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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意志与现代性〔∗〕

———从海德格尔的尼采解释出发谈当代技术问题

余明锋

(同济大学　 哲学系ꎬ 上海　 ２０００９２)

〔摘　 要〕“权力意志与现代性”是海德格尔的尼采解释事实上的主题ꎮ 在海德格尔看来ꎬ权力意志形而上

学是一种价值形而上学ꎬ他在其中看到了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完成和“大地统治”的开端ꎬ看到现代人在充满权力

意志、统治大地的同时ꎬ也注定落入彻底的虚无主义ꎮ 海德格尔的尼采解释虽有偏颇ꎬ却深刻揭示了现代性问

题ꎮ 尼采和海德格尔都用权力意志概念来诊断现代性ꎬ在海德格尔看来ꎬ问题在于现代人生存方式中权力意志

的膨胀和人的僭越ꎻ在尼采看来ꎬ问题却在于现代原则中权力意志的匮乏和人的颓废ꎮ 海德格尔意义上的“过”
与尼采意义上的“不及”只是一个问题的两面ꎬ两种诊断看似相反实则相应ꎮ 最后通过对现代“资本—科学—技

术系统”的分析ꎬ结合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ꎬ揭示现代权力意志在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僭越和尼采意义上的匮乏ꎮ
现代性的新神话所通向的并非尼采的超人ꎬ而是他所批判的末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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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德格尔的尼采解释之为现代性批判

海德格尔的尼采解释有极远的和近的两种

目标ꎮ 近的目标是认识尼采那些“哲学基本学说

的内在统一性”或“把尼采形而上学的内在统一

性视为西方形而上学的完成”ꎬ〔１〕也就是说ꎬ要把

尼采解释为形而上学家ꎬ〔２〕并且是西方形而上学

史上的最后一位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海德格尔首先

并不把形而上学理解为一门哲学学科或一位思

想家的学说ꎬ而是理解为“整体上的存在者之为

存在者的真理”或“存在状态”ꎮ〔３〕 这里所谓的

“真理”也并不是命题与对象的符合ꎬ而是存在

者的自行开显(Ｓｉｃｈ － ｓｅｌｂｓｔ － Ｚｅｉｇｅｎ)ꎬ是存在者

以某种形式或状态入于“无蔽”、作为具有某种

意味、位于某种关联结构的事物显现出来、给予

我们ꎮ 从这个角度来看ꎬ尼采之所以是形而上学

家ꎬ根本上是因为通过尼采的思考和论述ꎬ我们

得以理解自身所处的时代ꎬ从整体上理解我们在

这个时代遭遇存在者、领会其意义的方式ꎮ 所

以ꎬ“对尼采形而上学的透彻思考成了一种对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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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人的处境和位置的沉思ꎬ而现代人的命运却还

很少就其真理而被经验ꎮ” 〔４〕当然ꎬ尼采之为形而

上学家的另一层含义ꎬ是他在“思”或展现现时

代“存在者真理”的同时ꎬ如同西方思想史上之

前的所有哲学家一样ꎬ命运性地(即不是出于思

者的疏忽或错误)遗忘了存在本身ꎻ而尼采哲学

的独特之处正在于存在的遗忘入乎极端、虚无主

义显现出来ꎬ这也正是我们时代的独特之处ꎮ 由

此我们得以理解ꎬ那极远的目标何以是为“存在

者之权力与存在之真理之间的争辩”作预备ꎮ 海

德格尔的尼采解释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回望存在

历史的第一个开端ꎬ并朝向另一个开端ꎮ
在极远的和近的两种目标之间ꎬ海德格尔的

尼采解释事实上还有一个未曾明言的现实政治

目标ꎮ 通过对比海德格尔出版于 １９６１ 年的两卷

本«尼采»和他在三十年代中期的尼采讲座ꎬ特
别是其中第一个讲座«作为艺术的权力意志»ꎬ
后世研究者清楚揭示了这个居间目标的存在ꎬ以
及海德格尔的尼采解释因为这个居间目标而发

