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历史学者遭遇“路怒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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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的工作结束后， 我在一个丁字路

口边等待绿灯亮起。 每天这个时刻，红绿灯

是失效的，路口里都是车，交通法规被悬置

起来。 这个汽车时代的道路景观塑造了一

种独特的道路心理。 这种心理具有趋同性，

无论是什么样的人， 堵在路上长时间不能

移动， 他们的精神状态会出现同质性的变

化，其中有一种受到理性控制的紧迫感，也

有一种难以缓解的压抑感， 但都要诉诸个

体的忍耐力去化解这些被动性的情绪。

这是一种具有多重解读可能的心理

状态，向政治观念开放，向城市治理开放，

也向气候伦理开放。 但无论用什么方式解

读，这种心理最终可以归结为驾驶者和行

人对于现代道路的空间感受和时间感受。

每个方向的路上都被密集的红色刹车灯

照亮。 在空气污染严重时，红色的光浸在

雾气里，四处蔓延，像是幻境。 司机在车里

安静地等待，车喇叭在这样的时刻已经失

效。 行人在路边匆匆而行，或穿路而过。

人与路的古典关系被改变了。 在现代

道路上，车流顺畅时，驾驶者不再感受到

腿的力量， 也不再感受到身体的节奏感。

路上有那么多车，车里有那么多人，像木

偶一样飘过，甚至不会成为具有象征意义

的符号，路的古典意义开始消失。 堵车时，

人与道路的关系瞬间改变，但仍旧不会回

归古典状态。 静止的车轮所塑造的心理是

消极的，对于机械通行效率的期待被静止

引起的无聊所取代，在无聊中还可能有一

点无用的急迫与愤怒。 道路被无限度拉

长，人的时间观念开始改变。 时间成了一

个矛盾体，它在流动，但一切是静止的。 时

间与物的关系有了一种现代意义的分裂

感，人的愿望与现实也有这种分裂感。 车

流中有一辆救护车，最初它还鸣笛，之后

就安静了。 前面几辆车试图向左或向右腾

挪，但空间变大的可能性很小，而且前面

都是堵在一起的车辆。 救护车里的人已经

接受现代道路上的现实，包括病人。

城市道路上挤满了汽车，一辆接着一

辆，各种类型、各种档次。 即使不是处在完

全静止状态，但每辆车几乎都是在停顿与

缓慢移动的变奏中。 这是一个具有强迫性

的道路节奏感，尽管移动很慢，但每个驾

驶者都要保持注意力集中 ， 紧跟前面的

车，一旦落后，后面的车会鸣笛。 这种状况

引发了技术性自由的改变 。 在理论意义

上，一个人具备了驾驶能力，也拥有一辆

汽车，他可以在汽车技术体系的辅助下实

践身体移动的自由。 但在日常生活中，这

种状况由于技术自由的泛滥而走向了反

面，这些本质上具有自由内涵的汽车堵在

路上，互相抵消了自由的内涵。 但这未必

是一个纯粹消极的现象，因为在技术自由

消失的同时，技术性的平等出现了。 堵在

路上的车谁都没有优先通行的可能，谁都

不能任意抢占其他汽车的通行空间，无论

这是一辆几百万的豪华汽车，还是几万元

的廉价汽车，无论驾驶者是多么重要的人

物， 无论他的时间在相对价值上多么宝

贵，也只能无差别地挤在路上，等待着道

路整体状况的改变。 在技术自由消失或者

被削弱的时候， 技术平等实践了它的价

值。 所以，堵车的道路在深层意义上具备

了技术———政治的内涵。

我驾驶汽车在路上行驶，前面是一对

年轻的男女，他们握着手，以一种突然的、

没有任何提示的方式穿过马路。 虽然前方

十几米有一处斑马线，但他们决定从这里

穿行。 我的左手拇指按下方向盘中间的功

能区， 车头前方的喇叭发出一个响亮的、

警示性的声音，“吱……”。 女人停下来，男

人向后斜了一眼，拉着女人就过。 我立刻

减速，由于刹车动作与离合器的节奏不协

调，所以发动机熄火。 后面一辆车被迫停

下来 ， 它的喇叭声持续不断 ， “吱———

