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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这把 “双刃剑 ”:从一个 “反例 ”看
①

王铭铭

[摘　要 ] 　文章借用一个电视纪录片记载的知名案例 , 分析了乡土社会中文字的双重作用 ,即 , 其与人

们的荣与辱之间的密切关系。文章从个案延伸出一种不同于文字学与心理分析学的解释 , 也批判了人

类学的 “无文字主义”, 指出 ,人类学有必要对书写展开集中研究 , 尤其是有必要研究文字在 “通灵” 、认

同及等级构造等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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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文章构思已久 , 初稿于 2009年 12月 5日完成。感谢赵旭东邀请我到他主办的 “乡土中国”讲座上作同题发言

(2009年 12月 25日), 这项邀请起到加速我写稿的作用。在本文的书写过程中 , 罗杨同学提供了帮助。

　　但凡是出了名的民族志 ,都记载那些偏远的地方 ,它们道路不通 ,无电视和网络。今天我们若

是带这种传统民族志的意象去重访此前记述过的方位 ,心中必然生发一种感叹:那种与世隔绝的

“桃花源 ”,已往日不再 。以中国西部这一民族学传统的学术区为例 ,那些山沟 、高原 、草地 ,过去总

是给我们一种缺乏现代文明的感受 ,也因之 ,让人感到有文化上的震撼力;而今 ,这些地方道路四通

八达 ,卫星接收器四处可见 ,甚至电子网络 ,都已相当普及。电子媒介在偏远的地方的存在 ,常引起

我们的关注 。一般想象 ,这些广义上的 “交通工具 ”,本与 “土著文化 ”无关 ,作为后来者 ,它们是外

来文化入侵 “土著 ”的 “武器 ”。若是这个论点可以接受 ,那么 ,我们似乎也应当说 ,我们这些好古 、

浪漫的人类学研究者 ,作为某种特殊的 “土著” ,身心也遭受了侵袭 。不过 ,我们的思绪总是与岛屿

与远山相关;尽管我们的公寓 ,无不存在电视 、网络等电子 “交通工具 ”,但我们更关注远在的 “他

们 ”的 “遭袭 ”。他们与我们的 “遭袭” ,本可以说是同等的 ———我们本也一样地受 “身外之物 ”的入

侵 ,可人类学研究者总是 “他者为上 ”,暗自想象 ,被我们研究的那些远在之人 ,才是淳朴而有道德

之人 ,而我们这些混迹于都市的人 ,应当对他们的生活之遭受冲击承担一份责任。我们未曾设想 ,

如果问题可以这样看 ,那么 ,我们自身也可以说是科技发达导致的 “文化入侵 ”后果的 “受害者 ”。

兴许是由于人类学家对于新兴 “交通工具 ”带来的便利乐观其成 ,因而 ,他们对这些物件虽大加鞭

笞 ,却还是懂得享用之 。

兴许我们都无法摆脱这种矛盾 ,而我则显然是有矛盾心态之人的其中一例。

我时常看电视 ,也不禁止自己上网。我因接受了人类学的不少理念 ,对于无穷无尽的 “不可持

续的开发”,我是反感的。

然而 ,坦白说 ,对于好处颇多的电视与网络 ,我却不言不语 ,暗自运用着 。

矛盾引起反省 ,但反省并不消解矛盾 。

最近 ,我常反省自己的矛盾 ,所得出的结论之一还是双重的:其实 ,像电视与网络这样东西 ,坏

处不是没有 ,但还是有助于我们做人类学的人在家居中漫游天下 ,轻便而愉快地接触远在的他处 ,

并一如既往地努力从中谋得人文教诲 。

这种既有些鄙夷新式交流和表达工具 、却又工具主义地利用着它们的态度 ,含有一种值得更多

研讨的矛盾 。

我这里只想举一个例子 ,借它来 “跳开去 ”,进入另一个看似与此无关 、却本属同一个问题的

“社会事实”中。



有次我感到无聊 ,打开电视 ,搜寻一下 ,偶然看到一个电视台正在重播 2007年中国中央电视台

“走进科学”栏目制作的一部叫做 《六十八岁老太写天书 》的纪录片① ,片子的风格甚如人类学所谓

之 “民族志纪录片 ”,于是 ,我就静下心来 ,把它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说这部纪录片有点像 “民族志纪录片 ”,不是说假话。这片子从城市走向乡野 ,从近处走向远

处 ,有意地从田野里带回值得思索的问题 。片子的 “主角 ”是一位叫唐庚秀的老妇人 ,这位老妇人

居住在湖南省邵阳县罗城乡大坝村 ,本是一位不受媒体关注的农家女 。老妇人之所以成为片子的

“主角” ,是因为她被怀疑会写一种 “天书”。 “天书”的 “反科学意味 ”,与它带有的在 “古史探微 ”方

面足以引人入胜的可能 ,恰是吸引纪录片制作者和受众的东西。

故事是这样的:2006年 10月中旬的某一天 ,一位姓蒋的小学校长路过老妇唐庚秀的村庄 ,在

大坝村的一条田间小路上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看似 “手抄本”的本子 ,本子里充满着奇怪的符号 ,识

字的蒋老师试着阅读 ,却发现好多的字他不认识。本子里有字也有画 ,画得很复杂 ,令人迷惑。有

好奇心的蒋老师将这个神秘的本子带回家仔细研究 ,之后他发现 ,本子上书写的不是一般文字 ,而

像是接近文字的古怪圆型符号和没有头绪的图画 。这些怪字和怪画不是小孩子所为 ,它们大小不

一 ,排列整齐 ,每个符号之间看似雷同但又有区别 ,不像儿童涂鸦。蒋老师试图找出行文规律 ,却毫

无收获 。对于地方文化有所了解的蒋老师 ,还以为 “手抄本 ”是近年学界发现的珍稀的湖南江永

“女书”。

提到 “女书” ,我需补充一点说明 。

几年前 ,我曾与 “女书 ”的发现者宫哲兵教授聚谈过 ,得知是他用人类学的办法研究 “女书” ,成

为赫赫有名的人类学家。他 1981年从武汉大学哲学系读研毕业 ,随即开始他的文化之旅 ,多年来 ,

致力于寻找瑶族圣地千家峒。 1982年 ,他在湖南省江永县考察 ,发现了 “女书 ”(又名江永女书),

据说 ,这是千百年来流传在湖南省江永县及其近邻一带瑶族妇女当中 ,靠母传女 、老传少 ,一代代传

下来的奇异文字 。鉴于它的重要性 ,宫哲兵随即于次年发表了一篇声名远扬的调查报告
[ 1]

