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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自然生活世界到技术生活世界有一个断裂ꎬ这个断裂在哲学上首先表现为时间和空间经验的

转变ꎮ 现代形而上学批判即起步于此ꎮ 马克思首先敏锐地洞察到技术工业带来的世界巨变ꎬ并且用“以时间消

灭空间”来描述之ꎮ 尼采批判传统的以物质运动为定向的线性时间观ꎬ开启了一种以创造性生命经验为基准的

“圆性时间”观ꎬ后者显然已经蕴含着时间的空间化ꎮ 海德格尔后期更进一步ꎬ思入一种时间与空间贯通一体的

本源性的“时—空”观ꎬ我们可以从中引申出反传统的时间理解和空间理解:时间是不直的ꎬ而空间是不空的ꎮ
进一步的问题是:这种区别于自然生活世界的时间和空间概念的新“时—空”观与技术生活世界是何种关系?
笔者认为ꎬ主要由现代思想开启的新“时—空”观为当代艺术提供了思想前提ꎬ同时也通过当代艺术对技术生活

世界作出抵抗性反应ꎮ
〔关键词〕尼采ꎻ海德格尔ꎻ圆性时间ꎻ实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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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和空间问题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ꎮ
时间和空间是我们每天———每时每刻———都在

经历和感受的ꎬ但时空问题要讨论起来却是极为

麻烦的ꎮ 单拿时间问题来说ꎬ大家都知道奥古斯

丁的一个著名说法ꎬ大意是:什么是时间? 没人

问我我是知道的ꎬ有人问我我就不知道了ꎮ 但问

题又极为重要ꎬ“时间问题是我们理解存在、死
亡ꎬ以及我们与宇宙之间真实关系的第一把钥

匙ꎮ” 〔１〕空间问题亦然ꎬ也是一样的神秘而繁难ꎮ
时至今日ꎬ时间和空间问题(以及两者关系问

题)依然属于哲学和科学里面最难的课题ꎬ现在

我们还没有一个确定而清晰的答案ꎮ
本文主要以尼采、海德格尔的观点为背景ꎬ

试图追问:时间是什么? 时间到底是直的还是圆

的? 进而追问:空间是什么? 空间到底是空的还

是实的? 全文有几个任务和目标:第一ꎬ批判传

统的线性时间观ꎮ 传统哲学和科学把时间理解

为一条直线ꎬ过去是已经消逝的“现在”ꎬ将来是

还没到来的“现在”ꎬ总之是“现在”之流ꎮ 我们

将努力表明ꎬ这种自然而然的线性时间观是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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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ꎮ 第二ꎬ我想大胆提出一个概念ꎬ即“圆性时

间”概念ꎮ 时间不是直线的ꎬ而是圆性的ꎮ 这个

想法与尼采、海德格尔的哲学有关ꎬ我试图对它

作一种发挥和展开ꎮ 第三ꎬ我想从后期海德格尔

的“时—空”思考出发ꎬ进一步落实一种新时空

理解ꎬ“时间是不直的ꎬ而空间是不空的”ꎮ 最后

我要讨论的是ꎬ我所谓的“圆性时间”和“实性空

间”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 在当代哲学和当代艺

术中有何显示?
而如果总结起来ꎬ基本观点无非是两点:其

一ꎬ时间是圆的ꎬ空间是实的ꎮ 要证明这一点当

然是不容易的事ꎬ我只能勉力试试ꎬ未必成功ꎮ
其二ꎬ想在这样的问题背景里面来讨论一下现代

哲学和当代艺术ꎬ大致可以说ꎬ现代哲学是要破

线性—计算时间观ꎬ启圆性时间观ꎻ而当代艺术

是要破几何—抽象空间观ꎬ启具身空间观ꎮ 而显

然ꎬ艺术与哲学在此交合了ꎮ

一、传统线性时间观批判

先来讲第一点:传统线性时间观的批判ꎮ 最

近我刚刚做完一本译著ꎬ是海德格尔的«时间概

念»ꎬ这大概是我做的最后几本译著之一ꎮ 因为

我觉得翻译的时代快要结束了ꎬ翻译工作以后不

需要我们自然人来做了ꎬ机器人会接替我们的工

作ꎬ而且会比我们做得更精准ꎬ所以我要赶快把

自己一些半拉子的译事了结掉ꎮ 总的来说这是

好事ꎬ我们自然人类会变得更自由一些ꎬ我们可

以省出更多的时间来干别的事情了ꎬ休闲啊ꎬ思
考啊ꎬ创造啊! 确实我们自然人类的生活要改变

了ꎬ许多工作和行业将会消失ꎬ但请放心ꎬ哲学和

艺术不会消失ꎬ这个是机器人从事不了的ꎮ
海德格尔的«时间概念»一文写于 １９２４ 年ꎬ

当时他还相当年轻ꎬ写了这篇长文(译成中文大

概有 ８ 万字)ꎬ投给一家杂志ꎬ但因为文章太长ꎬ
或者还有其他什么原因ꎬ这个杂志最后决定不能

刊发这篇文章ꎮ 这篇文章加上同时期做的一个

同名演讲(«时间概念»)ꎬ后来一直都没有发表

出来ꎬ到 ２００４ 年才得以出版(«海德格尔全集»

