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出性与好莱坞电影的“现代战争神话”
———从标出“他们”到征讨“它们”

张洪友

［摘要］根据符号学的标出性原理，本文将讲述决定世界的毁灭或者拯救的“我们”与“他们”或者“它们”的战
争的好莱坞电影大体分为: 人兽之战( 《星球大战》、《异形》等) ;我族中心主义的战争( 《变形金刚》、《X 战警》
等) ;对我族中心主义反思的战争( 《阿凡达》等) ;超越种族差异的善恶之战。我族中心主义者将“我们”之中的
异项转变为异类，将“他们”变成“它们”，从而建构对其征讨、杀戮的合理性。而影片《阿凡达》通过对我族中心
主义的反思走出朝向超越差异的人类大同的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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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出性与群体“我们”的自我建构

赵毅衡教授认为对立项的不平衡是广泛存在

的文化现象。他在对立并且不平衡的正异两项之

间加入了第三项: 中项。中项在对立的两项之间

非此非比，难以自我界定。它必须靠向一方来表

达自身，它所靠向的一项则视为正常的、中性的
“正项”，它所离弃的一项则为异常的、边缘的“异

项”。这个被排斥的异项就是标出项，“标出项之

所以成为标出项，就是因为被中项与正项联合排

拒。”［1］( P． 281 － 286)

同理，在群体的全体成员之中，人们会选择朝

向或者被迫朝向正项，形成“我们”，将与正项迥异

的“他们”的品性标出，从而在全体成员中形成处

于被标出的异项的边缘人“他们”。正如福柯所说
“人们在监禁他们邻人的至高理性的活动中，通过

非疯狂的无情的语言相互交流，相互确认”［2］( P． 1)。
也就是说，在排斥异项疯狂的“他们”的过程中，

“我们”完成了作为“理性”的“我们”的特性的书

写与建构; 人类通过排斥作为异项的疯狂，从而完

成朝向理性的救赎。
可是，决定这些被排斥的异项的被标出性的

标准是什么? 1994 年语言学家艾利斯( Ｒod Ellis)
认为:“某种语言特征，相对于其他‘基本’的特征

而言，以某种方式显得比较‘特别’。”［3］然而，在人

类群体中，成员所拥有的什么特性会是“基本”的?

什么特性会是“特别”? 什么特性被标出决定权在

于拥有话语权力的团体如何对该特性进行阐释。
对掌握不同元语言的不同群体来说，异项会发生

变动、翻转。从某个群体中被标出的异项标准来

看，该群体中的正项也只是这些异项中间的被标

出的异项而已。比如，在普通人之中，海盗作为异

项被标出; 然而，在《加勒比海盗 3》中，悲天悯人

的牧师在嗜血成性的海盗中成为心慈手软的代表

而被标出为异项，海盗们也在对与自己迥异的品

性的排斥中获得自恋性的满足。
总之，“我们”只是解释社群利用话语权而建

构出来的想象的共同体。被标出的异项处于在群

体之中又在群体之外的模糊地带，因为要彰显正

项的特性，需要“他们”存在，因为正项要标示所拥

有的特权，他们又被排斥在所享受的特权之外。
例如，人们要彰显理性特征，所以需要疯狂存在;

因为要彰显理性的特权，疯狂又要被驱逐、监禁。

二、当“他们”成为“它们”

在正项、中项与异项之外还存在一个模糊的

存在: 异类。异项“他们”就是处于作为同类的“我

们”与作为异类的“它们”之间的灰色、边缘地带。
异类在标示正项、中项和异项所组成的群体的边

界。异类是“我们”与“他们”所构成的群体之外

的“它们”。虽然疯子会遭到驱逐、监禁，然而只有



将疯子看成魔鬼附身从而打成异类的时代，人们

才会屠杀这些“魔鬼”。
在人类历史上，群体“我们”利用话语权将某

些人标出为异项“他们”，甚至异类“它们”。这种

群体的宣称和建构的过程又与自我神圣化的极端

自恋的选民观念同时运行。“我们”的民族是神的

唯一选民，“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是世界的中心，是

神圣之地，“我们”能够直接与神圣的世界建立联

系，所以，“我们”才是独一无二的神圣的民族，其

它民族因此会被标出为异项，甚至打成异类而成

为邪恶的民族:

如今所有伟大文明的人民都倾向于在字面解
释他们的象征形象，然后觉得自己在某方面比别
人更优越，因为他们直接与绝对( the Absolute) 建
立联系。甚至多神论的希腊人、罗马人、印度人和
中国人都认为别人的宗教很可怜，而他们自己的
宗教很威严，至少更优越。对于一神论的犹太人、
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 ( Mohammedans) 而言，其
它民族所信奉的神根本都不能算作神，而是魔鬼，
他们的崇拜者是邪恶的。几个世纪以来，麦加、罗
马、耶路撒冷 ( Jerusalem) 、贝拿勒斯 ( Benares) 和
北京以其特有的方式成为宇宙的核心，直接———
由一条热线———与光或者上帝的王国相连。［4］( P． 8)

在希腊人、罗马人、中国人和印度人那里，不

同信仰的群体是作为异项的“他们”，而在一神论

中，异教徒只能成为异类“它们”。当群体彼此之

间划清了界限，“我们”与“它们”毫不相干、没有

任何共同性的时候，屠杀“它们”就具有了合理性。
圣·奥古斯丁因此发动了神的公民“我们”对撒旦

的公民“它们”的战争［5］( P． 152)。《旧约》中也充满

关于平静居所被扰乱、被掠夺甚至被完全摧毁的

叙述，比如《申命记》7: 1 － 6 和《申命记》20: 10 －
18。而《约书亚记》里面最著名的便是关于耶利哥
( Jericho) 的灭亡的叙述等等。阿兹特克文明( Az-
tec civilization ) 所 举 行 的 被 称 为 花 战 ( Flowery
War) 的战争仪式中，人们不断通过发动对临近民

族的战争来获取数以千计甚至万计的俘虏作为人

祭。因为只有向各个祭坛献祭才能保证太阳升起

和时间的转变。［6］( P． 178 － 182) 显然，被献祭的俘虏已

经成为异类“它们”。
在“我们”的建构过程中，对权力的追求与对

异项的极端排斥、标出同步进行。在严厉的筛选、
递次排除过程中，在宽容的标准下的正项会被排

斥为异项，也可能被打成异类，被“我们”排斥出

去，群体“我们”的规模因此会逐渐缩小，而最终塑

造出在权力的顶点拥有特权的群体或者个体。

影片《哈利·波特》中，由于与生俱来的魔法

天赋，伏地魔的前身汤姆·里德尔在普通人的世

界中备受排斥甚至被关进疯人院。然而，魔法师

会利用自身所具有的话语权将这些被视为罪恶的

魔法、这种被排斥的标出性转化为独一无二的特

性，成为魔法师至高无上的特权。在基于魔法师

的元语言所形成的评价体系中，魔法成为正项，而

由父母都是魔法师所生的纯种魔法师就拥有至高

无上的地位和特权，普通人( 麻瓜) 所生的魔法师

被标出为异项甚至打成异类成为被屠杀的祭品。
混血儿魔法师在纯种魔法师与麻瓜所生的魔法师

所组成的两个极端之间摇摆。而混血而生的伏地

魔把对自身之中的劣根( 一半麻瓜血统) 的仇恨投

射到具体的群体麻瓜所生的魔法师身上，他通过

清除和纯化这些群体从而完成所谓的种族救赎，

制造血统纯正的自我幻象。于是，在魔法世界，异

项被转变为异类而受到征伐，这种将群体中的异

项排斥为异类的过程是一个使群体走向狭隘、封

闭的过程。这个使群体规模萎缩的过程最终会造

就拥有特权的某些人，而在这些人的顶端是拥有

战无不胜的魔法也拥有至高权力的个体伏地魔。
通过这种转换，这些曾经因拥有魔法而罪大恶极

的人才能登上权力的巅峰。

三、“现代战争神话”