,后又

到国外介绍这一发现 ,近年又编辑出版了 《女书通 》
[ 2]
这本工具书。按照此类著作的介绍 , “女书”

呈长菱形 ,是造型奇特的文字 ,它有近 2 000个字符 ,其造型虽参考汉字但却不同于汉字 ,它是一种

标音文字 ,可用当地方言诵读 ,显然是为了对方言标音发明的 。

“女书”让学界不少人想到了文字的起源这一问题 ,而关于 “女书”到底起源于何时这一问题 ,

学界迄今未有定论 ,仅有猜想。有人认为 “女书 ”起源于明清当地妇女赛祠;有人认为它起源于壮 、

瑶等民族 “遗存”的 “百越记事符号”;有人认为它接近于出土刻划符号、彩陶图案 ,因而起源于新石

器时代;有人认为它接近于古夷文的基本笔划和造字法 ,可能是舜帝时代的官方文字;有人认为它

是从甲骨文和金文借字而来的 ,是商代古文字的变种。而关于 “女书 ”,其流行地又有不少传说 ,一

种传说认为 , “女书”是王母娘娘的女儿瑶姬从天上带到人间 ,帮助妇女表达其心迹的 ,另外一些传

说则各自将 “女书 ”的发明归功于奇异的 “九斤姑娘 ”、苦闷的妃子 、心灵手巧的姑娘等等 。

“女书”作品 ,多为歌体 ,内容多描写妇女生活 ,涉及婚姻家庭 、社会交往 、幽怨私情 、乡里逸闻 、

歌谣谜语等等。 “女书 ”也用于通信 、记事 、结交姊妹 、新娘回门贺三朝 、节日聚会吟诵等。

回到 “天书”故事:当蒋老师发现那本写着奇异符号的本子时 ,他倍感兴奋 ,因为 ,倘若这是一

本 “女书 ”,那他的发现就可谓太令人激动了。但这到底是否是 “女书 ”? 为了了解个究竟 ,他开始

寻找它的作者。

蒋老师对村民进行了走访 ,有村民说 ,见过类似的本子 ,而且知道有个人会书写这样的字。顺

着线索 ,蒋老师找到了唐庚秀 ,一进她家 ,即发现 ,她家里共有 108本这样的 “书 ”。主人唐庚秀 ,时

年六十八 ,手抄本就是她遗失的 。这 100多部装订成册的 “书籍 ”,内容超过了 100万字。老妇唐

·10·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

① 据称 , “走近科学”栏目 , 1998年 6月 1日开播 ,是中央电视台第一个大型科普栏目 , 2001年 7月 9日央视科教

频道开播 , “走近科学”成为这个频道的 “一面旗帜” 。



庚秀显然极端爱惜自己的作品 ,也极端为它们感到骄傲 ,她将其中很多作品装裱起来 ,挂在墙上 ,一

露风采 。让人感到惊讶的是 ,唐庚秀对现代汉字只字不识 ,也从来没有接触过 “女书 ”,但字写的却

极其流畅 ,且能认识自己写的字 ,更能出口成章地念诵它们。

中央电视台 “走近科学 ”栏目的解说词说 ,是 “记者得到消息 ”就去采访的 ,可这消息到底是怎

样得来的? 猜想兴许与蒋老师的报告有关 。不过 ,重要的是 ,据称 ,鉴于此事的奇特 ,纪录片制作人

马上与一位文字学家联系 ,共奔赴唐庚秀家考察。

见到记者和文字学家 ,唐庚秀很高兴 ,出口成章地说:“有缘记者来采访 ,看到天书好明亮 ,卫

党保国要成功。”

老妇的这个表现起初让我吃惊:她分明是个目不识丁的人 ,在我那兴许是错误的印象中 ,这种

人对于记者的来访 ,通常是惧怕的 ,她至少应是面露羞涩 ,但她却非同凡响———她绝非如此 ,而是相

反 ,不仅十分高兴接待 “从上面下来的记者 ”,而且 ,还流畅地运用着宣传语言 ,如 “卫党保国 ”;而与

此同时 ,她还宣称自己所书写的即为 “天书 ”。后来 ,仔细回味 ,我才将她的表现联系到我在民间宗

教研究中时常得到的印象:“迷信”的人们 ,时常也有唐庚秀般的 “混杂性 ”。田野工作中 ,我常被误

认为是记者 ,而我看到的 “迷信活动” ,多数也混杂与 “卫党保国 ”相似的标语口号 。例如 ,有些庙宇

在祭祀活动 ,既宴请道士做法 ,还在庙宇周边写上 “宣传 XX政策”的口号……再者 ,当唐庚秀被问

到她写的书是不是 “天书”时 ,她不假思索地给予了正面的回答 ,用方言说:“就是天书 。”她为什么

要写 “天书” ?唐庚秀的解释是 ,她自己也说不清楚 ,写书是 “神的旨意 ”———如同 “迷信群众 ”总是

说他们的仪式是祖先传下来的 。

她何时得到 “神的旨意 ”开始 “创作”? 答案竟然是:她卖豆腐时 ,看到一下子亮 、一下子亮的晃

眼的圈圈 ,里面有三个人 ,她挑起豆腐要走过去 ,他们说你不要走 ,给你个宝 。这个宝是什么?先要

“三天不要说话 ”才知道 。于是 ,唐庚秀就三天没讲话。三天三夜之后 ,唐庚秀就开始会写 “天

书 ”了。

起初 ,她买不起纸和笔 ,只好用木枝 、石头在地板上书写 ,这一写 ,她一发不可收拾 ,后来开始买

纸笔写书 ,十多年来 ,无论下地还是走路 ,总要带上她自己所写的作品 ,一旦有空闲的时间 ,她拿出

来写写读读 。夜间 ,她的写作创作欲望更强 ,坚持写到半夜 ,凌晨三四点 ,又会准时起床 ,继续书写。

老人的书写使人困惑 ,如纪录片主持人解说时所言:

老人竟然说她碰到了神仙 ,在神仙的提示之下 ,开始写书了 。说实话 ,我们作为科学

节目的制作组来说根本不可能相信这番话 ,所以我们就在想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她能写

出这么多的字来 ,而且是多少年如一日 ,很执着地在写 。后来我们就想了 ,你说结合一些

文字的创造方法 ,说我们汉字的创造是根据一些动物飞鸟、走兽的爪印 ,印在地上的踪迹 ,

再加上其他的一些东西结合起来的 ,另外一些其他民族的文字 ,有的时候也是参考别的民

族的文字 ,然后借鉴起来 ,融合自己民族的文化内涵独创的一些文字 ,这从文字的角度讲

都可以理解 ,但是老太太的说法给人感觉就是横空出世 ,她这个字到底是得到了什么灵感

写出来的呢 ?

同去考察采访的文字学家 ,研究了十多年文字学 ,对于各类奇异的文字都有所了解 ,但恰是他

发现 ,自己居然根本看不懂唐庚秀老人所书写的文字。这些文字中不少与古文字的演变规律类似 ,

但有的字少了笔划 ,有的字或者增加了笔划。比如 ,一二三四的 “四 ”,就增加了笔划 ,人民的 “民 ”

字 ,就减少了一笔 ,但老人是能识别的 。那个文字学家知道 ,在古文字的演变过程中 ,笔画的增减是

常常发生的 ,不过 ,为什么一位从来都没有上过学的文盲老太太竟然会使用增减笔 ,这则出乎他的

意料。

为了解惑 ,文字学家决定给唐庚秀一个测试 ,结果居然发现 ,对汉字所识无几的唐庚秀竟然用

假借字来说写的姓 ,这也符合古人创造文字的规律 。测试结果让文字学家感到震惊:一个没有受过

教育的农村妇女 ,为什么能够如此精通古文字的演变规律 ,并且可以根据这个规律创造出这种古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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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她所使用的文字 ,是否是一种曾经被我们的祖先使用过 ,但是现在已经不再流行的古老的文

字 ?文字学家得出的结论是否定的 ,他认为 ,唐庚秀老人所书写的这种符号 ,尽管与汉字有一些类

似之处 ,但在整个古文字演变系统中 ,根本找不到相关的依据 。唐庚秀所书写的只是她自己长期总

结归纳的一种符号 ,只有她自己能够识别 。也就是说 ,只有文字书写者能认识的字 ,不算字 。他认

为 , “文字就是人们用于交流思想 ,交流感情 ,共同使用的一种字形 ,这个字形得到大家的认可 ,能

够表达 ,这个字能够表达某一种意义 ,或者某一种感情 ,这样的字就是文字。而符号就是一种代替

品 、代用品 ,不一定为社会大多数人所认可 ”。

若说唐庚秀所写的字不是从古人那里 “学习”来的 ,那它们又是自何而来 ?

记者询问唐庚秀家人后发现 ,老人在写字时偶尔会看看电视 ,看电视时 ,也忘不了照样画葫芦 ,

写上几笔。也就是说 ,她的字既不是得到 “神谕 ”神秘地获得的 ,也不是古代汉字的 “偶然遗留” ,而

是模仿电视里出现的字创造出来的。也因此 ,研究她的一百多部著作所用的字体 ,可以发现 ,她的

书写符号不是一成不变的 ,有一贯规律的 ,而体现出一个从最开始的圆圈形符号向方块形符号慢慢

演变的过程 ,越来越接近汉字。

文字学家得出一个结论 ,那就是 , “天书”是因其作者唐庚秀在汉字环境里头生长 ,潜移默化地

得到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而来的 。

可老妇的书写 ,并非纯粹的文字 ,它夹杂有不少绘画 ,这些 “莫名其妙的画 ”,不仅画得反复 ,而

且风格并不连贯 。奇妙的是 ,许多画都是使用木炭沾着口水创作的 ,这些画为唐庚秀的作品增添了

不少神秘色彩。

对于这些画 ,唐庚秀自己有自己的解释 ,而且 ,一谈到它们 ,便神采飞扬起来 。

接着 ,纪录片讲述了记者与文字学家的另外一个发现、另外一个谜团:

老人与我们相处得很愉快 ,她热情地向我们展示她的宝贝 ———满满一桌她所书写的

作品。对自己的作品 ,唐庚秀老人是十分地爱惜 ,不停地摆来摆去 。有些纸张因为年头已

久 ,已经微微发黄 ,边角也都出现了卷翘。应我们的要求 ,唐庚秀开始朗读自己所写的书 ,

尽管书上所写的内容记者无法看懂 ,但是唐庚秀老人却能流利读出 ,而且文章也算得上是

琅琅上口。可是令记者始料不及的是 ,她越读越激动 ,读着读着 ,竟然哭了起来 ,这一举动

不禁让人心中一寒 ,究竟在她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为什么读着自己心爱的作品会

出现这样的反应 ?

那么 ,这些在文字学家看来不是文字 、没有价值的东西 ,为什么让其作者却如此的动情 ,以至捶

胸顿足 ?