第 ６４ 卷)ꎮ 这本«时间概念»被认为是海德格尔

的前期代表作«存在与时间» (１９２７ 年) 的“初

稿”(Ｕｒｆａｓｓｕｎｇ)ꎬ即“原始稿”ꎮ
顾名思义ꎬ海德格尔在该书中主要讨论时间

问题ꎮ 他首先问ꎬ哲学如何来追问时间? 他给出

一个阐释学意义上的说法:“必须根据时间来理

解时间”ꎮ〔２〕为什么呢? 这大约是要与神学区分

开来ꎬ因为神学不是根据时间来理解时间ꎬ神学

是根据“永恒” (ａｅｉ)来理解时间的ꎮ 可是ꎬ当神

学真正要进入到时间追问时ꎬ比如奥古斯丁ꎬ他
追问的是我们人类体验到的时间ꎬ而不是物理时

间ꎮ 那么ꎬ如何可能“根据时间来理解时间”呢?
根据 Ａ 来理解 Ａꎬ这在逻辑上属于同义反复ꎮ 我

们把 Ａ 理解为 Ｂꎬ我把你理解为学生ꎬ把我自己

理解为老师ꎬ这都可以ꎻ但要说把我理解为我ꎬ这
是啥意思呢? 所以这里就有问题出来了ꎮ

海德格尔说ꎬ我们不是要下一个普遍的定

义ꎮ 这句话是莫名其妙的ꎬ所有的定义都指向普

遍性ꎮ 下一个不普遍的定义ꎬ这大概是前期海德

格尔做的对哲学来说最出格的一件事ꎮ 所有的

知识或科学都是要下普遍性的定义ꎬ比如说对于

苏格拉底这个个体ꎬ我们可以下个定义ꎬ说“苏格

拉底是一个雅典人ꎬ一个哲学家ꎬ一个男人ꎬ一个

人等等”ꎬ但不能说“苏格拉底是一块木头”ꎬ虽
然我们平常会说“某人是木头”ꎬ意思就是某人

好笨啊ꎬ但这是文学的修辞手法ꎬ是做比喻或打

比方ꎬ而不是哲学和科学的定义方式ꎮ 海德格尔

明确地说ꎬ我们必须进入到一个前科学的状态ꎬ
给出一个不确定的定义ꎮ “不确定的定义”是一

个特别奇怪的说法ꎬ通常的定义就是界定、确定ꎬ
不确定的规定不能叫“定义”ꎮ 但在前期海德格

尔所谓的“形式显示的现象学”中ꎬ他却要下所

谓“形式显示的定义”ꎬ即前科学的、指引性的、
不定的定义ꎮ 海德格尔的基本意图是可以掌握

的ꎬ在他看来ꎬ对于个体的、动态的、生发的、不定

的事态或现象ꎬ比如说人生此在和在世现象ꎬ比
如说与人生此在相关的时间问题ꎬ我们固然也要

下“定义”ꎬ但又不能给出完全固化的不变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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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化的规定ꎮ
海德格尔先要批判传统的时间观ꎮ 传统的

时间观最早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形成的ꎮ 亚里

士多德给出的时间定义是:“时间是关于前和后

的运动的数”ꎻ“时间不是运动ꎬ而是使运动成为

可以计数的东西ꎮ” 〔３〕 这个时间概念后来一直延

续下来了ꎮ 什么是时间? 时间就是一个物体的

运动的计量ꎬ比如说我走到教室门口大概需要

１０ 秒钟ꎮ 这就是时间ꎬ实际上就是时钟时间ꎮ
这种时间观规定了后世科学的时间观ꎮ 但在亚

里士多德那里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ꎬ是我一直

没有搞清楚的ꎬ那就是:他的时间概念就是后来

物理学的时间概念ꎬ而他的空间概念却完全不一

样ꎮ 这是令人费解的ꎮ 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
中说ꎬ“空间乃是一事物(如果它是这事物的空