生的重大改变ꎮ〔５〕海德格尔试图通过尼采解释而

在存在论上把握国家社会主义运动ꎬ同时将存在

论带入存在历史的现实运动ꎮ 当海德格尔在

１９３６—１９３７ 年冬季学期开讲尼采的时候ꎬ即在

讲座«作为艺术的权力意志»中ꎬ海德格尔反驳

了当时流行的、在政治上有着重要影响力的尼采

解释ꎬ即“从生物学和种族主义方面对尼采所作

的阐释ꎬ以及它与技术上的权力意志的可能的共

谋”:“海德格尔相信ꎬ通过以某种特定的方式阐

释尼采的作品ꎬ他能够把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带向

正确的方向ꎮ” 〔６〕很快ꎬ海德格尔认识到希望之虚

妄ꎬ他不可能“领导元首”ꎬ国家社会主义不可能

走向他所规定的方向ꎮ 随着海德格尔对现实政

治的失望ꎬ同时受到尼采主义者荣格尔的影响ꎬ
他转变了尼采解释的方向ꎬ开始明确地将尼采哲

学“视为形而上学历史以技术虚无主义的形态所

做的完成” 〔７〕ꎮ 而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和美国的

自由资本主义一样ꎬ都只是技术虚无主义的具体

形态ꎮ 海德格尔的尼采解释由此取得了它的成

熟形态ꎮ 无论是其最初形态ꎬ还是其成熟形态ꎬ
海德格尔的尼采解释都是一种存在论层面的现

代性考察ꎻ这种现代性考察以权力意志概念为基

石ꎬ“权力意志与现代性”是海德格尔的尼采解

释事实上的主题ꎮ

二、权力意志之为价值形而上学:技术与虚无主义

海德格尔强调ꎬ我们不能割裂地、静态地理

解权力意志概念中的“权力”与“意志”ꎬ而是要

从其共属一体、从这个概念两端之间的无息涌动

来理解两者ꎮ “意志”所意愿的并非它所没有的

某物ꎬ而是意愿它自身ꎮ 意志“意求权力” ( ｚｕｒ
Ｍａｃｈｔ)ꎬ是因为它需要以超出自身的方式回到自

身ꎮ 在“权力意志”(Ｗｉｌｌｅ ｚｕｒ Ｍａｃｈｔ)的表达中ꎬ
“权力”所标识的无非是意志意愿自身的方式:
不断地以超出自身的方式回到自身ꎮ 作为意求

自身的意志ꎬ意志就是权力意志ꎮ〔８〕 如此意义上

的权力意志不是任何心理或思维实体ꎬ而是一种

自我超越的存在结构ꎮ 再进一步来看ꎬ如果权力

意志总是以超出自身的方式回到自身ꎬ以此保持

为那永恒轮回着的相同者ꎬ那么权力意志就是相

同者的永恒轮回ꎮ 权力意志和相同者的永恒轮

回是尼采形而上学的两个基本词语ꎬ它们分别从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本质]和 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实存]两个方面规定

了存在者之为存在者ꎮ〔９〕

在权力意志的自我意愿、自我超越和自我回

归的永恒运动中ꎬ总是伴随着价值的设定、估价

和重估ꎬ因为只有通过估价在自身中形成一个价

值等级ꎬ权力意志才能充满自我统治和自我超越

的张力ꎬ才能不息涌动ꎮ 因而ꎬ权力意志形而上

学又是一种价值形而上学ꎮ 权力意志需要设定

真理作为必要价值以保存自身ꎬ设定艺术作为最

高价值以提高自身ꎬ其中真理又从属于艺术ꎬ保
存又服务于提高ꎮ 权力意志成为了一种新的价

值设定的根源和尺度ꎬ即尼采所谓“重估一切价

值的尝试”的评价标准ꎮ
海德格尔于是在权力意志形而上学中看到

了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完成和“大地统治”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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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ꎬ因为“价值思想是最彻底的谋杀”:不仅超感

性世界失效了ꎬ上帝死了ꎬ以往所信奉的最高价

值被废黜了ꎬ而且“存在变成了价值”ꎮ 尼采以

为权力意志是对虚无主义的克服ꎬ可海德格尔在

这一克服中看到了存在被设定为价值ꎬ这事实上

是更深的虚无主义ꎬ是虚无主义的完成ꎮ 因为价

值形而上学不仅不思存在本身ꎬ而且通过把存在

思考为价值ꎬ给它表面上最高的尊崇ꎬ可在实际

上使得一切对存在的追问都变得多余了ꎬ存在被

最深地遮蔽了ꎮ 同样ꎬ对上帝的最后一击是把上

帝降格为最高价值ꎮ 对上帝最厉害的打击不是

认为上帝无法认识、其实存无法证明ꎬ而是把上

帝思考为最高的价值ꎮ 主体性的全权统治必然

带来存在的最高程度的遗忘和上帝及一切诸神

的死亡ꎬ作为现代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完成ꎬ尼采

的价值形而上学也是全部西方形而上学的完

成ꎮ〔１０〕尼采是最后一位形而上学家ꎬ因为在超感

性世界失效、一切沦为价值之后ꎬ形而上学已经

穷尽了自身的可能性ꎬ也因为存在随着“人类的

起义”和“大地统治”陷入最深的遗忘ꎬ而一切存

在者都被人类估价、都失去了自在的价值ꎮ
尼采把存在者的真理思为权力意志ꎬ由此完

成了虚无主义ꎮ 然而ꎬ在海德格尔看来ꎬ这并不

是尼采思想的错误ꎬ而是现代性、现代人的存在

理解和生活方式通过尼采思想所得到的恰切表

达ꎮ “因为尼采认识到这样一个历史性瞬间ꎬ人
在这个瞬间准备开始统治整个大地ꎮ 在这方面ꎬ
尼采是第一位思者ꎬ他着眼于首次出现的世界历

史提出了一个决定性的问题ꎬ并且对此问题的形

而上学意义作了深入的思索ꎮ 这个问题就是:处
于其以往的本质之中的人已经为接受对大地的

统治地位作好了准备么?” 〔１１〕未完成的虚无主义

尚且用形形色色的价值替代上帝ꎬ而完成了的虚

无主义则撤销了两个世界的区分ꎬ在不断消逝的

时间中永恒轮回ꎮ 权力意志形而上学所展现的

是现代人的主体主义僭越的极端形态或完成形

态ꎬ以及与这种僭越相应的存在者状态ꎮ 现代人

在充满权力意志、统治大地的同时ꎬ也注定落入

彻底的虚无主义ꎮ 后期海德格尔切入存在之思

的两个着眼点ꎬ技术问题和虚无主义问题ꎬ实为

一个问题ꎮ 虚无不只是人生的了无意义ꎬ而且是

物的抽象乏味ꎮ 事物在现代性的资本—技术宰

制中ꎬ失去了“自然”或“自在”ꎬ成了可以彻底量

化因而可以被彻底计算和控制、可以无限复制的

同质原子ꎮ 我们可以套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ꎬ权
力意志是现代性的本质ꎬ而技术—虚无主义是现