为了用科学的方法揭开谜团 ,记者请来了一位心理医生 ,让心理医生与唐庚秀交流 。很快 ,记

者便有了一个 “新发现 ”:在与心理医生谈话中 ,唐庚秀先是兴致很高 、口若悬河地聊着天 ,还让医

生看她的作品 ,但让人震惊的是 ,当医生 “无意中”指出她的作品可能是有些模仿成分时 ,她一口否

认 ,还与医生吵了起来 。心理医生善于诱导 ,在其诱导之下 ,老人的情绪很快得以恢复;她接着说 ,

十多年来 ,她自己除了写字之外 ,几乎没有什么爱好 ,每天花费在写字上面的时间几乎长达八小时 ,

只要坚持写字 ,就会充满活力 、身心舒畅 ,做起家务事来 ,也格外有劲 ,一旦停止写作 ,身体上就会出

现不良反应 。心理医生借此判断说 ,这个情况可能是一种癔症发作 。心理医生经与老人女婿交谈

后了解到 ,老人多年前曾患过精神分裂症 ,曾被送到邵阳市精神病医院诊治 。一般认为 ,患有精神

分裂症的病人极容易出现幻觉 、妄想 、感知综合障碍或人格解体 、紧张性木僵 、模仿言语 、模仿行为

或精神运动性兴奋。心理医生认为 ,当年老人退休后卖豆腐时碰见神仙 ,其实是老人出现了幻觉 ,

也是精神分裂症的一种常见症状表现 。老人的病是 1990年治疗的 ,之后 ,她的精神分裂症症状有

所缓解 ,但也就是在这时 ,她开始了无休止的写作。老人的亲人都反对她 ,不让她写 ,但她就靠哭闹

制止了所有停止她写作的图谋 。因坚持写作 ,老人获得了保持心理平衡的力量 ,而她的作品也并非

纯属个人性的 ,如记者发现的 , “在她的教导下 ,有些邻居竟然也能跟着读上几句她的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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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医生不仅发现老人得过精神分裂症 ,而且发现 ,她的心理病症有着自身的 “社会背景”。

唐庚秀从小因家穷根本从未上过学 ,不会写字 。在人民公社年代 ,不识字的农民妇女得到了高

度的政治地位 ,她入了党 ,且一直担任大队妇联 、治保主任等职 ,是当时全县三位女红人之一。然

而 , “祸福相依”,有一次 ,她作为人大代表到省里去开会 ,意外事件发生了 。因老人不识字 ,上厕所

时误入男厕所 ,且因遭到里头的男人之谩骂 ,而 “大闹天宫”起来。

多没面子啊……自那以后 ,一旦有省里的会议 ,老人就拒绝参加。

事情过去了许多年 ,仍然深深地印在唐庚秀老人的心里 ,这使老人长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

力 ,处于极度自卑的状态中 ———唐庚秀现在仍然说 ,她最怕的是 “开会进厕所 ”。

雪上加霜的是 , 1989年 ,国家对于干部的文化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唐庚秀因文化水平低 ,

不得不从干部职位上退了下来 ,心里倍感失落 ,在家除了看孙子 、做家务外 ,整个人一下子闲了下

来 。这一系列的打击使老人患上了精神分裂。

对于唐庚秀的心理病症 ,心理医生作了以下判断:

……这个老太太她还是比较聪明 ,行为能力也不是特差 ,她也是非常要强的那种人 ,

所以她感到自己不如别人的时候 ,她就采取另外一种形式来超过别人 ,事实上她没有达到

这种目的 ,她只是以自己的那种方式来发泄也好 ,承担自己的那种压力也好 ,也可以说她

是精神病的一种延续 ,一种稳定状态的发作。

……压抑到一定的程度 ,她就要发泄出来.她的发泄不是以常人的那一种 ,她是用写

字或者讲话那种胡言乱语来发泄自己 。

……她看到的 ,她经历过的这些 ,她绝对不会真的有一种超乎她想象 ,或者是像用常

人一样的那种有创作 ,或者是有一些独特的境界 ,她是没有的 ,她不可能有。

主持人解说道 ,就是在这种生活环境的限制下 ,唐庚秀所写的内容全都是歌颂祖国歌颂党以及

自己过去的一些遭遇 ,对于唐庚秀来说 ,她只是用属于自己的文字记录了她的内心世界 ,代表了她

的思想 。往事虽然已经过去了很久 ,但她的内心世界却一直无法平静 ,为了找到心里的平衡 ,努力

学习她自己所认为的文字 ,书写自己内心的世界成了唐庚秀老人的一种精神支柱 ,也是她的一种精

神寄托 。老人的这种行为叫做 “语词新作 ”。

心理医生解释说 ,语词新作是一种概念的糅合浓缩 ,或者概念的拼凑 ,反正那些通过自己写字 ,

写一些符号 、画画或者文字 ,以及语言来即兴表达 ,整个赋予一种特殊的概念 ,别人都看不懂的。

“走进科学”栏目为普及和宣传科学知识而办 ,它播放关于 “天书”的纪录片 ,绝非为了宣扬 “迷

信 ”,其宗旨必定是:通过对于唐庚秀 “天书”的探秘 ,以诱人的方式解释科学所能解释的一切。而

这个栏目尚需有吸引人的开头 ,才会有带有科学知识的结尾 ,如其主持人的开场白所言:

……现在我们也知道 ,在我们中华大地上 ,流传着很多很多种文字 ,其中有不少已经

不可考了 ,比如说像西夏文 、契丹文 ,看起来好像是中国字一样都认识 ,但是仔细一辨认 ,

没一个字你能念得出来的。这就是语言文字在发展过程当中产生的变化 ,但是因为年代

久远 ,使用的人逐渐减少之后 ,这种文字就变成了一种死文字 ,那么我们说在中华大地上 ,

现在还有没有什么稀奇古怪的文字呢 ?有 ,比如今天我们大屏幕上为您展示的这一个圈

一个圈的 ,它就是一个文字 ,或者说是一位老太太自己的独创发明 ,这是怎么回事呢?

纪录片的结论是得出来了 ,它用可以接受的方式让观众知道 , “天书 ”是不存在的:心理医生以

科学原理为主导 ,将唐庚秀判定为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 ,且将她的书写创造 ,定义为癔病患者激动

时的心理病态表现;文字学家因为找不到唐庚秀创作的文字的 “民族性 ”,而将之定义为 “非文字 ”。

如此结论是有根据的 ,但其中含有的信息 ,却大大超出结论本身。

对我而言 ,纪录片呈现的唐庚秀 “天书 ”个案 ,无疑比许多半吊子的民族志作者所写的作品含

义深刻得多 。这个个案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思绪混杂 ,没有 “结论感 ”。

为了清理这些混杂的思绪 ,我采取 “化约法 ”,综合记者 、文字学家 、心理医生的描绘 ,将唐庚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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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称 “主角 ”)的 “心路历程 ”之关键点罗列在如下内容中:

(1)主角出身贫寒 ,儿时没有机会学会写字 ,按 “主流社会 ”流行概念定义 ,本属于 “没有文化

的人”。

(2)不识字 、没有文化的主角 ,在 1950年代之前 ,是不光彩的 ,但到了 1950年代 ,则是光彩的。

这个身份和荣誉观的转变 ,与 1950年代的大历史背景紧密相关 。此前 ,贫下中农目不识丁 ,所以 ,

可能被认为 “活该 ”受剥削;到了唐庚秀长成落落大方的少女之时 ,时代已经变了:目不识丁的贫下

中农在新中国的阶级成分表格里被列到了上方 。

(3)1958年的公社化 ,是为了快步建设社会主义而展开的 ,为了快步建设社会主义 ,需要依赖

贫下中农。目不识丁 ,此时 ,已绝非耻辱 ,只要是对党忠诚 ,用体力表达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

决心 ,就是有荣誉的。主角在此时入党 ,且成为干部 。

(4)纪录片未交代主角在 1950年代末到 1970年代的情况 ,但可以猜想 ,自主角成为党员 、干部

之后 ,直到她开始写 “天书 ”之前 ,她一直是有面子 、积极向上、心理学上认为正常的人 。

(5)情况到了 1980年代出现了微妙的变化。纪录片对于这个微妙变化的过程 ,没有细加陈述 ,但

可想而之 , 1970年代末到 1980年代 , “文化程度 ”(这个概念与人类学一般运用的 “文化 ”意义大相

径庭;对于人类学家而言 , “文化 ”不是可以比高低的 ,是不同人群传承 、共享的生活方式与价值体

系)渐渐成为衡量人的素质的标准。古代 “学而优则仕”的说法持续遭到冷落 ,但现实上 ,在这个微

妙变化的过程中 ,人们自下而上的社会流动 ,越来越多地取决于其 “文化程度 ”。也就是在 “文化程

度 ”概念得到推广和普及的过程中 ,识字成为起码的面子 ,学位成为向上流动的条件与手段 。

(6)到了 1980年代到 1990年代 ,围绕 “文化程度 ”生成与膨胀的社会风气日益给人民群众带

来压力;此时 ,主角的目不识丁 ,本身已是丢面子的事了 ,而更有问题的是 ,主角是个出名的干部 ,时

常要出入于高级会议场所 ,而要在这些场所顺利地走动 ,前提是识字。如果不识字 ,就会连厕所都

进错门 。恰好也就是主角因为不识字而进错厕所 ,引起轩然大波。此后 ,主角日益深刻地感受着

“文盲带来羞辱”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7)为了挽回面子 ,主角必须学会写字 ,但到了 1990年代 ,进入老年的她 ,已为时太晚 ,即使不

是为时太晚 ,那也不能瞬间学到多到数万个字的汉字 ,从而成为被人尊重的 、有面子的 、文化程度高

的人。具有起码的羞耻感 ,主角相继采取了两种做人的方法 ,其一 ,回避那些使其自取其辱的干部

会议;其二 ,在家务农做家务 ,同时自习 “文化”。

(8)主角开始习字时 ,不见得是以家里拥有 “会说话的 ”电视机为前提的(当然 ,这点尚需考

证),她可以用任何一种工具和材料来书写文字 ,而且因为不识字 ,她的书写没有太多禁忌 ,不需要

写正确的字 ,而可以照样画葫芦 ,自由地创造。但渐渐地 ,农村有了越来越多的电视机 ,她家也有

了 ,这样 ,她就可以多向电视学习 ,如同时下有不少人从电视节目学习英语与穿着一样 。

(9)本有干部底子的主角 ,又大量接触电视 ,这样就使她的言辞 ,大量带有 “主流话语 ”的内容。

不过 ,这并不意味着 ,她的脑子本是 “白板 ”,会任由口号和电视上的 “主流话语”留下烙印 ,而缺乏

任何自主性 。一个也是人的主角 ,即使疯狂 ,那也会在生活过程中积累对于过去的记忆与未来的想

象 ,而 “天”这个字 ,无疑最能总结这些记忆与想象 ,于是 ,将自己的文字说成是 “天书 ”,那绝对是有

根据的 。 “天书”代表着主角的思想世界 ,同时也有节奏以至惯例化地给主角重新赢回她的荣誉

(面子)。这也就意味着 ,被心理医生定义为 “精神分裂症 ”的东西 ,从主角自己的观点看 ,其实是一

方 “心理药剂 ”。

(10)主角所创造的 “天书”被文字学家判定为 “非文字 ”,这实在也可以说 ,就是文字学 “法律”

中 “违法的文字”。文字学家的凭据是 ,所有的文字都一定是集体或民族共享和公认的 ,而主角的

文字只有她自己认识 。事实上 ,纪录片制作者自己承认 ,主角的 “天书”虽然是极端个人性的 ,但在

纪录片被拍摄之前 ,村子里已有不少人跟着学了。另外 ,假如文字必须是以集体或民族为前提 ,那

么 ,我们又如何解释作为一个集体或民族的成员的主角之不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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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电视 ,大多并不是出于必需或因为有任务 ,而是为了打发时间 ,换换心情 ,了解媒体上的