间的话)的直接包围者ꎬ而又不是该事物的部

分ꎮ” 〔４〕还有一个更具体的定义是:空间是包容着

物体的边界( ｔｏｐｏｓ ｐｅｒａｓ ｔｏｕ ｐｅｒｉｅｃｈｏｎｔｏｓ ｓｏｍａｔｏｓ
ａｋｉｎｅｔｏｎ) 〔５〕ꎮ 这种空间观就不是牛顿物理学意

义上的空间了ꎮ 如果空间是包裹着物体的边界ꎬ
那么ꎬ每个物体都有自己的空间ꎬ这个空间是具

体的、多样的ꎬ可以说是实的空间ꎬ而不是空的空

间ꎬ不是近代物理学的三维空间ꎮ 简单说来ꎬ亚
里士多德规定了科学的时间概念(“运动的计

量”)ꎬ但他的空间概念(“物体的边界”)完全不

是科学的ꎮ 这就造成了一个“分裂”ꎬ这个“分

裂”意味着什么呢?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课题ꎬ需
要专门讨论ꎮ

到了中古ꎬ在早期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那

儿ꎬ时间仍旧是要被测量的ꎮ 在«忏悔录»第十一

卷中ꎬ奥古斯丁考虑的是精神问题ꎬ但他也提出了

关于时间测量的问题ꎬ追问精神本身是不是就是

时间? 奥古斯丁反复地说“度量”和“测量”时间:
“我的精神啊ꎬ我是在你里面度量时间”ꎬ“我测量

你ꎬ故我测量时间ꎮ 我再重复一次ꎬ我在测量

时间时ꎬ就是在测量我自己的处身ꎮ” 〔６〕

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的这种可测量的时间是

自然生活世界的时间ꎬ可以叫做“自然时间”ꎬ其

实就是“时钟时间”ꎮ 自然人类发明了时钟ꎬ各
种计时的工具ꎬ我们用它们来测量时间ꎬ这种时

间就是海德格尔所讲的“现在时间” ( Ｊｅｔｚｔｚｅｉｔ)ꎮ
它是同质的和均匀的ꎬ因此才是可测量的ꎮ 如果

它不是同质的和均匀的ꎬ那就无法测量ꎮ 这是科

学的时间概念ꎬ在牛顿那里被叫做“绝对时间”ꎬ
牛顿的说法是:“绝对的、真实的和数学的时间ꎬ
它自身以及它自己的本性与任何外在的东西无

关ꎬ它均一地流动” 〔７〕如我们所知ꎬ这样一种

物理学的“绝对时间”观在科学上的改变一直要

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８〕ꎬ但在哲学上ꎬ到尼采那

里就已经受到了怀疑和批判ꎮ
当然这中间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插曲ꎬ就是康

德和哈曼的“时空之争”ꎮ 大家知道康德把时间

和空间内化了ꎬ同时又把它们科学化了ꎮ 什么意

思呢? 因为在康德看来ꎬ时间和空间是我们主体

先天具有的直观形式ꎬ有了这两种直观形式ꎬ才
有了两门“形式科学”即算术和几何学ꎮ 直观分

为内感与外感ꎬ于是康德给出了两个简单的等

式:内感———时间———算术ꎻ外感———空间———
几何学ꎮ 内感官的形式就是时间ꎬ跟时间相关的

是算术ꎮ 这话听起来不好解ꎬ但其实是很朴素的

想法ꎮ １ ＋ １ ＝ ２ꎬ１ ＋ ２ ＝ ３ꎬ这就是一个时间过程ꎮ
康德说ꎬ没有时间这种直观形式ꎬ算术就是不可

能的ꎮ 空间亦然ꎬ空间是外感官ꎬ我们观看ꎬ我们

看到东西ꎬ这种看是空间性的ꎬ是塑造空间的ꎬ要
是没有空间这种直观形式ꎬ几何学就是不可能

的ꎮ 所以ꎬ康德认为他已经把两门形式科学的基

础问题解决好了ꎮ
这时出现了一个人物ꎬ叫哈曼ꎮ 哈曼这位哲

学家少为人知ꎬ但他是一个有意思的天才人物ꎮ
当年诗人歌德就特别崇拜他ꎮ 哈曼是康德«纯粹

理性批判»的第一个读者ꎬ应该是康德自己叫他

看该书的清样ꎮ 哈曼看完以后ꎬ就识破了康德的

把戏ꎬ写了一篇大约合三四千个汉字的短文来批

判康德ꎮ 这是关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一

篇批判文章ꎮ 涉及到时间和空间问题ꎬ哈曼说ꎬ
时间和空间当然跟我们的感官相关ꎬ与听和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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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相关ꎬ听出来的是时间ꎬ看出来的是空间ꎬ但
听和视(看)却不是康德所谓的“直观形式”ꎬ而是

语言方式ꎬ与听和视(看)相关的也不是算术和几

何学ꎬ而是两门最原始的艺术ꎬ即音乐和绘画ꎮ
于是在这里ꎬ整个格局摆出来了ꎬ我们可以

看到欧洲近代文化中最根本的冲突ꎬ即科学与艺

术的冲突ꎮ 康德与哈曼的争论意义重大ꎬ康德是

要给形式科学奠基ꎬ哈曼却说你这样的奠基本来

就是错的ꎮ 两者的争论焦点是时间和空间ꎮ 什

么叫听? 什么叫看? 什么叫时间? 什么叫空间?
哈曼认为ꎬ作为语言的形式ꎬ跟它们相关的首先

是艺术ꎬ艺术是比科学更加原本的ꎮ 康德把时间

和空间联系于两门形式科学ꎬ表明他依然守在传

统的可以计量的时间和空间观之中ꎬ这一点是我

们要注意的ꎮ〔９〕

在演讲«时间概念»中ꎬ海德格尔展开了对

传统时间观的批判ꎮ 海德格尔直接说:“与时间

的源始交道方式不是测量”ꎮ〔１０〕 这句话很重要ꎬ
千万不要以为时间都是测量的时间ꎻ时间是不均

匀的ꎬ不是线性的ꎬ也不是可测量的ꎮ 他接着说:
“如果我们试图从自然时间上推出什么是时间ꎬ
那么现在就是过去和将来的尺度”ꎮ 海德格尔这

时候没有说“现在时间”ꎬ那是«存在与时间»里

的讲法ꎬ现在他说“当前时间”:
“这种当前时间(Ｇｅｇｅｎｗａｒｔｓｚｅｉｔ)被解释

为不断滚动着通过现在的流逝序列ꎻ这种前

后相继的序列在方向上被说成是单向的和不

可逆的ꎮ 一切发生的事件都是从无尽的将来

滚入不可回复的过去ꎮ” 〔１１〕

所谓的可测量的线性时间有两个特点:一是

均质性ꎬ二是不可逆性ꎮ 它是“现在点”的均质

化ꎮ 它必须是均质的ꎬ每个点都一样ꎬ才可能是

线性的和不可逆的ꎮ 所谓“均质化”是把时间等

同于空间ꎬ等同于纯粹的在场ꎮ 这是关键所在ꎬ
尚未出现的将来和已经消逝的过去都是根据现

在、当前来判断的ꎬ这就是后来德里达批判的“在
场的形而上学”了ꎮ 在海德格尔看来ꎬ这就是一

种把所有的时间从自身中驱赶到当前之中的趋

势ꎬ时间完全被数学化了ꎬ变成了与空间坐标 Ｘ、
Ｙ、Ｚ 并列的坐标 Ｔꎮ 我们从小就学过这些了ꎬ平
常我们就说空间是 Ｘ、Ｙ、Ｚ 三维ꎬ时间是空间之

外的一维 Ｔꎮ
总之ꎬ传统时间观是着眼于“当前 /现在”或

者说以“当前 /现在”为基点的线性时间:作为运

动的计量ꎬ传统时间观是线性一维的“现在时

间”ꎬ就是把时间看作一种“现在之流”ꎬ过去是

已经消逝的“现在”ꎬ将来是尚未到来的“现在”ꎬ
总之都是“现在”ꎮ 传统时间观具有自然性ꎬ它
是自然人类精神表达的基础ꎬ特别是传统哲学、
宗教、艺术的基础ꎮ 因为自然人类在线性时间观

