會獲獎，成了一個全球性話題。網絡上流傳一組照片，世
界各地不同民族、種族、信仰的人們都在為他祈禱，說他必須得獎。這一次，更是因為這部
電影在影片上映之前，全世界已經都知道他為拍這部電影有多悲慘。
因為男主角賣慘的議題變成了一個全球娛樂新聞，以致我們忽略了影片導演的身份。導
演的身份對整個電影的敘事特徵的基本影響和改造，所攜帶的關於美國社會重要和基本的議
題。

一、美國歷史幽靈的回歸
我講座的主題是好萊塢的還魂者。還魂者在影片當中確指的是主人公從死亡中歸來。他
在近乎死去的情況下，掙扎著獨自穿越荒原，回到營地，為殺子之恨復仇。就劇情來說，還
魂者指的是主人公，而且裡面有一句重要的對白，他說“我一點都不怕死，因為我已經死過
了”。他是一個還魂者，是一個歸來者，是一個幽靈。
最重要的是，這部電影是好萊塢電影中前所未有的美國歷史幽靈的歸來。從某種意義上
說，好萊塢電影裡充滿了“美國歷史”。 “美國歷史”是好萊塢最重要的靈感來源，故事
來源和敘事對象。可以說好萊塢創造了美國歷史。今天我們關於美國歷史的想像，從五月花
號，到白人的拓荒者，到白人拓荒者與剝人頭皮的印第安生番的搏鬥，到正義的美國騎兵的
救贖和復仇，到各種各樣的動作類型。各種類型以不同方式塑造我們對美國歷史的"知識"和
我們對美國歷史的想像。
在好萊塢電影工業類型當中，最早成熟、最具影響力、最早開始褪色和消失的類型就是
西部片。說到西部片，我們有兩個基本想像。一個是西部牛仔的形象，一個是美國騎兵的形
象。作為外國人，作為後來者，我們所看到的西部片都是所謂的“西部經典”。早期西部片
都是西部片中的經典。在這些西部經典中，我們很難看到最典型的西部片。最典型的西部片
是白人新移民（白人殖民者）如何戰勝來自於荒野的印第安生番的故事。英勇的美國騎兵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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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從“歹徒”手上拯救白人的老弱婦孺，而是從野蠻的印第安人手裡拯救白人。……
當人們認識到類型片到這個層面的時候，完全沒有意識到既然電影是工業、是商業、是
巨大的工業系統、是文化工業產品複製再生產最典型的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為什麼在全世
界範圍內只有美國有類型片，其他國家沒有，為什麼當年曾經雄踞世界的法國人不拍類型片，
相反拍很晦澀的藝術電影。法國人說的很清楚，新浪潮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安德烈·巴讚說，
我們沒法拍類型片，沒有美國式的電影工業，所以我們要拍美國人拍不了的電影，這就是所
謂歐洲藝術電影的源起。準確的說，好萊塢電影工業、電影類型和美國社會一起形成，一起
成長。每一種好萊塢電影類型最深刻的內在攜帶的是一種美國文化獨有的困境、議題。每一
種類型片，看故事也好，看變奏也好，看明星也好，看得都很高興，但是同時內在的消解了
美國社會、美國文化，也是現代社會、現代文化中內在包含的無法解決的議題。
具體到西部片這個類型，它非常具體的要處理美國如何立國、怎麼立國的議題。它要內
在的闡釋、包容、消解美國立國過程當中攜帶的多重暴力。西部片的故事和主題中包含了一
個最重要的二項對立，叫做法與非法。表面看西部片是有一群印第安人或歹徒要侵害和平的
白人定居點、白人小鎮，野蠻要破壞文明，於是最後要保護秩序，匡扶文明。就像我剛才講
的重要細節，牛仔一定要在酒吧里把警長打昏自己去迎敵，因為秩序本身、法律本身、文明
本身是無法解決他們所面對的暴力和攜帶的暴力。必須由一種法外之法，
“貪官污吏都殺盡，
一心報答那趙官家”，江湖的盜匪來匡扶正義，是這樣一個最重要的美國歷史的議題。直到