代性的实存形态ꎮ

三、尼采的权力意志学说

海德格尔的尼采解释立意高远ꎬ他决不以反

驳尼采为事:“意求反驳的勾当永远无法通达一

位思者的道路ꎮ 这种勾当是狭隘的ꎬ公众需要发

泄这种狭隘以自娱ꎮ” 〔１２〕我们同样不以反驳海德

格尔为事ꎮ 但是ꎬ为了把尼采的视角带入讨论ꎬ
我们必须通过反驳来揭开海德格尔的解释所造

成的强大遮蔽ꎮ
从尼采研究的角度来看ꎬ海德格尔通过权力

意志概念结构的分析ꎬ揭示了权力意志与相同者

的永恒轮回这两个核心概念之间的内在统一性ꎬ
这或许是其关于尼采解释的最大贡献ꎮ 可对于

尼采而言ꎬ权力意志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形而上

学吗? 我们首先要看到这两位思想家考虑问题

的步骤或次序是非常不同的ꎮ 在尼采那里ꎬ权力

意志首先位于灵魂学(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ｅ)层面ꎬ然后才

被扩展为对一切存在者的解释ꎬ并且这种扩展的

必要性正基于他在灵魂学上对生命的权力意志

本性的洞察ꎮ 对此ꎬ«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

二部第十二章“论自我超越”有着清楚的阐述ꎮ
“最有智慧者”的“求真意志”竭力将一切存在者

变得可以理解ꎬ这种“求真意志”实为“权力意

志”ꎮ 在«善恶的彼岸»中ꎬ尼采径直把“最有智

慧者的权力意志”称为“最具精神性的权力意

志”:“哲学就是这种僭越冲动本身ꎬ是最具精神

性的权力意志ꎬ意求‘创造世界’ꎬ意求成为第一

因ꎮ” 〔１３〕哲学家通过世界解释而施展权力意志ꎬ
一方面创造一个自己“能够对之下跪的世界”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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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又通过世界解释而创造价值或立法ꎮ
无论是面对天人之际的哲学家ꎬ还是面对道德法

则的民众ꎬ人都需要一个世界解释来形成高下之

别ꎬ来在自身灵魂内部形成一个价值等级和张力

结构ꎬ从而实现自我超越的欲望ꎮ 作为“权力意

志的形态学和演化学说”ꎬ尼采的灵魂学着力于

揭示意愿的权力意志结构和生命的权力意志特

质:“所有的意愿(Ｗｏｌｌｅｎ)所关系到的都只是命

令和服从ꎬ如前所述ꎬ其基础是诸多‘灵魂’的一

种社会构造:因此ꎬ哲学家当取得权利ꎬ把意愿本

身就已经放在道德的视域下来理解:在此ꎬ道德

被理解为关于统治关系的学说ꎬ而‘生命’这种

现象就源于这些统治关系ꎮ” 〔１４〕正是基于这种认

识ꎬ尼采才把权力意志学说的适用范围从人类灵

魂的意愿结构扩展为一切生命的本质特征ꎬ进而

通过将物质作生命化的解释ꎬ或者通过强调自然

之生生不息、循环往复的生成结构ꎬ扩展为一切

存在者的本质特征ꎮ〔１５〕 这样一种权力意志哲学

显然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有着截然不同的

思想步骤ꎮ 在尼采看来ꎬ不得不冒险进行世界解

释的哲学家是一位 Ｖｅｒｓｕｃｈｅｒ [尝试者和诱惑

者]ꎬ他的世界解释既是一种尝试(Ｖｅｒｓｕｃｈ)ꎬ又
是一种诱惑(Ｖ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ꎮ〔１６〕他被自身的权力意