的支配下还不甘心当一个旁观的等死者ꎬ无法忍

受生命不可阻挡的流逝和消失ꎮ 如何克服时间

的这种永不回头的永恒流逝? 这是自然人类面

临的最大难题ꎮ 正是面对这样的问题ꎬ为了应对

生命的无限流逝ꎬ为了克服这样一种不断的、无
可阻挡的流逝ꎬ即“现在时间”的无限的流逝ꎬ质
言之ꎬ为了不至于绝望ꎬ人类各民族(自然人类)
创造了永恒的宗教ꎬ在欧洲还创造了哲学ꎮ 这就

是说ꎬ要摆脱线性时间的不断流逝ꎬ必须有一个

无时间的ꎬ永恒的彼岸或者天国ꎬ后者是没有时

间性的———时间性是我们每一个要死的人(终有

一死者)的概念ꎬ永恒上帝是没有时间性的ꎮ
现在我们处于另外一个时代ꎬ进入另一个世

界之中ꎬ我把它叫做“技术人类生活世界”ꎮ 我

们已经从“自然人类的生活世界”转变入“技术

人类生活世界” 中了ꎮ 我愿意认为ꎬ尼采所谓

“上帝死了”应该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ꎮ 他所谓

“上帝死了”意味着“自然人类精神表达系统”的
崩溃ꎬ也意味着自然生活世界与技术生活世界之

间的断裂ꎮ 这个断裂首先表现为时间和空间经

验的转变ꎮ 现代形而上学批判即起步于此ꎮ 马

克思首先敏锐地洞察到技术工业带来的世界巨

变ꎬ并且用“以时间消灭空间”来描述之ꎮ 紧接

着就是尼采ꎬ他通过“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学说

来思考一种新的时间经验ꎮ 他们显然都敏锐地

意识到了一点:在这场文明大变局中ꎬ克服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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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线性时间观是哲学的根本启动点ꎮ

二、圆性时间观之揭示:从尼采到海德格尔

下面来讨论尼采的新时间观ꎮ 基本看法是ꎬ
尼采的“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学说反对传统线性

时间观ꎬ开启了一种以“瞬间—时机”为核心的

“圆性时间”理解ꎮ 如果觉得“圆性时间”一说太

重了ꎬ我们也无妨暂时把它理解为“非线性时间”ꎮ
从 １８８４ 年前后开始ꎬ尼采认真地琢磨了一

件事情:生命 /存在的本质和意义到底是什么?
这个事情他想通了ꎬ他认为生命 /存在的本质就

在于追求更强大的力量ꎬ他给出了一个术语ꎬ叫
做“Ｄｅｒ Ｗｉｌｌｅ ｚｕｒ Ｍａｃｈｔ / Ｗｉｌｌ ｔｏ Ｐｏｗｅｒ”即“权力

意志”ꎮ 无论是动植物ꎬ还是作为“高级动物”的
人类ꎬ只要是生命体ꎬ就都在追求更大的力量ꎮ
尼采做了许多的证明ꎬ证明生命的本质就是追求

更大的“权力”(Ｍａｃｈｔ)ꎮ 尼采认为ꎬ哪怕一个仆

人ꎬ一个奴隶ꎬ看起来最无势力、最没个人意志

的ꎬ但实质上也是有他自己的“权力意志” 的ꎮ
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这样的现象:奴仆干着干

着ꎬ把主人控制起来了ꎬ最后主奴关系颠倒了ꎬ主
人完全离不开奴仆了ꎬ可以说奴仆实现了自己的

“权力意志”ꎮ 意志的本质是增殖、增熵ꎬ这就是

尼采的“权力意志”ꎮ
不过ꎬ至此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ꎮ 尼采说

生命 /存在永远在追求“权力”ꎬ追求一种强大的

力量ꎬ这难道不是一种线性的膨胀吗? 不断膨

胀ꎬ不断增熵ꎬ那么何时才是个尽头呢? 再说ꎬ这
样一种不断流逝让人很恐怖ꎬ人在智力上不能容

忍这种无限性ꎮ 尼采认为ꎬ哲学不能这样思考问

题ꎮ 光说生命的本质在于追求更大的力量(权
力)ꎬ显然还不够ꎮ 后来德国哲学家西美尔有个

说法ꎬ说尼采无非是要告诉我们:生活意味着更

多地生活ꎮ 生命就是这样不断地追求ꎬ不断地膨

胀么? 当代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就说ꎬ有增熵也

得有负熵ꎮ 生命不能一味膨胀ꎬ一味膨胀是会爆

裂的ꎬ整个地球会爆炸的ꎮ 确实我们看到ꎬ现代

人类已经从禁欲传统进入纵欲时代ꎮ 人类已经

习惯于欲求ꎬ但欲望过剩的后果是什么呢? 后果

是我们现在没有欲望了ꎬ处于无能状态了ꎮ 这些

问题在尼采当时还不明显ꎬ但他都想到了ꎬ尼采

说这样下去不行ꎬ光说生命的“权力”和更大的

“强力”ꎬ还没有解决根本问题ꎬ还囿于旧哲学的

“线性超越”的框架里ꎮ
据尼采自述ꎬ有一天他在塞尔斯 － 马利亚的

一个湖边散步ꎬ脑海突然跳出来一个概念ꎬ令他

无比兴奋ꎬ赶紧把它记录下来ꎮ 这个概念就是

“相同者的永恒轮回”(ｄｉｅ ｅｗｉｇｅ Ｗｉｅｄｅｒｋｕｎｆｔ ｄｅｓ
Ｇｌｅｉｃｈｅｎ)ꎮ 尼采认为这个概念解决了根本问题ꎮ
确实ꎬ生命的本质是追求更大的力量ꎬ而另一方