在“现代战争神话”中，在与自身差异很大的

群体相遇的时刻，人类又将重复出现在历史原点

人类从自己生存的狭小的部落空间走向更大的空

间时所面对的问题。也就是说，人类历史中存在

的“我们”排斥“他们”，驱逐甚至屠杀“它们”的观

念，依然作为阴影笼罩着未来世界。在这些电影

中，《星球大战》和《异形》代表战争的两种极端的

倾向: 代表超越物种差异的善恶之战，代表赤裸的

“我们”与“它们”之间的屠杀。其它许多电影则

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游移，宣传我族中心与对我族

中心的反思则是它们中间的两种倾向。前者以电

影《变形金刚》和《x 战警》为代表，这些战争或者

是人类对具有超能力的异项( 《x 战警》系列) 的战

斗，或 者 是 人 类 与 入 侵 地 球 的( 《变 形 金 刚》系

列) 、或者人类自身所创造的( 《终结者》系列，《黑

客帝国》) 机器人之间的战争。然而，这些电影都

或多或少迎合了人类思维中根深蒂固的关于天使

与魔鬼的战争的观念，宣扬了我族中心主义的观

念。对我族中心主义的反思主要是卡梅隆的《阿

凡达》，《阿凡达》是导演卡梅隆拍摄的自己的《星

球大战》［7］，可是，与《星球大战》充满理想的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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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阿凡达》则展示出人类在通向这个远景的

途中所遭受的痛苦与挣扎。

四、人兽之战与我族中心主义的战争

《异形》系列是太空版的恐怖故事，人类通过

出现在太空中的异域世界前所未遇的吃人怪兽来

宣泄对未知世界的恐惧。那些在人类未曾踏入的

领域出现的未被人类结构化从而未被人类理解的

事物都是令人恐怖的异类。玛丽·道格拉斯在
《洁净与危险》中分析了《圣经》中的分类系统与

禁忌之间的关系。《圣经·创世纪》将世界分成大

地、海洋和天空三部分。而生活在世界这三个部

分的动物都会有与环境相对应的特征: 飞禽有翅

膀在天空飞翔，兽用足在大地上跳跃或者爬行，有

鳞的动物才可以在水中生存。因此，不符合这个

分类系统的事物都是肮脏的，是亵渎神圣的。肮

脏不仅仅代表着人类认知的困境也是对社会秩序

的威胁，因此肮脏即为禁忌。［8］( P． 71 － 72) 将那些在人

类的秩序之外出现的未被人类理解的事物定为禁

忌和污染，表明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恐惧。《异形》
就是基于这种人类对未知事物的恐惧创造出来

的。当这些未被理解、未被结构化的威胁闯入人

类的世界，它们拥有已经超出了人类的抵御范围

的超能力，它们的出现代表无法抵抗的灭顶之灾。
在《异形》中，人类在外太空探险的过程中遭遇到

未知物种的吞噬，人类与它们之间的战争完全是

为了生存的厮杀。
这种人兽之战的思维是许多战争的隐性标

尺。许多人在发起“我们”对“他们”的战争的时

候，将自身对未知事物的恐惧和仇恨投射到与自

己迥异的群体之上，从而将“我们”与”“他们”之

间的战争转化为“我们”与“它们”之间的战争。
在影片《女巫季节》中，自诩为上帝的选民的群体

将内心沉睡的恶魔投射在作为“他们”的族群身

上。屠杀只是与内心的恶魔相遇。这个史诗所歌

唱的英雄辈出的季节仅仅是恶魔在大地横行的时

代。群体记忆在这种反复的咏唱中被建构，而被

屠杀的“他们”却永远成为恶魔“它们”。在《黑客

帝国》的动漫版中，人类不愿意承认在自己所虚构

的群体“我们”之外存在具有与“我们”相同特性

的群体。人类制造的机器人“它们”并没有人类所

引以为豪的人性、生命等特性，它们也仅仅是供人

类驱使、拆卸的工具而已，所以，人类对这些机器

人进行毁坏甚至杀戮是理所当然的。人类的自恋

成为人类与机器人之间的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
总之，未知的力量被幻化为各种不同的角色，而群