20 世紀 30 年代，美國社會仍然充滿暴力、混亂、槍戰、劫匪的狀態。美國歷史是充滿了暴
力，以暴力推進和刑訴的歷史。它決定了好萊塢這個類型，牛仔一定是從外面來到外面去。
它一方面讓我們看到美國歷史的真相是一種完全非文明、非秩序的、非法律的暴力來維繫的；
另一方面必須把這種暴力在最後從文本中放逐出去。西部片的特殊之處在於，劇情當中的歹
徒是印第安人，是劫匪，其實這個故事中寓意真正的敵人就是那個牛仔。最後要把他放逐出
去。
它是這樣一個有趣的意義結構。很多電影理論家和電影史研究者就研究西部片，他們說
西部片是法與非法、荒原與田園、梨花與軍刀、定居於游牧的二項對立。包括美國左翼持有
批判理論的類型片研究者，他們都沒有正面提出另外一個東西，西部片作為對美國歷史的想
像，作為對美國歷史中無法解決的文化難題的消解，他們討論了暴力的層面，但是沒有討論
的是，西部片是一個更重要的驅逐幽靈的儀式。他們要驅逐的幽靈就是美國歷史當中的印第
安幽靈，因為所有美國歷史都把他們敘述成乘五月花號來到一片荒野中，他們怎麼拓荒、墾
殖、定居，怎麼面對征服大自然，而後變荒原為沃土。沒有講一個最基本的事實，他們是一
個霸占原住民的土地，虐殺和驅逐原住民，而且他們是在原住民幫助之下得以立足之後虐殺、
驅逐原住民的歷史。
我們只有對照這樣一個美國西部類型片的歷史和故事，才能夠理解《還魂者》這部電影
作為一種轉折和變化的獨特意義。西部片在 20 世紀 50 年代達到極致，因為 50 年代是美國
黑人民權運動開始湧動的年代。西部片在這時候轉變了它的功能，對印第安人的再現開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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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變化。印第安人的形像開始成為黑人的修辭性展現，通過西部片教黑人怎麼做個好黑人。
今天的《關山飛渡》、《驛站》、《搜索者》等一系列西部片中的歷史名片都是在 20 世紀
50 年代出現的。到了 60 年代，民權運動以馬丁·路德·金、進軍華盛頓為代表達到了全所
未有的程度，已經不是一個好萊塢西部片中用馴順的印第安人來示範的了。這個時候，西部
片的類型開始慢慢在美國電影中消失。 60 年代以後，我們再沒有看到過西部片作為一個類
型的大量生產。取而代之的是兩種類型，一種是科幻災難片，另一種是希區柯克所創造的懸
疑片。 （懸疑片）不是恐怖片，恐怖片的威脅來自於真實的恐怖的東西，而懸疑片威脅來
自自己內心。所有的災難來自你內心的陰影，內心的幽靈，內心的黑暗和內心的邪惡。
當他們取代西部片之後，西部片偶爾會再現。有意思的是，西部片強有力的偶爾出現都
是在冷戰終結之後。冷戰之後，西部片的幽靈開始浮現。有一部著名的奧斯卡最佳影片《與
狼共舞》。這部電影中，印第安人以完全不同的面目出現，白人的主體行為方式發生天翻地
覆的變化，不是白人對野蠻印第安人的征服、啟蒙和教化，而是白人向印第安文化的歸順和
認同。對應的一部電影《最後的武士》，兩部電影前後出現表達的是同樣的東西。突然，美
國人、歐洲人、白人開始向異文明，比如印第安人、亞洲人歸順和認同。
如果說《與狼共舞》中，印第安的幽靈已然歸來，印第安人的形像已經開始被修復，那
麼為什麼說《還魂者》才是一個轉折呢？在《與狼共舞》當中，白人主角是絕對的主體，主
導了整個故事。而白人和印第安人之間的關係，白人向印第安人的認同和歸化是在一組互相
對應的形像上展開的。一個形像是那隻叫白襪子的那隻狼，另一組形像是蘇族。在《還魂者》
當中那個壞的、兇殘的族，在《與狼共舞》中比較善良的族。波族在這部電影（《還魂者》）
中是朋友，在那部電影中是殘暴的、邪惡的印第安人。實際上，印第安人是在狼的位置上。
與狼共舞這個名字，已經決定表面上看印第安人已經非常正面，但是印第安人所處的位置並