志诱惑进行尝试ꎬ他尝试性地将人诱入一种新的

存在理解和价值设定ꎬ即将权力意志解释为一切

存在者的本质ꎮ 正因为如此ꎬ对于尼采来说ꎬ“重
估一切价值”始终保持为一种“尝试”ꎮ 在尼采

思想中ꎬ权力意志学说因此既是灵魂学的基本论

题ꎬ也是哲学的自我理解ꎬ同样还是一种揭示存

在结构的世界解释ꎬ只不过ꎬ作为一种世界解释ꎬ
权力意志学说只具有假说和实验的性质ꎮ

无论有着多少保留ꎬ尼采确实把他的权力意

志概念扩展成了对一切存在者的解释ꎮ 可我们

也看到ꎬ在(哲)人的权力意志和世界之为权力

意志之间ꎬ尼采的思想比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有

着更多的环节ꎮ 在海德格尔那里ꎬ哲人作为一种

致力于思想的此在与存在相应ꎬ他在这个意义上

把哲人的思想和言说理解为存在的通道ꎮ 进而ꎬ

他用存在对人的占用来理解权力意志学说中的

人与存在的关系ꎬ于是ꎬ对一切进行价值评价的

(超)人就是被权力意志形而上学占用、来统治

大地的主体ꎮ 而在尼采的思想世界中ꎬ人与存在

之间的裂隙却是一个具有根本性的问题ꎬ因为恰

恰在这里隐藏着“复仇的精神”或“怨恨”的契

机ꎮ 人虽然在根本上分有存在的不息涌动ꎬ即分

有权力意志ꎬ可终有一死者的有限性使得人在自

然生命的层面上无法像存在本身那样结成自我

超出而又不断自我回归的圆轮ꎬ因此而生倦怠和

怨恨ꎬ而为自己虚构了一个永恒存在的世界ꎬ来
诅咒生成流变的世界ꎮ 简言之ꎬ怨恨者因此而以

否定生命的方式来曲折展开自身的权力意志ꎬ而
设定虚无主义的、否定生命的价值ꎮ

与此相应ꎬ海德格尔的另一个步骤ꎬ即将权

力意志形而上学进一步解释为价值形而上学ꎬ恐
怕同样是成问题的ꎮ 在«偶像的黄昏»ꎬ尼采曾

明确说:“关于生命的判断、价值判断ꎬ无论是肯

定还是否定ꎬ最终绝不可能是真的:它们仅仅具

有症状的价值ꎬ它们仅仅作为症状才被考虑———
这些判断本身是愚蠢的ꎮ” 〔１７〕海德格尔错误地抬

高了价值概念在尼采思想中的地位ꎬ以致他通过

价值概念将尼采的权力意志学说归结成了一种

主体性形而上学ꎮ 权力意志作为永恒回归着的

生成并非与客体相对待的主体ꎬ而是先于主客二

分的本源性发生ꎮ 海德格尔的混淆也使得他在

解释尼采的存在概念时发生了矛盾:他一方面认

为尼采将权力意志理解为存在的本质ꎬ可在另一

方面又认为尼采将存在变成了价值ꎬ既然权力意

志本即存在ꎬ存在又如何成了权力意志所设定的

价值?
如前所述ꎬ人与自然的裂隙所导致的怨恨和

虚无问题是尼采的核心关切所在ꎮ 问题不在于

人类是否设定价值ꎬ而是在于从什么样的生命态

度出发、设定什么样的价值ꎬ在于价值设定如何

摆脱“复仇的精神”或怨恨ꎮ 权力意志意愿相同

者的永恒轮回正是人对自身权力意志的一次彻

底净化ꎬ是对怨恨的摆脱ꎬ是重获健康之后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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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生命的游戏ꎬ与生生不息的大化流行一道结

成不倦的圆轮ꎮ

四、现代的强力与无力

尼采的权力意志学说同时也是一种现代性

诊断ꎮ 可有趣的是ꎬ他的诊断结论ꎬ初看起来ꎬ与
海德格尔的结论恰恰相反:现代性的病根不在权

力意志的过度膨胀ꎬ而在权力意志的过分匮乏ꎮ
尼采将这种匮乏称为颓废ꎮ 尼采将文学上的颓

废风格用作比喻ꎬ来解说现代世界的秩序问题:
“每一种文学上的颓废的标志是什么? 就是生命

不复处于整体之中ꎮ 词语变得独立自主ꎬ脱离了

句子ꎬ句子扩张而遮蔽了每一页的意义ꎬ每一页

以牺牲整体为代价而获得了生命———整体不复

为整体ꎮ 然而这是一切颓废风格的象征:每一次

都是原子的无序ꎬ意志的涣散ꎬ用道德语汇来说ꎬ
便是‘个体的自由’———扩展为一种政治理论ꎬ
便是‘所有人的平等权利’ꎮ” 〔１８〕从尼采的灵魂学

来看ꎬ现代性的基本特征是颓废ꎬ是赋予形式、造
就秩序的统治性要素的缺乏ꎬ是灵魂的同质化、
价值的相对化和生命力的涣散ꎬ一言以蔽之ꎬ是
权力意志的无能和疲倦ꎮ 而现代价值信念又在