面ꎬ生命又是在每一个瞬间创造性地展开的ꎬ“相
同者”在每一个瞬间复返和轮回ꎮ 这样一个想法

为什么会让尼采兴奋呢? 我们知道尼采哲学要

解决一个生命问题ꎬ早期尼采的表述是:生命如

此短暂而悲苦ꎬ每一个人都是要死的ꎬ而且生活

中苦多乐少ꎬ我们为什么要苟活于世? 有限而痛

苦的生命的意义在哪里? 到后来ꎬ尼采的问题提

法有了变化ꎬ变成了一个有关“重复”的问题:我
们每天都在重复自己的生活ꎬ有些事情我们做了

千万遍了ꎬ为什么要不断重复? 如果你做的是同

样的事情ꎬ那么做一遍和做一万遍有区别吗? 我

们为什么愿意重复呢? 重复的意义在哪里? 这

个问题不解决ꎬ你的行动就会出现问题ꎮ 按尼采

的说法ꎬ在每次行动之前你都要想想清楚ꎬ下次

还要吗? 如果下次不要了ꎬ你就得质疑这次行动

的意义ꎮ 大家可以看到尼采是多么严肃和纠结!
这样的追问是个体对生命的责任ꎮ 这样想来ꎬ尼
采哲学的问题实在太简单ꎬ但对我们每个人都构

成一种考验ꎮ 所以尼采的问题实际上是两个:一
是终究虚无的生活的意义ꎬ二是不断重复的行动

的意义ꎮ 生命如此短和苦ꎬ为什么我们还不愿意

死ꎬ每一个心智正常的人都不愿意早早死掉ꎬ都
愿意多活几年ꎮ 这是为什么呢? 再就是生命行

为的重复ꎬ重复的意义问题则涉及生命当下的决

断问题ꎬ我们时刻都会碰到这样的行动的选择和

决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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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尼采开始讨论“相同者的永恒轮回”问
题ꎮ “永恒轮回”前面有个主语ꎬ叫“相同者”(ｄａｓ
Ｇｌｅｉｃｈｅ)ꎬ“相同者”不是“同一者” (ｄａｓ Ｓｅｌｂｅ 或

ｄａｓ Ｉｄｅｎｔｉｓｃｈｅ)ꎮ 这个大家要区分一下ꎬ轮回的

并不是“同一者”ꎬ而是“相同者”ꎮ “相同者”之
“同”是有差异和变化的“同”ꎮ “此时此刻我是

我ꎬ但当我说出这句话时已经不是我了”ꎬ每个个

体都处于变动中ꎬ都没有绝对的同一性ꎬ而传统

形而上学却在追求这种同一性ꎮ 可以认为ꎬ尼采

说的是相同的 Ａ１、Ａ２、Ａ３ 等等ꎬ而不是同一的

Ａꎮ 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部“幻觉与谜

团”一节中ꎬ尼采用三句话来表达“相同者的永

恒轮回”ꎬ我认为它们可能是尼采哲学里最重要

的三句话ꎬ也可视为现代哲学的核心命题ꎮ 尼采

的第一句话是:“一切笔直者都是骗人”ꎮ 说这

句话要小心啊ꎬ不能乱说的ꎬ整个几何学就是从

“两点之间直线最短”这样一个形式规定开始

的ꎬ由此构造了整个几何学体系ꎮ 第二句话是:
“所有真理都是弯曲的”ꎮ 这话说得多好啊! 我

们今天已经可以理解这话了ꎬ但在当时这话却是

令人费解的ꎮ 第三句话更妙:“时间本身就是一

个圆圈”ꎮ 一切笔直者(直线)都是骗人ꎬ时间不

是直线ꎬ没有什么无限流逝的“线性时间”ꎬ那么

结论只能是:时间本身是圆的ꎮ〔１２〕 讲完这三句ꎬ
尼采接着发问:如果我们站在一个叫 “瞬间”
(Ａｕｇｅｎｂｌｉｃｋ)的门口ꎬ你往东边走ꎬ我往西边走ꎬ
我们两个会相遇吗? 我们会碰到一起吗? 换种

说法ꎬ往东边走是“过去”ꎬ往西边走是“将来”ꎬ
“过去”与“将来”会碰到一起吗? 如果时间是笔

直的ꎬ是一条直线ꎬ那么它们当然是不会碰到一

起的ꎮ 但是ꎬ如果所有笔直者都是骗人的ꎬ世上

没有直线ꎬ那么它们就必定会碰在一起ꎮ
这是尼采对“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学说的证