沒有改變，是作為白人主體的客體。
回到西部片的歷史傳統，西部片的主題是法與非法、荒原與田園，牛仔從荒原來，印第
安人從荒原來，他們完全不是在一個對應的主體位置上存在，而是在印第安人完全被客體化，
被自然化（的位置上）。他們不是文明的，不是人類的，不是主體的，他們是客體的，是對
象的，是自然的。儘管有《與狼共舞》和偶然出現的西部片的幽靈再現，但是西部片所創造
的美國歷史想像，所攜帶的美國歷史幽靈始終仍在繼續徘徊和遊蕩，而沒有獲得一個實體，
在美國文化中嘗試尋找自己的位置。
在電影《還魂者》當中，首先回來的是美國歷史的幽靈，是一段非常具體的、真切的美
國歷史。這個歷史是 1820 年，電影所講述的也是 1820 年的歷史。 1820 年是美國歷史發展
的最重要時刻——西進。美國開始向西部擴張，向西部蔓延。西部片從想像的美國歷史舞台
開始變成一個具體的歷史空間。

二、印第安幽靈的回歸
所謂真實的美國西進的歷史空間，大部分是在加拿大的阿爾伯塔拍的。阿爾伯塔是好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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塢電影最愛的一個外景地，因為它有從冰川、雪山，到草原、沼澤、盆地等各種自然地貌的
地方。還因為，加拿大比美國便宜的多。更因為，加拿大國家有一個向電影工業傾斜的政策，
可以減免稅，所以好萊塢特愛這個地方。
在電影中，我們會看到歷史幽靈的重歸。第一次歷史幽靈回到好萊塢電影當中，與歷史
幽靈同時回歸的就是印第安人的幽靈。那個在美國歷史圖景中完全被客體化或者被浪漫詩意
化（的印第安幽靈）。當然，在電影中，浪漫化、詩意化是不可避免的，比如主人公的妻子，
她在故事開始就已經死了，當她被白人騎兵殺害的時候，從她被撕裂的衣服中飛出一隻小鳥，
她是大地母親蓋亞的形象。主人公之所以可以活著闖過荒原，始終有一個耳語般的旁白，就
是那個妻子用原住民語言說出來的，像咒語一樣的語言。總的來說，伴隨美國歷史幽靈歸來
的，就是在美國歷史中完全被淹沒、被抹除、被妖魔化和不可見的印第安幽靈，在這個故事
中重新回歸。

三、大自然幽靈的歸來
在這部電影中，與印第安人幽靈同時歸來的是大自然的幽靈。業餘的電影觀看是看演員，
認為所有的故事都是演員演的。我們在有了些專業知識和文化之後就關注導演。但是，我們
經常忽略掉，導演不過是電影寫作過程中那個贏得了署名權的人，而不是每一個導演都是這
部電影真正的作者。毫無疑問，印第安人的幽靈和美國歷史的幽靈能在這部電影中歸來，來
自於導演明確的拉丁美洲的身份，來自於導演明確的作為左翼批判的拉丁美洲藝術家，那種
高度自覺的對印第安母親的認同，對自己作為“強姦之子”身份的高度自覺。……
在故事中主人公絕大多數都是在地上爬，在水里飄，所以拍攝他的特寫鏡頭，其他風光
的鏡頭自然的成為他眼中的世界。有趣的是，因為主人公作為一個幾乎死去的人，做一個從
死亡中歸來，作為一個沒有工具（只有打火石），沒有槍、馬，沒有可能自我保護的人，所
謂男主人公被虐，從死亡中歸來創造生命奇蹟，其實荒野生存本身是一個動物式生存。特寫
鏡頭的變形造成一種野生動物的視點，造成人類想像的作為大自然組成部分，在大自然中生
存、求生的一種視覺陳述。所以我說，與印第安人幽靈同時歸來的是自然幽靈。你會看到大
自然風光的極端豐富、壯美，不借助現代的暴力手段在自然中生存的人們和自然之間的一種
真實狀態。
聯繫整個影片的視覺風格，你會覺得主演對環境問題的討論，他不斷地把印第安問題和
環境問題聯繫在一起，就像今天我們必須把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與現代主義聯繫
在一起。我們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如果不同時是對現代主義的批判，這本身就是沒有力量和沒