各种形式的灵魂原子论中寻求自己的证明ꎬ无论

是有着先天构造的认知主体ꎬ还是寻求自我保存

的个人ꎬ都是普遍无差别的灵魂原子ꎬ都无高下

可论ꎬ都无价值等级可言ꎮ 对于这样的原子而

言ꎬ平等是毋庸置疑的道德和政治标准ꎬ同情ꎬ或
对痛苦的降低ꎬ快乐ꎬ或安逸的生活ꎬ是唯一还可

追求的价值ꎮ〔１９〕其终点是虚无的沙漠ꎬ是了无意

义也不再寻求意义的末人ꎮ 和海德格尔一样ꎬ尼
采在现代性中看到的是人性的危机ꎮ

尼采和海德格尔都用权力意志概念来诊断

现代性ꎬ来对现代性展开彻底批判ꎮ 两者的诊断

看起来是恰相反对的ꎮ 在海德格尔看来ꎬ问题在

于现代人生存方式中权力意志的膨胀和人的僭

越ꎻ在尼采看来ꎬ问题却在于现代哲学、道德和政

治观念中权力意志的匮乏和人的颓废ꎮ 然而ꎬ海
德格尔意义上的“过”与尼采意义上的“不及”或

许只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或两种表现ꎮ 现代生活

不同于古代的基本特征ꎬ是普遍“个体”的诞生ꎮ
“个人权利”取代了“自然正当”、普遍而抽象的

资本—科学—技术系统代替了地方性、特殊性的

信仰和习俗成为当下世界的构造性力量ꎮ 这种

现代的构造性力量将一切作均质化处理ꎬ因而可

将一切数字化(均质化之后才可对一切进行量化

处理ꎬ才为数字化奠定了存在论基础)ꎬ变成可计

算和可控制的利益或信息原子ꎮ 就此而言ꎬ人越

来越有力量ꎬ力量强大到可以用人类理性认可的

原则来重构礼法世界ꎬ可以用人类理性创造的工

具来操纵自然力和人类本身ꎬ可以放弃任何超越

诉求来为群体生活奠基ꎮ 在古代世界ꎬ这些都是

完全无法想象的ꎮ 可另一方面ꎬ人类面对自己所

创造的整个资本—科学—技术系统又表现出前

所未有的无力感ꎬ因为究极而言ꎬ每一个人都只

是这整个系统中的原子罢了ꎮ 强力复又造就了

我们的无力ꎮ
资本—技术系统的抽象性质使得它看似中

立ꎬ而这是它最有“欺骗性”的面相ꎮ 美国人可

以使用这样一个系统ꎬ为自己的生存竞争服务ꎬ
非洲人同样可以移植这套系统来为自己的目的

服务ꎮ 殊不知ꎬ这样一个看似中立的系统恰恰会

改造一切政治体ꎬ使之从一切超越性、特殊性伦

理目的中“解放”出来ꎬ经过一个韦伯所谓的“合
理化”过程ꎬ而成为融入资本—科学—技术系统

的现代国家ꎮ 同样ꎬ当我们欢呼基因工程和人工

智能的发展ꎬ期待着它们可以服务于人类目的之

时ꎬ往往忽视了技术系统的发展对人类目的的改

造ꎬ忽视了当我们以为自己可以用一个高度发达

的中性系统服务于自身目的之时ꎬ我们的目的恰

被引向资本—科学—技术系统可以满足的方向

(在物质层面ꎬ人类不曾如此舒适地生活ꎬ而人类

对舒适生活的需要也不曾如此巨大)ꎬ我们的生

存于是被更深更广地纳入这个系统ꎮ 概言之ꎬ这
个系统的中立性既是事实ꎬ又是幻相ꎮ 是事实ꎬ
因为它除了系统自身的无限增长ꎬ不受限于任何

超越性的目的———因此是中立的ꎻ是幻相ꎬ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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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因此将人类脱离于一切超越性的目的ꎬ日益将

人类生存作为原料纳入一个自我增长的系

统———我们不能将这样一种对目的的根本改变

称之为中立ꎮ
赋予现代人以强力的资本—科学—技术系

统所造成的现代人的无力感ꎬ可以大略概括为这

样三个方面:(１)置身于这样一个已然“全球化”
甚至正在“太空化”的系统ꎬ我们倍感自身的渺

小与无力ꎮ 我们即便已然意识到这个系统的盲

目ꎬ〔２０〕也几乎无力在行动上对抗这个系统ꎮ 比

如基因编辑将给人类带来的伦理风险、甚至生存

风险已多有讨论ꎬ可几乎无人能从根本上阻止这

个过程ꎬ甚至就是系统自己在“意愿”这种趋于

无限的技术发展———极端的主体主义在算计一

切的同时也在算计自身ꎬ主体性在这个过程中发

生了偏移ꎬ这个自转的体系本身而不是其中任何

一个人成了主体ꎮ (２)于是ꎬ现代人都被裹挟进

这个不断抽象化和无限自我繁殖的运转系统ꎬ都
被作为“人力资源”而定制ꎬ服从效率最大化的

逻辑(这是尼采所谓的“普遍奴隶化”ꎬ海德格尔

所谓的“被订置状态”)ꎮ 我们的消费和娱乐、教
育和“充电”都是资本—科学—技术系统计算的

对象ꎮ 我们在这个非自然的、无休止的运转系统

中加足马力而又疲惫不堪ꎬ忙碌而且越来越忙

碌ꎬ因为资本必须计算时间价值而又有着增长强

制ꎬ即必须盈利ꎬ而正是资本在推动着技术加速

进步ꎬ这无可避免地带动着人类进入一个加速的

生存状态ꎮ (３)与前两种无力的表现相关而又

不同的ꎬ是我们内在的无力感ꎬ是现代人在参与

组织了这个世界的同时ꎬ无法组织起自身的生

命ꎬ这就是尼采所谓的颓废问题ꎮ 人类生存的伦

理地基日益贫乏ꎬ除了追求舒适这种“末人的幸

福”和在舒适程度上的攀比ꎬ〔２１〕几乎不再有任何

超越性的目标在鼓舞我们的生命力ꎮ 无意义感、
虚无感是现代人最内在的无力感ꎮ

五、技术的古今之别

尼采和海德格尔都准确看到了现代人这种

强力而又无力的生存状况ꎮ 虽然他们对权力意

志的理解不同ꎬ但是恰恰因此ꎬ他们各自用这个

概念突出了一个面相ꎮ 结合海德格尔(现代性之

为权力意志僭越)和尼采(现代性之为权力意志

的匮乏)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的诊断ꎬ我们才能透

彻理解现代性与权力意志的关系ꎮ 从这个理解

出发ꎬ我们可对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这两种当下

最激动人心的技术发展做一番简要的分析ꎮ
要理解当下的技术发展ꎬ我们首先要区分古

代技术和现代技术ꎮ 首先ꎬ现代技术概念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 虽然源于古代希腊的技术概念 ｔｅｃｈｎｅꎬ内
涵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ꎬ甚至发生了翻转ꎮ 在现