“八卦”。在人们的一般印象中 ,电视更多为娱乐而设。我也采取这个态度 ,但我却知道 ,无论是否

有娱乐作用 ,电视总归是 “交通工具” ,它不是轮船 、汽车 、火车 、飞机这些用来运载我们的肉体的工

具 ,之所以说它是 “交通工具”,那是对 “交通 ”二字采取古意 ,意思是说 ,它也让我们 “游走 ”,至少

让我们的心灵流动起来 ,起到 “交换意象” 、“通达信息 ”的作用。通过电视这样的 “娱乐工具 ”来增

长知识 、获得启发 ,有点像人类学家笔下的 “原始人 ”通过游戏来锻炼狩猎—采集经验 。这点一点

儿不假 ,但假如我说 ,像《六十八岁老太写天书 》这样严肃的电视节目只让我得到娱乐的话 ,那也就

未免有些过了。节目是引人入胜 ,但看过之后 ,它给我带来的 “深重感”如此强烈 ,以至于我必须如

以上那样 ,借用 “化约法”来梳理主角的人生给我留下的凌乱而令人百感交集的印象。

我不是记者 ,不是文字学家 ,不是心理医生 ,但我能从他们的记述 、研究与判定中学到一些东

西 。这三种专家对于一位因文字导致的心理压力而生发创造文字的老妇做的科学的判定 ,是严厉

的 。他们的清晰分类 ,与深度心理挖掘 ,无疑给我这个并不愿从个人的内心世界发掘什么理论解释

的人类学研究者带来强烈印象 ,而我以上罗列的那十点 ,若不是受这一强烈印象的刺激 ,那便是不

可能的 。然而 ,我罗列它们 ,企图用更逻辑和有历史感的语言来书写一个 “精神分裂症患者 ”的人

生史 ,这也使我获得了不同于新闻、文字学和心理学的理解。

不同于记者 ,我的书写不具有为了宣传或传播而记录的本质;不同于文字学家 ,我不能对作为

“世界的纹样 ”的文字作过于绝对的 “文字中心主义 ”的判断;不同于心理医生 ,我不能治疗 “患

者 ”,同样也不能苟同那种将由社会引起的 “病患”归罪于个人的做法。

记者和纪录片制作人 ,把一个远在的情景 、一个他处的问题带到我们面前。尽管我意识到 ,除

了为宣传或传播而拍摄外 ,记者还有更多使命 ,但这样的 “交通 ”,其意义已充分 ,我不宜作过多评

价 。但我不得不说 , 《六十八岁老太写天书 》这部片子 ,在其与文字学与心理医学相关的方面上 ,并

未充分引起我的共鸣 。

先说心理医学。用 “疾病”这个概念来形容由社会原因诱发的 “心理病态 ”,等于是把身体的观

念移植到内心世界的分析中 ,等于是从 “外在之身 ”切入 “内在之心 ”。心理医学虽研究 “心理”,但

因有这种个体主义的学理倾向 ,似又易于 “轻描 ”内心世界的丰富 ,以至割裂了它与 “外部世界”的

关联。那个 68岁的老太 ,从心理医学上讲固然是病了;但从她的人生轨迹看 ,她的病 ,本与我们的

社会秩序与问题有关 。不要以为凡是社会的 ,都是好的 ,道德的 ,法权的 ,政治正确的 。社会这种难

以宽容 “不同 ”,容许太多个体性表达的体系 ,也有它的问题 。我们常把这些问题视作不合理 、不公

正的来源 ,但问题之所以四处可见 ,乃因我们是社会的成员 ,对于这个社会的运行法则 ,起码是身体

力行地起到维护的作用。以片子中的主角为例说 ,我们这个社会有它的历史 ,其一个阶段 ,使它的

不识字成为荣誉 ,另一个阶段 ,则因为它而给她带来羞辱 。她的文字对心理医生而言是心理病态的

表现 ,而对一个人类学或社会史学研究者而言 ,则从一个令人悲悯的侧面 ,表露出了社会的易变性

及这个易变性与操弄社会的那些 “背后原因”之间的密切关系。因而 ,我宁愿说 ,那位 68岁的老太

个人的 “病” ,也是一个 “社会病”。

我们这个社会 ,过去曾令人惊叹地流行鄙视文字的革命精神 ,现在则反其道而行之 ,流行起文

字主义 。而无论是文盲主义 ,抑或是文字主义 ,都与我们这个社会传统上文字的过于发达 、过于有

威力有关。文盲主义是对传统的文字主义的反动与 “革命”,而文字主义 ,则作为一种复兴过的传

统主义存在 ,二者的核心象征 ,皆是文字。文字主义是一种 “文字拜物教”,因为 ,文字学研究表明 ,

文字这种东西 ,起初本是为 “交通 ”人 —神 、人—物 、人—人而发明的 ,但成为一种有灵力的符号之

后 ,人的行动都变得要围着文字转 ,被它所牵着鼻子走 ,成为文字实现自身的工具。对于这种 “拜

物教”有反思 ,必然导致一些极端的人主张放弃文字 ,回归口语 ,认定即使没有文字 ,人还是可以

“交通” ,可以有社会生活 ,甚至如极端者相信的那样 , “生活得更好 ”。我们的社会因之一度成为浪

漫思想的试验场 。然而 ,文盲主义之所以说也与 “文字拜物教”有关 ,是因为 ,这种运动化的话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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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芒所指除了用文字加以定义之外 ,别无他法 ,也就是因为 , 话语的革命必然是以话语为武器

的 ———它即使能使文字成为幽灵 ,也无法摆脱这一幽灵的纠缠。而对于我们认识文盲主义的这一

困境 ,那位 68岁的老太 ,构成了一个最有说明性意义的案例 ,她以人生写照了文盲主义与文字主义

的 “辩证法”。

我所从事的人类学 ,有与文盲主义一样的浪漫 ,也有与文字主义一样的功利 。

唐庚秀不仅让我想到心理医学在解释社会时的局限 ,也让我想到了人类学这门学科长期以来

自设的陷阱 。

在揭露文字主义的弊端中 ,人类学家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在这方面 ,我最景仰的人类学家列

维 -斯特劳斯可谓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从他的最著名的 《忧郁的热带 》一书中 ,我们发现有一个