明ꎮ 尼采对此做过大量的证明ꎬ包括动用物理学

的能量守恒定律ꎬ包括其他科学的途径ꎬ但我认

为最有效的证明就在这里了:所有直线都是骗人

的ꎬ时间就是一个圆圈ꎬ相同者必复返ꎬ必轮回ꎮ
所以你放心ꎬ你说我错过了什么人ꎬ与人擦肩而

过或者背道而驰ꎬ按照尼采的这个逻辑ꎬ如果她 /
他是属你的ꎬ总归会碰到一起ꎬ总归会回来的ꎬ你
大可放心ꎮ 过去与将来碰撞在一起ꎬ这个 “碰

撞”就是“瞬间”ꎮ 尼采使用的“碰撞”这个词很

有意思ꎬ我们每时每刻都在“碰撞”中ꎬ都在承受

这种“碰撞”ꎮ 你此时此刻ꎬ你的身体和你的心

灵ꎬ都在经受过去与将来的“碰撞”ꎬ过去与将来

处于紧张的交织运动中ꎮ
尼采说了三点:直线骗人ꎬ真理弯曲ꎬ时间圆

圈ꎮ 尤其是最后一点ꎬ即所谓“时间本身就是一

个圆圈”ꎬ委实是惊人之语ꎬ也足以被当作疯人乱

语ꎮ 二十多年后ꎬ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却为尼采此

说做了科学的证明ꎮ 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ꎬ引
力场会使时空发生扭曲ꎮ 当一个有质量的物体

体积趋于 ０ 时ꎬ其引力会达到无法想象的地步ꎬ
从而改变空间ꎬ导致光都无法在其空间里逃避ꎬ
进而形成“时空扭曲”ꎬ也就是使由三维空间和

四维时间构成的时空结构产生扭曲ꎮ 后来的各

种实验和研究证明了爱因斯坦的“时空扭曲”理
论ꎮ 人们在探究时间测量技术时就发现了各种

“时间扭曲”问题ꎬ有研究者做了如下总结性罗列:
１. 卫星以每小时 １４０００ 千米的速度运

行ꎬ其钟表变慢了ꎻ２. 卫星远离地球时ꎬ处于

减弱的引力场中ꎬ与地面相比ꎬ其钟表变快

了ꎻ３. 由于地面上的 ＧＰＳ 用户通常与地心的

距离不同ꎬ因此这会导致时间流逝的速度不

同ꎻ４. 由于地球表面不同纬度地区的自转速

度不同ꎬ因此这使得地面上不同位置的时间

流逝速度无法保持一致ꎻ５. 对所有地球上的

观察者来说ꎬ时间跑得要慢ꎬ因为我们这个星

球是以每小时 １６７４ 千米的速度在自转(离赤

道越远则速度越低)ꎻ６. 因为卫星的轨道略呈

椭圆形ꎬ卫星上的时间变化会忽快忽慢ꎮ〔１３〕

无论科学的实验和证据是否可以充当哲学

的证明ꎬ或者哲学是否需要科学的证明ꎬ我们都

不得不承认ꎬ以近代物理学及自然生活世界经验

为基础的线性(直线)时间观是可以动摇的ꎬ肯
定不是绝对正确的ꎬ更不可能是唯一正确的ꎮ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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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出发来讨论的所谓“时间扭曲”现象ꎬ
至少也为尼采哲学意义上的“时间不直”或“时
间圆圈”提供了佐证ꎮ