代技术概念中ꎬ我们可以发现技术的(希腊)本

义的丧失:手工性、制作中的默会性知识———在

亚里士多德的知识分类中ꎬｔｅｃｈｎｅ 构成了一种自

主的知识门类ꎬ虽然这种门类的地位不如实践性

或政治性的 ｐｈｒｏｎｅｓｉｓ 和理论性的 ｅｐｉｓｔｅｍｅꎬ可毕

竟是一个不可替代的知识门类ꎮ〔２２〕 而现代技术

恰恰是不上手的东西ꎬ是替代手工的:无论现代

技术如何发展ꎬ用机械替代手工是其基本特征ꎬ
而人工智能是这种基本特征的进一步延展ꎬ用具

有高度自动性的智能系统替代人类的“脑力劳

动”ꎮ 如果不理解技术概念的古今之别ꎬ就会误

解现代技术ꎮ 从古代技术到现代技术并非人类

技术能力的线性发展ꎬ而是人类生存方式及相应

技术概念的“范式转换” 〔２３〕ꎮ 对此ꎬ黑格尔早有

精辟的分析和惊人的预言:“个人的劳动通过分

工而变得更加简单ꎬ结果他在其抽象的劳动中技

能提高了ꎬ他的产量也增加了ꎮ 同时ꎬ技能和手

段的这种抽象化使人们之间在满足其他需要上

的依赖性和交互关系得以完成ꎬ并使之成为一种

完全的必然性ꎮ 此外ꎬ生产的抽象化使劳动越来

越机械化ꎬ到了最后人就可以走开ꎬ而让机器来

代替他的职位ꎮ” 〔２４〕 通过对劳动分工的分析ꎬ黑
格尔已然清晰看到劳动的机械化必定带来劳动

越来越可以被机械替代ꎮ 市民社会的劳动分工

体系将每一个劳动者的制作和创作抽象为一个

如果脱离整体就毫无意义的环节ꎬ这种抽象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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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早期马克思所谓的异化ꎮ〔２５〕 这种抽象在促进

人的机械化的同时也在促进机械的人化ꎬ因为人

和机械之间的距离在缩短ꎬ人能够完成的工作变

得越来越机械ꎬ越来越可以被机械取代ꎮ
现代体系在生产复制品的同时ꎬ也在生产复

制性的人格ꎮ 其中的一个方面ꎬ就是人的精神世

界被简化为一个处理信息的智能系统ꎮ 这个过

程首先是从行为主义心理学开始的ꎬ行为主义可

谓机械物理学在人类灵魂领域的复制ꎮ 它的基

本看法就是不去究诘本质ꎬ不去问那个希腊意义

上的“自然 /本性”ꎬ而是将自然抽象化为一个同

质性的动力系统ꎬ在这个系统中因为一切同质ꎬ
所有一切都可计算ꎬ最后都简化为算法问题ꎮ 行

为主义心理学ꎬ进而脑科学则是这一过程在灵魂

领域的发展ꎮ 由此ꎬ我们也触及到了现代技术与

古代技术的另一个根本区别ꎬ即古代技术基于手

工操作领域的经验性积累ꎬ而现代技术则基于现

代科学的组织化研究ꎮ 现代科学的高速发展至

少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培根式规划ꎬ得益于“知
识就是力量”的信念及其实现ꎬ得益于它的技术