体“我们”战胜这些角色，最终完成关于“我们”的

书写。
在人与异类野兽、人与机器人甚至人与人类

中间的异项的战争中，对手被妖魔化与自我美化

是同步进行的。通过这种自我美化，某个民族成

为神圣的民族，成为正义的代表。在《变形金刚》
真人版中，具有生命和人性的机器人变形金刚是

钢铁时代最浪漫的想象。然而，这部钢铁时代的

浪漫史诗依然建构在对它们的妖魔化的基础之

上，人类自恋情节随处可见。漂泊到地球的外星

物种汽车人为了守护新的家园与地球人共同反抗

同类霸天虎的入侵，地球成为这些外太空漂泊者

的庇护所。在人与钢铁之间，人成为正项，没有生

命的钢铁成为异项，具有生命的变形金刚朝向正

项人而标出、抵制没有生命的钢铁。在汽车人、地
球人与霸天虎之间，汽车人投向地球人、排斥异项

霸天虎而完成朝向正项的选择。此外，由于在拍

摄的过程中电影接受了美国军方大量的资助，这

部电影更像是美国军方的自我表演，地球上的某

个国家的军队成为拯救世界的警察和救世主，他

们成为正义的化身。因此，真人版《变形金刚》堕

落为基于我族中心主义的自恋式的书写的典范。
在《x 战警》系列中，具有特异能力的群体被

普通人视为威胁受到排斥而成为异项，甚至异类。
这些被压抑的以万磁王为代表的异项又凭借所具

有超能力自诩为高等物种，因此发起了对低等物

种的普通人的战争，差异将人类分裂为不同的相

互征战的群体。可惜《X 战警》缺乏真正的对认同

的质疑和追问: 具有超能力的战警去屠杀反叛的

同类就真正完成了朝向普通人的救赎? 他们杀害

同类，与这些同类划清界限从而扼杀自己的标出

性就完成了向人的复归?

五、走向“他们”的《阿凡达》

在人类与异项“他们”或者异类“它们”的对

比中反思人性是导演卡梅隆电影的共同特色。这

些电影质疑基于群体差异所衍生出来的善恶差异

的固有思维模式，试图从这种对立中走出并寻找

到人之为人的人性法则。《阿凡达》则是对这种特

色的继承和发展。
《异形 1》中展示了人与动物的绝对对立。卡

梅隆执导的《异形 2》出现了唯利是图的资本家。
资本家希望将这些具有超强的杀伤力的野兽运回

地球，制成具有超强破坏力和杀伤力的化学武器，

从而赚大钱。对有生命而无人性的动物来说，杀

戮仅仅是出于本能。而资本家为了赚钱而将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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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运回地球，为了达到目的，他不惜让同伴成为

这些动 物 的 牺 牲 品。那 么 人 是 否 强 过 禽 兽 呢?