“一堂书写课 ”的章节。这个章节叙说的事如该书的其他章节一样 ,充斥着对列氏困顿而沉重的旅

行的描述;这些细节 ,此处无需复述 ,要复述的是 ,在这个章节中 ,列氏提出了他对文字的看法。这

个看法来自一个观察:他所去到的那个小族群南比克瓦拉人只有酋长知道写字、一般成员不写。列

氏观察到 ,虽然对于外在于南比克瓦拉人社会的现代知识人而言 ,文字是有美感的 、智识性的东西 ,

但南比克瓦拉酋长却毫不关注这一事实 ,而只是从别的民族那里学了写字的方法 ,将之充入私人的

“腰包”里 ,通过文字的象征性展示 ,来向他的 “臣民 ”显示自己的面子 、威严与权威 。因为酋长是这

样的 ,所以南比克瓦拉人的百姓对于文字的本质有了深刻的了解;他们都知道 ,文字是随政治欺骗

而来的 。这个观察 ,显然让与酋长交际不顺而郁闷的列维 -斯特劳斯得到了不少启发 。接着 ,列氏

进入对于文字的实质的分析 ,他认为 ,书写文字的发明 ,很容易让人以为是一个突破性的革命 ,人们

总以为 ,文字会给人类生存的条件带来巨大变革 ,会使人更清晰地记住过去的成就并基于记忆更好

地安排目前与未来 ,但文字其实没有那么伟大 。有关书写文字的历史研究没有证明它有什么巨大

意义。在列氏看来 ,书写文字发明于公元前 3 000年到公元前 2 000年之间 ,在此之前 ,新石器时代

的早期 ,农业与畜牧 、手工艺这些对于人类生活更重要的发明都已出现 ,是这些对于人的实际生活

更有用的发明 ,为文字的发明作了铺垫 。历史上有不少族群不依赖文字生存 ,而也有不少事例表

明 ,那些有书写文字的帝国 ,不见得就有能力维持其帝国的恒久存在
[ 3] 383-384

。经过一番思索 ,列氏

得出一个结论:

要建立起书写文字的出现和文明的某些特质之间的互变关系 ,我们必须换从另一个

角度加以考察。与书写文字一定同时出现的唯一现象是城镇与帝国的创建 ,也就是把大

量的个人统合入一个政治体系里 ,把那些人划分成不同的种姓和阶级……书写文字似乎

是用来做剥削人类而非启蒙人类的工具……把书写文字用作不关切利益的工具 ,用作智

识及美学上的快感的源泉等等 ,是次要的结果 ,而且这些次要的功能常常被用来作为强

化 、合理化和掩饰进行奴役那项主要功能
[ 3] 385

。

列氏说:“书写是一种奇怪的发明 。”
[ 3] 383
这毫无疑问 ,但这话又是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大抵是

说 ,本不关乎人类生存的文字符号 ,到了国家这种制度兴起之时却被系统地创造 ,成为政治支配的

工具。之所以说它 “奇怪” ,乃因人的生活 ,本无需文字。

人类学家总能像列维 -斯特劳斯那样借助考古学的分析和些许马克思主义因素对文字的 “阶

级属性 ”作判断 ,所以 ,他们对于 “无文字社会”才有了偏爱 ,且总是更愿意看到本无文字的 、诸如南

比克瓦拉人那样的社会永久保持其不受文字帝国的侵袭 。人类学家从未真的想到 ,像唐庚秀那样

因不识字而崇拜文字的例子有很多;他们也从未意识到 ,他们对于 “无文字社会 ”的 “桃花源 ”般的

生活的赞誉 、对于文字帝国的政治支配的揭露 ,都是因为有了文字才可能的 。

文字学似乎是人类学的对立面。人类学以研究 “无文字社会 ”为己任 ,致力于寻求未受文字污

染的人类生活的原貌;而通常的文字学则离了 “有文字的文明社会 ”就 “活不了”———没有文字 ,何

谈文字学? 即使文字学家中 ,有一些研究文字出现之前的 “纹样 ”,那也一定是以得出关于文字的

结论为目的的。对于人类学家而言 , “书写是一种奇怪的发明 ”,而对于文字学家而言 ,它则是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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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进程的必然果实 。在这一历史的判断的前提下 ,文字学家 “审判 ”那位老太 ,将她的 “天书”视

作荒谬 ,是必然的 。这种 “奇怪 ”到与 “天书”可以并列的 “文字 ”,倘若是 “文字 ”,那文字便没有什

么规范可言了 ,人们完全可以胡乱涂鸦 ,不顾他人是否可以理喻而书写 。当纪录片中的文字学家说

那位老太写的不是字 ,并解释说 ,之所以不是字 ,是因为只有文字的书写者自己可以识别与诵读 ,这

我们不能轻易反驳。如电视 、网络一样 ,文字是为了 “交通”而设 ,假如一种字只有助于自己与自己

对话 ,那么 , “交通 ”就不可能了 ,字也就不是字了 。然而 ,承认这点之后 ,我们是否有必要承认 ,文

字是集体创造的 ?文字学家总是将文字当作文明的总体成就 ,或者民族的集体创造 ,但矛盾的是 ,

在论述文字的起源时 ,很少人能够避免提到 “仓颉造字”之说。就唐庚秀这个奇特的个案说 ,她的

书写 ,不然很难说是文字 ,但也很难说不是 ,因为她也如同任何文字的创造者那样借用了其他人的

发明 ,并试图用她的再发明得来的符号表达意义;也就是说 ,她的 “天书 ”与被公认的文字体系(如

“女书”之间的不同之处只在于这种 “天书 ”尚未流传开来 ,尚未成为社会接受的体系)。

《六十八岁老太写天书 》让我深感 ,唐庚秀造字的方式 ,酷似 “女书” 、傈僳族竹书之类 。我前面

已提到 ,唐庚秀之所以引起其发现者的浓厚兴趣 ,正是因为她的书写像 “女书 ”;而竹书与 “天书 ”之

间的类似性 ,则一样地引人入胜 。

时下 ,竹书已被人们与傈僳族这个族群团体紧密联系起来了 ,它给人的印象是 ,它是傈僳族的

“民族文字”;但 ,恰是这一被人们与族群的集体身份对应起来看待的文字体系 ,是个人创造的。创

造者是一位傈僳族的贫苦农民汪忍坡(又名 “哇忍波 ”, 1900— 1965),创造理由 ,跟唐庚秀的 “天书”