应用ꎮ 现代科学的研究方向也因此而深刻地受

到资本—技术需要的规定ꎬ没有国家或企业出于

资本—技术需要而提供的支持ꎬ现代科学研究几

乎无法展开ꎬ因为现代科学研究不再是科学家个

体之事ꎬ而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系统工作ꎬ需要

巨额的耗费和庞大的人员组织ꎮ 因此ꎬ现代资

本—技术系统ꎬ实为资本—科学—技术系统ꎮ〔２６〕

现代科学归属于这个系统ꎬ是现代性系统的知识

基础ꎬ现代技术是其实用结果ꎬ而资本则是整个

系统不断超出自身而又回归自身的不竭动

力ꎮ〔２７〕

六、当代技术的新神话

有关人工智能的讨论常夹杂着一种“新神

话”叙述ꎬ即或恐惧或期盼着一种有着自我意识

的强人工智能的诞生ꎮ 无论强人工智能能否实

现ꎬ人工智能的发展必定会带来资本—劳动关系

的一次大变革ꎬ这或许才是人工智能发展中更值

得关注的影响ꎮ 资本不再需要(低端)劳动力ꎬ
这意味着ꎬ资本与现代民主政治不再和谐ꎮ 从黑

格尔到哈贝马斯ꎬ资本的普遍化都有着带来交往

普遍化的潜能ꎬ可人工智能的发展意味着这种潜

能的大大削弱ꎬ如果不是彻底丧失的话ꎬ而这是

否意味着现代系统即将到来的变革? 人工智能

的发展即便不能通往强人工智能的实现ꎬ也会是

现代性的一个“旋涡和转折点”ꎮ
如果说ꎬ人工智能还是现代订置系统的进一

步发展的话ꎬ那么基因工程就意味着人不只是作

为终端被纳入这个订置系统ꎬ而且人自身成了订

置的对象ꎬ原则上成了商品ꎮ 目前关于基因工程

的谈论ꎬ一方面在展望其空前的医疗前景ꎬ另一

方面在担忧其将给人类带来的伦理风险乃至生

存风险ꎮ 所谓伦理风险指的主要是社会正义问

题ꎮ 如基因工程要能安全地普及运用必须要从

个体实验开始ꎬ可如何能够拿婴儿做实验呢? 又

或者ꎬ如果允许基因改造ꎬ那社会不平等就会代

际遗传、乃至永恒固化ꎮ 如此等等都触及到人类

的伦理底线ꎮ 而生存风险ꎬ指的是基因工程所带

来的安全问题ꎮ 不只是个体的安全ꎬ而且是人类

整体将脱离自然进化所形成的“生命地基”ꎬ人
为地改造自身ꎬ这其中的危险怕不是一两代科学

家在实验室里能够解决的问题ꎮ 这些讨论固然

是切中问题的ꎬ可从本文所阐发的角度来看ꎬ更
令人担忧的ꎬ毋宁是人由此将自身最后的自然地

基和自由空间让渡给资本—科学—技术系统了ꎮ
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基因工程的发展都伴

随着一种空前的未来想象ꎬ一种有关“超人”的

“新神话”ꎮ 人类迄今为止的生活方式仿佛要在

一夜之间被颠覆了ꎮ 谷歌技术总监库兹韦尔甚

至提出了人类即将实现不朽的预言———当然ꎬ前
提一定是要有足够的购买力ꎮ 关于未来正在到

来的新神话叙事ꎬ本身是资本—科学—技术系统

的组成部分ꎬ因为资本永远在投资“未来”ꎬ未来

叙事乃是资本的内在需要ꎮ 可这真的是尼采意

义上的超人吗? 从尼采的角度来看ꎬ基因工程和

人工智能的发展正是“复仇精神”的表现而非其

—０９—

　 ２０２０. ３学科前沿



摆脱ꎬ不是有限性的接受和肯定ꎬ而是试图否定

有限性、实现不死的努力ꎻ另一方面其背后的价

值原则毋宁是“末人”而非“超人”ꎬ是自我超越

的丧失ꎬ而非其实现ꎮ 诚如海德格尔所看到的那

样ꎬ现代“资本—科学—技术系统”有着一种以

不断超出自身的方式回到自身的权力意志结构ꎬ
将一切自在之物作为原料纳入“集置”ꎬ但这是

一场虚无主义的圆轮运动ꎬ而非尼采意义上的生

生不息的生命圆轮ꎮ

注释:
〔１〕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ꎬ 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 ꎬ 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 １９６１ꎬ Ｂｄ. ２ꎬ ｐｐ. ２３５ －

２３６. 所有海德格尔中译均参照了孙周兴译法ꎬ按照笔者的理解ꎬ
略作调整ꎮ

〔２〕海德格尔的全部尼采解释以“作为形而上学家的尼采”
开篇(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ꎬ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ꎬＢｄ. ２ꎬｐ. １)ꎮ 他的解释虽然有重要的

方向性转移ꎬ但在这个基本主旨上ꎬ在由“形而上学”所决定的论

辩层面上ꎬ海德格尔的全部尼采解释是保持一致的ꎮ
〔３〕 〔４ 〕 〔８ 〕 〔９ 〕 〔１０〕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ꎬ Ｈｏｌｚｗｅｇｅ ꎬ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ａｍ

Ｍａｉｎ １９５７ꎬＳ. １９３ꎻ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ꎬ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ꎬＢｄ. ２ꎬｐｐ. ２３２ꎬ１９４ꎬ２１４ －
２１６ꎬ２１９ꎬ２３８ － ２４３.

〔５〕参见〔德〕齐默尔曼:«海德格尔尼采阐释的发展»ꎬ«海

德格尔与尼采»(海德格尔年鉴第二卷)ꎬ赵千帆译ꎬ孙周兴校ꎬ
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２０１５ 年ꎻ〔德〕梅耶:«没有离题的思想道路»ꎬ
«海德格尔与尼采»(海德格尔年鉴第二卷)ꎬ陈琪译ꎬ余明锋校ꎬ
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２０１５ 年ꎮ

〔６〕〔德〕齐默尔曼:«海德格尔尼采阐释的发展»ꎬ«海德格

尔与尼采»(海德格尔年鉴第二卷)ꎬ赵千帆译ꎬ孙周兴校ꎬ北京:
商务印书馆ꎬ２０１５ 年ꎬ第 １２９ 页ꎮ

〔７〕〔德〕齐默尔曼:«海德格尔尼采阐释的发展»ꎬ«海德格

尔与尼采»(海德格尔年鉴第二卷)ꎬ赵千帆译ꎬ孙周兴校ꎬ北京:
商务印书馆ꎬ２０１５ 年ꎬ第 １３４ 页ꎮ 值得一说的是ꎬ随着“黑笔记”
的出版ꎬ海德格尔与纳粹关系需要重新考察ꎬ通常为研究者所接