吱———”，听起来急躁而愤怒。 我从后视镜

观察，隐约看到司机的状态。 我向前转动

车钥匙，启动发动机。 后面的车急加速，超

过我的车， 到了前面又向这一侧并线，打

右转向灯，试图拐入一个小巷子。 我不得

已再次刹车。

这是一个微弱的“路怒症”现象，因个

人目的被打断、在短时间内出现的现代道

路心理。 在城市道路上，汽车所创造的时

间———空间感的新奇已经消失，驾驶者习

惯了汽车所创造的不确定的速度与时间

状态，并以之为日常生活的负担，他可能

会放大那种本来是无法预测、瞬间消失的

愤怒情绪，将一个可以忽略的事件变成对

于个人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 在这个

过程中，法律实践出现了个体化阐释的现

象， 而道德实践也出现了被垄断的现象。

法律实践本来应该由公共权力部门负责

它的程序，但在这个过程中，驾驶者认为

自己能够主导它的程序。 道德本来是一个

将个体行为引向公共规范的问题，而驾驶

者认为他要将私人化的道德作为公共价

值的最高标准，并且塑造一个以个体化道

德为中心的行为和语言判断机制。

“路怒症”是一种法律与道德实践异常

的道路心理。 这种心理如果被限定在玻璃

和铁皮围成的私人空间内， 只限于眼神或

嘴唇动作，一般不会引起法律和道德后果。

它只是一种随时可能会出现、 又转而消失

的心理状态， 但如果驾驶者受到了这种心

理的控制，他的行为有可能会失控，踩油门

的力气变大，踩刹车的力气变大，控制方向

盘的手变得紧张。 他的思维出现了单一化

的倾向，他可能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而这

种伤害是对正义者的伤害。 如果没有其他

因素扭转这个倾向， 那么接下来他会逼停

他认为具有侵害性的车辆， 在一个个体化

的法律和道德空间里诉诸原始性的身体解

决方式。 最终，路怒由纯粹的个体心理变成

民事法律或刑事法律的问题。 有些 “路怒

症”的起源是正义的，因为有些驾驶者的确

存在故意侵害性的动机，即使如此，只要没

有造成直接性的后果， 那么这些故意的行

为仍旧处在道德领域。

现代城市文明的一个特点是人的符

号化与公共性，那些试图以原始性和个体

化的身体和情感主导日常公共事件的行

为在这个意识形态中看起来都有异常性。

驾驶行为在本质上是现代城市空间 （道

路、交通符号、法律）里的公共行为，道路

上的通行者都是一个个符号，他们在车厢

内具备个体生命的全部因素，但他们的存

在状态经过玻璃、车厢和车轮的改变后成

为现代城市中的功能性符号。

这种符号存在的前提是连续性的移

动状态。 连续性是汽车与道路关系的意识

形态，当这种连续性被打断时，一种合理

性的愤怒就会出现，尤其是在阻断连续性

的一方有违反交通规则的时候，受影响的

一方可能会用生命来维护这种连续性。 所

以， 尽管驾驶者有必要缓解路怒症心理，

因其对个人或社会秩序会造成很高的消

耗，个体生活秩序被打乱了，公共交通秩

序会受到影响，而且有可能进入繁琐的法

律程序。 但在现代道路意识形态的意义

上，“路怒症”又具有出现的合理性，因为

作为道路意识形态的连续性被打断了。 在

理论意义上， 这种状况有一个严重的结

果，即再次将这些公共性的道路符号转化

为个体生命存在状态。 这是一种社会身份

与个体身份的逆转。

在现代城市的日常生活中，个体愿望

与人的公共性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预期

的矛盾。 城市文明需要一种稳定的、功能

性和符号化的人格，但城市中的人会在各

类事件中或在不同的时刻以一种不受规

训的、自然意义的形象出现。 晚上 6 点，我

开着车回到居住地，在一条南北向的路上

行驶， 对面 200 米处迎面过来一辆车，开

着远光灯，我的前方白茫茫一片。 汽车近

光灯与远光灯的简易变换操作是一种将

人的个体行为塑造为公共行为的机制，但

这个驾驶者忽略了灯光的公共性，完全沉