“我不知道谁比较坏，但是它们不会为了利益而互

相残杀!”女主人公将人与禽兽进行对比所说的话

发人深思。
在《终结者》系列中，人成为具有了生命的机

器眼中的“它们”，人类面临的是被自己的创造物

屠杀的命运。《终结者》系列从人类自身被机器看

成“它们”从而被屠杀的命运来反思人类对异类进

行屠杀的战争。在卡梅隆指导的《终结者 2》中，

在即将到来还尚未到来的核战和机器统治世界的

末日情境的笼罩下，在人与终结者的对抗中出现

了保护人类的终结者。终结者对人类的追杀和保

护仅仅是忠诚地完成交付的使命，然而，与机器的

忠诚相比，人类更加懒惰、自私和唯利是图。由于

人类痴迷于智能科技所带来的高额利润，所以人

类无法相信和面对末日审判的到来。而知道真相

的未来人类领袖的母亲却被当成疯子关进了疯人

院。所以，主人公实际上是与人性的黑暗面进行

战斗。《终结者 2》通过忠诚的终结者与软弱的人

类对比，从人与机器的对立中剥离人之为人的元

素，从而引发关于人性的反思。
《阿凡达》以人类的“叛徒”阿凡达的驾驶者

杰克·苏力的视角讲述人类被潘多拉星球上的原

住民纳美人打败赶回地球的故事。在“现代战争

神话”中，《阿凡达》无论英雄造型还是关于战争的

观念都具有独特的地位。
首先，在影片中，人类“我们”被标出。《阿凡

达》中英雄的形象是从与人类迥异的他性标出转

向对人类特性的标出。科幻和魔幻电影制造了许

多具有标出性的形象用来演绎各种不同的恩恩怨

怨的故事，异项的标出性成为吸引眼球的噱头，这

些电影都在凸显和标出与人类不同的他性特征。
在《哈利·波特》中，人情化的魔法师组成了一个

令人神往的奇异世界。魔法师的魔法成为被标出

的特性。在《黑夜的传说 3》中，着装为现代人的

吸血鬼和狼人依然继续上演曾经相互仇杀的故

事。吸血鬼突然露出的嗜血的牙齿和狼人在愤怒

中的变形都成为与常人迥异而被标出的特性。在
《x 战警》系列中，与普通人相比，X 战警被凸显的

超能力，比如金刚狼的爪子，万磁王的磁性等等都

成为被标出的特性。
可是，在《阿凡达》中，英雄纳美人却拥有蓝皮

肤，吸血鬼或者野兽的牙齿、尖耳朵、辫子和尾巴。
在人类眼中，纳美人由于拥有更多的野兽的特征

而被标出为异项，所以他们又被称为“蓝猴子”。

然而，在潘多拉星球恶劣的环境中，人只能躲在现

代装备的后面，如果丢掉呼吸面罩，人立刻会死

去; 如果没有现代机器的武装，人也会被凶猛的野

兽吞噬。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人类的羸弱被凸

显出来。在地球陷入困境后，人类向其它星球寻

找答案，然而，在潘多拉星球上，人类却成为这个

新世界的局外人。与这个环境和谐共处的纳美人

相比，人类显得格格不入。因此，由于羸弱，人类
“我们”成为被标出的异项。尼采说“猿猴对于人

算是什么呢? 一个可笑的族系，或是一件耻辱。
人对于超人又何尝不也是如此。”［9］( P． 4) 与纳美人

这些“超人”相比，人类才是超人眼中的猴子。
其次，人类的对手是神圣和正义的“他们”。

在《阿凡达》中，人类成了潘多拉星球的殖民者，上

校所发动的人类对纳美人的征讨是带有自恋性的
“我们”与“它们”的战争。人类以生存的名义征

讨魔鬼，这是所谓的天使对魔鬼的战争观念的残

留，这种战争基于一种自恋的他者想象。当人类

的所谓的魔鬼形象投射到与己相异的群体之上，

人类会用最卑劣的手段来压制和摧毁这些“它

们”。纳美人的反抗则是反抗侵略和殖民的战争。
影片中正义的代表却是与人类迥异的纳美人，这

场战争是超越“我们”与“它们”之间的战争法则

的战争。
在影片中，自诩文明的人类却割断了自身与

自然母亲的脐带，造成了地球的生态危机。人类

世界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个体之间遵循的是弱

肉强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法则。然而，与人类相

比，纳美人生活在人间天堂之中，“他们”成了神圣

的民族。纳美人与所生活的自然世界融合在一

起，纳美人的辫子可以与马和女妖兽建立连接从

而他们可以在大地上奔跑或者在天空中飞翔。在

纳美人的神话观念中，异类野兽和植物也是他们

的兄弟。潘多拉星球的所有纳美人都会在共同的

核心象征幻影骑士的召唤下统一在一起，对抗共

同的敌人: 地球人。