受的范式恐怕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修正ꎮ 德国学者特拉夫尼

(Ｐｅｔｅｒ Ｔｒａｗｎｙ)出版黑笔记并再次掀起海德格尔与纳粹问题的

讨论ꎬ他的主要论点是ꎬ海德格尔即便对现实的纳粹运动感到失

望ꎬ也没有在后期思想中告别反犹主义ꎬ反犹主义毋宁渗透到了

海德格尔开始抽象的存在史叙事当中ꎮ 我们不应回避或忽视海

德格尔的纳粹问题ꎬ但也不能因此拉低论辩的层面ꎬ简单地从流

行的政治正确出发审判一位思想家ꎮ 而海德格尔的尼采解释恰

恰与他的纳粹问题有着紧密关联ꎬ有关于此可参看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Ｍüｌｌｅｒ － Ｌａｕｔｅｒꎬ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 ｕｎｄ 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 ꎬＢｅｒｌｉ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２０００ꎮ

〔１１〕 〔 １２ 〕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ꎬＷｅｒ ｉｓｔ 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ｓ Ｚａｒａｔｈｕｓｔｒａ? ꎬ ｉｎ:
Ｖｏｒｔｒäｇｅ ｕｎｄ Ａｕｆｓäｔｚｅꎬ１９５４ꎬｐｐ. １０６ꎬ１２１.

〔１３〕〔１４〕 〔１６〕 〔１９〕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ꎬ Ｊｅｎｓｅｉｔｓ ｖｏｎ Ｇｕｔ ｕｎｄ Ｂöｓｅ ꎬ
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ꎬ １９８０ꎬ Ｓ. ２０ꎬ３３ － ３４ꎬ５９ꎬ６１、１２４ － １２８.

〔１５〕无论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当中ꎬ还是在«善恶的

彼岸»当中ꎬ权力意志概念都经历了这样一个逐步扩展的过程ꎮ
〔１７〕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ꎬ Ｇöｔｚｅｎ － Ｄäｍｍｅｒｕｎｇ ꎬ 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ꎬ １９８０ꎬ Ｓ.

６８. ＫＳＡ 即尼采著作考订研究版简称ꎬＫｒｉｔｉｓｃ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ｎａｕｓｇａｂｅ ꎬ
ｈｒｓｇ. ｖｏｎ Ｇｉｏｒｇｉｏ Ｃｏｌｌｉ ｕｎｄ Ｍａｚｚｉｎｏ Ｍｏｎｔｉｎａｒｉꎬ１９８０. 参见«偶像的

黄昏»ꎬ李超杰译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１３ － １４ 页ꎮ
〔１８〕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ꎬ Ｄｅｒ Ｆａｌｌ Ｗａｇｎｅｒ ꎬ 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ꎬ １９８０ꎬ Ｓ. ２７.
〔２０〕我们希望它服务于人类的利益ꎬ可正如前面所分析的

那样ꎬ它同时在改造人类的目的ꎬ将之纳入自身的增长逻辑ꎬ因

此而有着一种根本上的“盲目性”ꎮ
〔２１〕于是ꎬ明星和奢侈品ꎬ在现代社会有着一种准宗教功

能ꎮ 可这种准宗教功能也是虚假的ꎬ是仍然位于资本内部的ꎮ
完全可以用数量来衡量的关注度、点击率代替了真正意义上的

超越ꎮ
〔２２〕〔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ꎬ廖申白译ꎬ

北京:商务印书馆ꎬ第 １７１ 页ꎮ
〔２３〕库恩对古代到现代的科学革命进行了卓越的分析ꎬ提

出“范式转换”的概念ꎮ 在技术问题上ꎬ同样也有类似的“范式

转换”ꎬ有关于此ꎬ除了海德格尔的哲学性论述ꎬ还很少见到科学

技术史家的系统分析ꎮ
〔２４〕〔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ꎬ邓安庆译ꎬ北京:人民出

版社ꎬ２０１６ 年ꎬ第 ３４１ 页ꎮ
〔２５〕更准确地说ꎬ是异化的一个基本方面ꎬ因为马克思还分

析了异化的其他面相ꎬ但所有其他面相都基于这个层面ꎮ
〔２６〕本文虽提出资本—科学—技术系统的三位一体结构ꎬ

可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封闭的结构ꎬ比如民族国家就是可能的“第

四要素”ꎮ 端出这个结构ꎬ是为了通过搁置对其他要素的讨论ꎬ
先将这一个结构作为相对自足的本质关联来讨论ꎮ 余明锋:«资

本—技术—科学的三位一体结构»ꎬ«未来哲学» (第一辑)ꎬ北

京:商务印书馆ꎬ２０１９ 年ꎬ第 １９４ － ２０６ 页ꎮ
〔２７〕海德格尔所谓的“价值形而上学”为资本运作提供了

一种哲学解释ꎮ 当然ꎬ有关于此的最为透彻的分析非马克思的

«资本论»莫属ꎬ现代哲学需要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式资本论ꎮ

〔责任编辑:汪家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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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意志与现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