尼采这种瞬间意义上的时间概念ꎬ把过去和

将来理解为当下“碰撞”的瞬间ꎬ这样一种时间

理解是相当奇异的ꎮ 这个“瞬间”是什么ꎬ我们

可联想希腊文的一个词语ꎬ叫 ＫａｉｒｏｓꎬＫａｉｒｏｓ 是什

么? 是“时机”或“契机”ꎮ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

样的经验ꎬ经常做一件事情怎么都做不好ꎬ莫名

其妙地突然做成了ꎬ这就是时机到了ꎬ时机没到ꎬ
你再努力都没有用的ꎮ 除 Ｋａｉｒｏｓ 之外还有一种

时间ꎬ就是亚里士多德说的“运动的计量”ꎬ在希

腊文中是 Ｃｈｒｏｎｏｓꎮ 所以古希腊人是绝顶聪明

的ꎬ他们用两个不同的词语来表示两种不同的时

间ꎬ我愿意把 Ｃｈｒｏｎｏｓ 称为 “物的时间”ꎬ而把

Ｋａｉｒｏｓ 称为“事的时间”ꎮ 对我们人类生活来说ꎬ
“物的时间”虽然也重要ꎬ但更重要的还是“事的

时间”ꎮ 这两种时间有什么区别呢? 大致可以

说ꎬ“物的时间”是均匀的、同质的ꎬ是必然的ꎬ因
而是可测量的ꎻ但“事的时间”却不然ꎬ它不是均

匀和同质的ꎬ也不是必然的ꎬ也不可能被测量ꎮ
问题在于ꎬ后来“物的时间”观念通过科学和技

术占据了主导地位ꎬ成为自然生活世界里最重要

的尺度ꎬ而“事的时间”观念却不断受排挤ꎬ甚至

被忽视了ꎬ被物化了ꎬ被“物的时间” 观念取代

了ꎮ
尼采的“永恒轮回”学说蕴含的是一种“事

的时间”理解ꎮ 在尼采那儿ꎬ所谓“相同者的永

恒轮回”不是要提供一个佛教意义上的今生来世

的轮回观ꎬ不是要提供一种教诲:你要好好做人ꎬ
下辈子还可以轮回ꎬ还可以做人ꎬ如果你不好好

做人ꎬ下辈子就只好做猪了ꎮ 尼采的永恒轮回学

说不是这样的ꎬ他是想告诉我们:我们承受的每

个瞬间都是一个创造性的时机ꎬ我们只有通过创

造才能克服重复和无聊ꎬ才能使我们的生活变得

有意义ꎮ 每一个瞬间都是一个轮回ꎬ都是一个创

造性的复归点ꎬ必须把每一次重复都理解为创

造ꎮ 如果你理解了这一点ꎬ你就不会觉得自己的

重复行为是无聊的ꎬ是无意义的———其实不是重

复ꎬ而是一种新的创造ꎮ 所以尼采的 “永恒轮

回”学说是要思考后宗教时代的生活的意义ꎬ着
眼点是一种非线性的时间观念ꎮ

三、不直的时间与不空的空间

那么ꎬ为什么要说“圆性时间”呢? “圆性时

间”这个说法好像还没有人使用过ꎬ所以我要试

着来做一个解释ꎮ 过去(被认为已经消逝的现

在)与将来(被认为尚未到来的现在)在尼采看

来总是在“瞬间”碰撞到一起ꎬ这种时间理解就

可以叫“圆性时间”观ꎮ 我的基本想法是ꎬ“圆性

时间”可与“线性时间”相对照ꎬ圆性与线性并

置ꎬ更可直观ꎬ况且尼采本人也说“时间本身就是

一个圆圈”ꎮ 另一方面ꎬ所谓“圆性”更具有空间

性ꎬ更能体现时间的空间化ꎮ 后来海德格尔很机

智地看到了这一点ꎮ 海德格尔认为ꎬ把时间和空

间分离开来是后来科学时代的事情ꎬ原本时间—
空间是不分的ꎬ是分不开的ꎮ 我们现在把听和

看ꎬ把听觉和视觉ꎬ把时间和空间都区分开来了ꎮ
但大家想一想ꎬ我看着你们同时也总是在听你

们ꎬ我的看会影响到我的听ꎬ反过来也一样ꎬ我听

着你们ꎬ如果你们中间突然有人发出大笑声ꎬ或
者发生别的奇怪状况ꎬ我对你们的看立刻就变

了ꎮ 看和听是相通的ꎬ听会影响看ꎬ看会影响听ꎮ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时间与空间本来就是

相通的ꎬ两者的分离是因为科学技术造成的异化

的后果ꎮ 我所谓的“圆性时间”根本上就是一种

空间化的时间ꎬ海德格尔的说法是 “时—空”
(Ｚｅｉｔ － Ｒａｕｍ)ꎬ在时间与空间之间加了一横(连
字符)ꎬ以示两者交合不分的状态ꎮ 这是 １９３０ 年

代中期海德格尔的思想ꎬ我们下面再讲ꎮ 总而言

之ꎬ尼采是以“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学说来反对

传统的“线性时间观”ꎬ揭示出一种“圆性时间”ꎬ
当他用过去与将来的紧张碰撞即“瞬间”来描述

这种“圆性时间”时ꎬ根本上是要启动一种时空

一体的经验ꎮ 所谓“瞬间”是“时之间”也是“空
之间”ꎬ更是“时—空”“之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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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圆性时间”是生命本体的时间ꎬ是
时空一体的生命经验的尺度ꎮ 它当然是随着生

命运动而变动的ꎮ 尼采有一个说法特别精彩:
“我们在不断生长ꎬ我们的时间感、空间感等等也

在不断发展ꎮ” 〔１４〕 哪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时空经

验? 但无论是古典物理学的时空观还是康德的

作为“直观形式”的先验时空观ꎬ都放弃了时空

的“生长性”ꎬ给出了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形式化

规定ꎮ
下面来讲海德格尔ꎮ 现在有个说法是ꎬ读尼

采的书越多ꎬ越觉得海德格尔离不开尼采ꎬ海德

格尔的大部分思想可以在尼采那里找到根苗ꎬ当
然海德格尔比尼采想得更细密一些ꎮ 海德格尔

前期发展了尼采的“圆性时间”观ꎬ但他做了一

个变化ꎬ尼采关注的是“瞬间”ꎬ当下瞬间无比重

要ꎬ而海德格尔形成了一种以“将来”为指向的

此在时间性循环结构ꎮ 我们可以看到海德格尔

在«时间概念»中的基本思路:“消逝”———“先
行”———“向死而生”———“将来时间”ꎮ 一切都

在“消逝” (Ｖｏｒｂｅｉ)ꎬ这个没错ꎬ但如何理解“消
逝”? 只是线性的一去不复返的流失吗? 我们是

不是可以把“消逝”理解为一种“先行”呢? 这可

以说是哲思上的“脑筋急转弯”ꎮ 传统“线性时

间”观认为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在消逝ꎬ不可阻挡ꎬ
无可挽回ꎮ 但这个“消逝”意味着什么? 为什么