在纳美人的部落中间，个体与个体之间都是

平等的兄弟。杰克·苏力险些被奈蒂莉射杀，也

被苏泰称为魔鬼，杰克一开始遭受这些纳美人的

排斥和仇视，因为纳美人将他视为异类。后来，纳

美人接受了杰克的学习请求，在纳美人中间他从

异类转化为异项，也就是需要学习、改造的对象。
杰克的通过仪式及最终成为奈美人中间的正项，

说明外人或者说异类完全可以融入到他们的社会

之中，成为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杰克·苏

力在人类与纳美人所组成的两个极端之间，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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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纳美人而反抗人类，将人类排斥为异项。在这

样的一种选择的凸显之下，人类则成为丑化的魔

鬼，成为没落的代表，成为要被抵制、反叛的异项。
影片用他者的视角来反思自我的罪恶，通过

杰克背叛人类给观众带来的固有的认同的刺痛来

质疑人类自身固有的我族中心主义的战争观念，

刺痛人类自恋式的自我想象，杰克最后的抉择与

观众之间的巨大反差形成召唤对话进入的空间。

六、超越差异的善恶之战

导演卢卡斯将坎贝尔称为自己的尤达，他的

影片是受坎贝尔的思想启发创作出来的。［10］( P． 213)

坎贝尔希望人类能够走出天使与魔鬼之战的怪

圈，从而走向共荣和同一。他认为探月之旅给人

类的启迪是所有的人都是“地球号”宇宙飞船的乘

客，人类应该有与这个时代的宇宙意象相契合的

现代神话。人类所需要共同面对的生态危机等问

题将人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新时代的神话就

是重新凝聚在大地上所诞生的人类的智慧:

无论如何，我们今天终于还是达成了共识，即
我们正在———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进入一个
全新的时代，一个迫切需要智慧的时代。这种智
慧，确切的说不是过去经验的简单的汇总，而是对
未来蓝图的全新绘制; 这种智慧可以逾越年龄差
异所带来的鸿沟，不管是老是少，我们都会被其同
化，成为当中的一份子。［11］( P． 87 － 88)

在《星球大战》中，乔治·卢卡斯创造了一个

超越时代的宇宙意象的银河同一的神话。在这个

系列的影片中，不同星球的人平等相处，没有因群

体差异而导致的绝对的善恶之战，也没有因为物

种之间的差异而出现一个物种对另一物种的吞噬

和残杀。而貌似弱小的机器人、原住民都成为扭

转战局的关键。
然而，西斯大帝希望建立一个唯我独尊的帝

国，在他统治的帝国中，整个银河帝国的人类都成

为彰显他的特权的异项。共和军与帝国的军队之

间的战争，就是代表平等与唯我独尊两种极端倾

向之间的碰撞。

结语

乔治·卢卡斯基于坎贝尔的人类同一的星球

神话而创造了银河系同一的现代神话，然而这种

浪漫的前景仅仅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导演卡梅隆

声称《阿凡达》是他拍摄的自己的《星球大战》，可

是，《阿凡达》更像是通向银河一体的美好前景中

的一个小小的插曲，不过，他使高高在上的神话乌

托邦拥有了实现的真正基础。
人兽之战、我族中心主义的战争、反思我族中

心主义的战争和超越种族差异的善恶之战是好莱

坞“现代战争神话”关于战争观念的四个不同阶

段。人兽之战则是我族中心主义战争的隐性标

尺。因此，在面对其他群体时，人类只有从神的公

民对魔鬼的公民背后的人兽之战的思维中走出，

才能拥有走向同一的可能。在这种反思的基础

上，异类被包容进“我们”的异项之中，然后又被吸

收入正项之中。这个过程是一个逐渐走向开放、
宽容的过程。曾经的“我们”逐步融入更大的群体

之中。随着边界的扩大，“我们”成为一种蔓延的、
漩涡式的向外铺展的状态。这种向外蔓延、铺展

的过程才能逐渐走向人类的同一、银河的同一、宇
宙的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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