也接近 ,据说是因为汪忍坡考虑到傈僳族贫苦人没有自己的文字 ,而沉睡于被剥削和被奴役的地位

中 ,且于近代遭受西方教会的文化入侵。传说傈僳族在古代使用过文字 ,汉族的字写在布上 ,傈僳

族的字则写在獐子皮或竹片上 ,后来这些字在战争和迁徙中失传。傈僳族操傈僳语(属汉藏语系

藏缅语族彝语支),西方传教士进入他们的住地后 ,为了传教 ,创制了大写拉丁字母及其倒写变体

作字母的文字。汪忍波从 1924年至 1941年间共创造了 1 426个字 ,写成 12本书 ,这些字从 1928

年起流传于乡间 ,得到推广和使用。汪忍波还为服务种田人而编著 《傈僳语文 》(又称为 《识字课

本 》),按音韵编排成 291句顺口溜 。竹书借用汉字 ,但只是借用汉字的外形 ,音和义与汉字完全不

同 ,而与维西傈僳语的语言直接联系。这种文字也可谓是一种 “天书 ”,它既是傈僳族文化英雄造

就的 ,又与本地语言与宗教意象的系统表达有关。汪忍坡用竹书写下了二十四部 《祭天古歌 》,记

载的是傈僳族祭天时吟唱的二十四部经文 ,内容涉及神话传说 、历史 、自然景象 、气候等 。另 ,他还

著有《射太阳月亮 》、《占卜书 》等 。傈僳族竹书文字 , 1944年首次发现 , 1950年代之后 ,得到了民族

学界的重视 ,渐渐得到认识 ,时常与傈僳族文化一同被介绍
[ 4]

。

创造 “天书”的唐庚秀 ,与创造竹书的汪忍坡 ,一个被判断为精神分裂症患者 ,一个被颂扬为傈

僳族的文化英雄 ,二者之间的差异 ,固然是明显的;但他们的造字行动 ,也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共通之

处 ,这就是 ,两种造字行动 ,都可谓是文明压力下出现的 “文化自觉 ”。唐庚秀的 “自觉 ”,有扭曲的

表现 ,是个体性的 ,而汪忍坡的 “自觉 ”,则与其族群的占卜 、祭祀等社会性制度结合得更紧密 ,在创

作旨趣上 ,更接近于文化精英的精神史。在此类 “自觉”的生成过程中 ,个人生活遭际的因素 ,都起

过作用 ,但二者的个人遭际 ,又可以说都是超出己身 ,与整个社会以及其所处的社会与一个更大范

围的体系相关。此类 “自觉 ”历史上屡见不鲜 ,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 ,还可能得到放大 ,或服务于以

“民族自觉”为基础的 “国家文明创造 ”,或服务于在文明的迫力下表达 “土著思想”的手段。西夏

文即有 “国家文明创造 ”使命 ,这种创造于公元 1038年的文字体系 ,是在党项族英雄李元昊建立的

王国内部创造的 ,其发明者大臣野利仁荣 ,借助周边大文明的符号 ,重创了记录党项语言的西夏文

字
[ 5]

。而大理地区刻于明景泰元年 (公元 1450年)的白文 《山花碑 》(全称 《词记山花·咏嵢洱

境 》), “隐”于 《重理圣元西山碑记 》的碑阴 ,为元末明初著名大理地区著名学者 、词人杨黼用 “白

文 ”山花体写作的 20首词 ,分上下部 ,上部赞美苍洱风光 ,下部抒发大理地区文化失落背景下个人

的情绪 ,如怀才不遇 、人生无常等。 《山花碑》由似是而非的汉字和非汉字记音 ,采用汉字的音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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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读 、自造新字以及汉语借词等多种方式表达白语
[ 6]

。

列维 -斯特劳斯将文字的借用与创造 ,与广义上的 “酋长 ”(政治和文化意义上的 “人物 ”)联

系起来 ,且认定 ,造字术总是无法与人支配人、“人物 ”谋取 “威望”的过程脱开干系 。以列氏的观点

看 ,小到个体 ,大到国家 ,通过文字的借用与创造来表达的自觉 ,都有文明的政治性。而对于 “天

书 ”、竹书 、西夏文 、《山花碑 》的思考则表明 , “自觉 ”的表达借用了已存在的宏大文字帝国的政治

性 。但 “自觉 ”借 “似是而非 ”的文字以求自身的物化呈现 ,这一事实则又反过来表明 ,文字本身是

一把双刃剑 。

我无意对关于 “天书”的纪录片进行 “再记录”,对片中文字学家的分析及心理医生的判定进行

“再分析 ”和 “再判定”,但这部片子的确可以让人想很多 ———包括想到 “文字拜物教”和文字的 “双

刃剑”作用 ,想到文盲主义的人类学 ,与文字主义的文字学之间的差异;而我的结论大抵是:如同我

们今日无法摆脱电视与网络的缠绕一样 ,自数千年前起 ,我们就一直无法摆脱文字的纠缠;作为

“交通工具” ,这些东西既可以像任何拜物教那样由我们发明 ,再脱离和支配我们 ,又一直保持其

“交通工具”的作用 ,使我们有可能用或疯狂或理智的方式表达我们的 “自觉 ”———固然 ,这个意义

上的 “自觉” ,有时是个人性的 ,有时是社会性的或超社会性的。以上提到的唐庚秀与汪忍坡之别 ,

大理杨黼与西夏野利仁荣之别 ,构成我们理解从个人性到文明性的诸种 “自觉 ”形态的线索 。人类

学家只有直面文字的双刃剑性质 ,才能真正直面自身———至少我们必须知道 ,我们用以揭露文字的

“阶级属性”的手段 ,还是文字。在某种意义上 ,我们所做的工作之内涵 ,大致是与汪忍坡的竹书 、

杨黼的 《山花碑》相通的 ,尽管我们多数不愿承认 ,我们的人格中 ,也有些许唐庚秀的因素 ,我们中

的不少人 ,老想着充当西夏文发明者之类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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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DoubleEdgeofWriting:DerivingaPerspective
froma`NegativeExample'

WangMingming

Abstract　Thispaperusedawell-knowntelevisiondocumentaryasacasetoanalyzethedualrolesplayedbywritingexis-

tedintheruralChina, thatamongthesewereintimaterelationshipsbetweenpeople' shonoranddisgrace.Insteadofremai-

ningatthecase, thearticleextendedanewkindofexplanationotherthaninterpretationfrometymologyandanalyticpsy-

chology.Thepaperalsocriticizedthè illiteracy' (ananthropologytheory), andpointedoutthatanthropologywasneces-

sarytofocusoncalligraphy, inparticular, itwasessentialtodotherelatedresearchontheroleplayedbywritinginthe

perspectivesof̀ psychic' , identity, classesstructureandsoforth.

Keywords　Writing;Sealedbook;Anthropology;Calligraphy;Mentaldisease;Illiteracy

(责任编辑:常　英)

·18·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