浸在个体化的视觉中。

我首先以一种温和的方式提醒这个

公共视觉的破坏者，左手握着方向盘下方

的灯光控制柄， 连续变换近光和远光模

式。 这种方式无效，那辆车仍然维持远光

灯模式。 我决定诉诸一种技术化对抗的方

式，将车停在路上，开启远光灯，然后等待

着光线的变化。 那辆车在距离我 50 米处

的地方做出了改变， 远光灯变换为近光

灯。 我的眼睛不能立刻从模糊状态恢复为

正常视力。 在与汽车相关的行为方式中，

这是一个被迫的行为，我用个体化的力量

将这辆车拉回现代日常生活的公共机制。

一个人所驾驶的汽车类别不能为他

赋予稳定的社会身份， 包括道德身份、经

济身份或阶级身份。 在理论意义上，这是

一种现代技术所引起的个体身份的延伸，

并具备重新塑造社会交往模式的可能。 但

在现实意义上，这种延伸在技术逻辑之外

仍旧存在个体所制造的干扰性因素。 在上

述远光灯事件中，这种干扰性的延伸是那

个驾驶者所制造的，他的行为实际上违背

了技术的公共性，进而制造了一种技术的

负面状态，在那个时刻夸大了汽车照明技

术的有害性。 但在这个过程中，那个人的

行为一般不会受到法律程序的惩罚。 这是

现代技术普及过程中出现的一种非理性

状态，不受法律和道德的控制，却“对于人

的需要和才能的自由发展是破坏性的”。

汽车在城市道路上，尤其是在拥堵时

刻会遇到一系列道德问题，这些问题在汽

车驶入高速公路之后就基本消失了。 汽车

作为一种超越人类运动极限的机械装置，

在高速行驶的过程中完全主导着人的感

觉的塑造。 只要驾驶者具备符合法定条件

的驾驶能力，无论他具有何种体质 ，无论

性别、年龄为何，就能驾驶汽车超越人类

最快的奔跑速度。 他可以在汽车高速行驶

的状态下轻松地聊天、幻想、听音乐，甚至

偶尔打瞌睡。 他为此付出的体力是微小

的。 他的脚在轻微地踩着油门，他的手扶

在方向盘上，由于液压助力或电子助力的

辅助，转变方向只需要很小的力气。

这是一种突破人类身体感觉的状态，

处在现代理性的边缘。 这种状态虽然有明

确的因果关系，但对于驾驶者而言，原因与

结果之间的具体联系是错位的。 如果汽车

在高速行驶时保持稳定、可控的状态，那么

驾驶者可以在特定时间内完成自然意义上

不可能完成的人体、信息与物质的转移。 而

一旦有危险情况，包括轮胎爆炸、刹车或油

门失灵、路面沉降等引起的车辆损毁，以及

其他引起速度———时空观念剧烈变化的情

况，驾驶者的理性没有处理这种状况的能

力，因其在普通行为逻辑之外。

汽车不再完全是物质意义的存在，而

是一种关于物质———精神的新体制，一方

面扩大了传统理性的范畴，另一方面创造

了一种新的技术理性。 在有限人力机械的

状况下，古代理性不具备机械化时代理性

的内涵。 同样，18 世纪欧洲启蒙时代所阐

释的现代理性与机械化时代的理性也不

同，那时的人已经意识到机械对人类社会

的潜在改造力，但由于现代机械化图景尚

未完全展开，那些服务于人、具有娱乐功

能的机械装置也没有出现，机械力还没有

达到一种现代意义的抽象状态，不足以取

代人力、驱逐人力，所以这些理性的类型

不同于汽车化时代的理性类型。

（《驶于当下：技术理性的个体化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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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是现代生活中一
种重要的技术工具，塑造了
现代人类的空间感、 时间
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社会
景观。 作为一名学者，作者
以自己的汽车为对象，讲述
遭遇堵车，“路怒症”时的道
德心理，在车中构建了一个
微小的思想空间，反思现代
技术与人的存在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