有意義的。如果我們對於資本主義的批判不同時是對現代主義的批判，我們也不能解決為什
麼 20 世紀尋找資本主義另類出路的社會試驗都失敗了。因為他們可能不是資本主義的，但
他們仍然是現代主義的，是人類中心的，是人類主體的，是無窮開發、無盡利用的，是一種
相信一切為我所用，一切理所當然，一切永不窮盡的。
就像主演在他的獲獎感言所說，現在我們經歷了，我們不得不面對。不需要好萊塢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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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我們，我們已經開始意識到整個現代文明的發展，現代性規劃的最重要的基本支撐就是發
展主義。這個從來不提供烏托邦想像的資本主義是建立在最大的烏托邦支撐之上的，就是我
們無窮上升，人類無窮進步，我們無窮發展，生活越來越好。這樣的烏托邦承諾，這樣的一
種信念，實際上在短短的幾年當中，在世界範圍內已經破產，沒有人真的再相信這一點。因
為我們每個人都在承受著這種報復，比如說越來越異常的天氣、異常天氣所造成的各種災難
性影響。
更為具體的我們完全無法迴避的是能源危機。越來越多的人被捲入現代文明。在美國一
些很敵意的指責中國的場合中，我說中國沒有原創資本主義的罪惡，只是因為中國的加入，
資本主義的罪惡就被放大很多倍。我們就很容易的看到，因為它是要以 13 億人口之重，當
然不是 13 億人口都能享受到的，但是要以這樣的人口基數分享所謂美國式高耗能的現代生
活，當然問題會成百倍的被放大。
所有的這些問題最直接的表現為能源危機，所有挽救能源危機的方式就成百倍的強化危
機。到今天為止，福島仍然在向大海排放超標的污染水，而福島危機發生的時候，這些水將
在 25 年內攜帶著無法降解的污染物流過全球的每一個水域。
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我們無論抱有什麼樣的態度和立場，我們不得不面對整個現代發
展主義邏輯所必須支付的代價，已經開始由我們來支付了。這是我們沒有辦法迴避，不可能
不面對的。
有意思的是，在世界範圍之內，這樣的巨大危機意識表現為一種集體的高度自覺之下的
自我催眠。一邊我們都知道，一邊我們堅決不討論，堅決不改變。……
這種集體的自欺表現為近 5-10 年當中世界最熱門的一種電影類型——末日電影。以前
關於末日電影我們講核戰爭，講的是人禍。今天的末日電影一種是小行星撞地球，一種是無
名瘟疫。這是一個太強有力的證據，為什麼我們突然都這麼熱衷於看末日電影，因為它以一
種方式把我們的潛意識外化。
齊澤克說，我們好像寧肯去想像人類末日，也不願意想像資本主義的終結。好像想像人
類末日比想像資本主義終結要容易。這是一個更深的困境的呈現，因為我們沒有其他的出路，
不能想像終結資本主義以什麼來替代，不能想像終結現代主義要怎麼樣生存。
在這部電影中，美國歷史幽靈的重歸本身是意味深長的。它攜帶著歷史，攜帶著歷史當
中的暴行和罪惡，攜帶歷史當中被殺害、被消聲、被滅絕的複仇者。它提醒著我們，我們今
天的現實是怎樣走來的，同時也提醒著一種可能性，就是作為未來的過去。我們能從歷史中
學到什麼，能從那些似乎愚昧、野蠻、被滅絕的原始文明、原始部族中學到什麼。
它也在提醒著我們，人類始終是作為一個社群而生存的。今天人類作為一個物種也許能
夠得救是沒有意義的，人類只能作為一個社群在相互扶助和尋找中生存下去。人類、人類文
明、人類歷史才能夠繼續有意義。

（文章為錄音整理，未經作者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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