不可以把它理解为“先行”? 海德格尔的思考从

这里开始ꎬ因为人是一种向着将来生活的动物ꎬ
“先行”到将来去ꎬ甚至先行到死亡中去ꎬ到极端

的可能性中去———人是一种可能性的动物ꎮ 所

以“将来”这个维度凸现出来了ꎬ在这一点上海

德格尔是相当高明的ꎬ恐怕要比尼采高明些ꎬ尼
采只知道“当下 /瞬间”ꎬ试图把“当下 /瞬间”概

念永恒化ꎮ 海德格尔则不然ꎮ 海德格尔追问ꎬ什
么是时间? 时间是通过对“将来 /未来” 的“定

向”和对“将来”不断地“先行”而发动起来的这

样一种三维结构ꎬ也就是我所谓的“圆性时间”ꎮ
其中含有这样一种逻辑:我们如何来面对“消

逝”ꎬ面对我们的不断“消逝”和“流失”? 海德格

尔说要“先行”ꎬ我们“先行”到生命的可能性中

去ꎬ先行到最极端的可能性即死亡中去ꎬ只有这

样ꎬ生命整体的意义方能实现ꎬ才会显示给我们ꎮ
海德格尔这种时间性理解ꎬ我们可以把它叫做

“将来时间”ꎮ 大家要注意ꎬ将来之维的开启太

重要了ꎬ一个人如果对可能性、对将来失去展望

的能力ꎬ那就意味着走向自闭症ꎮ 自闭症就是人

们不能对未来开放了ꎬ对自己的将来失去了信

心ꎮ
我们已经看到ꎬ在时间问题上ꎬ尼采和海德

格尔的思考有同有异ꎮ 尼采着眼于 “当下 /瞬
间”ꎬ而海德格尔着眼于“将来 /未来”ꎮ 尼采转

向了艺术和创造性活动ꎬ而海德格尔在前期哲学

中更加重视此在实存经验和实存结构ꎮ 但两者

都肯定一点:时间是圆的ꎬ时间不是直线的ꎮ 后

期海德格尔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ꎬ叫做

Ａｕｇｅｎｂｌｉｃｋｓｓｔäｔｔｅꎮ 我认为这个概念肯定是从尼

采的“瞬间” (Ａｕｇｅｎｂｌｉｃｋ)发展来的ꎮ 海德格尔

在«存在与时间»(１９２７ 年)时期几乎绝口不提尼

采ꎬ但他肯定已经读了不少尼采ꎬ可能是故意不

说罢了ꎻ到«哲学论稿»(１９３６—１９３８ 年)ꎬ海德格

尔开始在弗莱堡大学讲尼采(此后连续讲了十

年)ꎬ尼采的影响已经十分显赫了ꎮ 在海德格尔

«哲学论稿»里首次出现的 Ａｕｇｅｎｂｌｉｃｋｓｓｔäｔｔｅꎬ我
现在还不知道怎么传达ꎬ英文译成 ｓｉ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
ｍｅｎｔꎬ我试着把它译成“瞬间时机之所”ꎮ 这是一

个很有意思的概念ꎬ以这个概念ꎬ海德格尔是要

从尼采出发思考一种新的时空观ꎬ他名之为

“时—空”(Ｚｅｉｔ － Ｒａｕｍ)ꎮ
海德格尔在«哲学论稿»中说:“时间与空间

本身乃源自时—空———比起时间与空间本身及

其计算性地被表象的联系来ꎬ时—空是更为原始

的ꎮ” 〔１５〕这话的意思不难理解ꎬ意思是说ꎬ“时—
空”原本不分ꎬ后来被分割开来的时间和空间概

念ꎬ是从那个原初的时空不分的状态衍化出来

的ꎮ 现在我们都采纳了科学的、物理的时间和空

间概念ꎬ我们被科学化了ꎬ我们多半只知道三维

空间和一维时间ꎬ空间是长、宽、高三维ꎬ时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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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的一维ꎮ 它们都是可测量的、可计算的ꎮ 我

们并不反对可计量的时间和空间概念ꎬ我们的日

常思维被这个时间和空间概念所占领了ꎬ但我们

要想一想:这是唯一的和根本的吗? 还有别的可

能性吗? 有非科学的时间和空间经验吗? 如果

没有了其他的可能性ꎬ那么我们实际上都会变成

机器人ꎬ用不着再造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ꎬ我们

自己就是机器人ꎬ只剩下了测量和计算ꎮ 艺术人

文学科就都不要了ꎬ直接在理学院里设一个教研

室或者实验室就行了ꎮ 我们当然不会这样想ꎬ我
们也不能忍气吞声ꎬ我们是要抵抗的ꎮ 我认为ꎬ尼
采和海德格尔的哲学就构成了一种抵抗的势力ꎮ

海德格尔说ꎬ“时—空” 是一种神秘的 “开

裂”(Ｅｒｋｌüｆｔｕｎｇ)ꎬ就是尼采那里说的“碰撞”ꎮ 我

觉得他们是故意用这种令人紧张的词语的ꎮ 如

果要进入现代哲学和现代艺术ꎬ我们一定要理解

这一点ꎬ一定要摆脱古典和谐、理性和规则的思

维习惯ꎮ 尼采的«悲剧的诞生» 为什么如此重

要? 是因为他首先告诉我们ꎬ艺术的本质不在于

和谐、理性和规则ꎬ而在于紧张、冲突和斗争ꎮ 这

就是现代性美学ꎮ 以前和谐、规则的审美标准已

经不再是我们主导性的审美经验了ꎬ不再适合我

们已经变化的经验方式了ꎮ 尼采说“碰撞”ꎬ“碰
撞”很重要ꎬ要是生命中没有“碰撞”的张力ꎬ那
还有什么力量? 还有海德格尔说的“开裂”ꎬ说
裂开了而不是说弥合了ꎮ 到底什么东西裂开了?
是神秘的“时—空”裂开了ꎬ是“时—空”的“之
间”ꎬ但这种“开裂”不是指时间与空间的分离ꎮ

海德格尔为什么要说“时—空”? 我们先来看

时间与空间的分离传统ꎮ 传统的时间和空间概念

都是很自然的ꎬ都基于自然生活世界的物经验ꎮ
这个太自然了ꎬ物的运动或者物的形态ꎬ它的长宽

高的结构ꎬ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ꎮ 近代物理学把

这种自然的时间经验和空间经验抽象化ꎬ把时间

线性化、维度化ꎬ时间成了一维的直线ꎬ如上面所

引的牛顿的说法ꎬ是“与外在的东西无关的”“绝对

时间”ꎻ进而又把空间三维化ꎬ成了三维的“绝对

空间”ꎬ同样地ꎬ牛顿说“它自己的本性与任何外

在的东西无关ꎬ总保持相似且不动” 〔１６〕 这种

科学的时间和空间观已经成为全人类的习惯思

维ꎮ 科学史上根本的质疑来自爱因斯坦的相对

论ꎮ 爱因斯坦认为ꎬ我们不能把时间、空间、物
质、运动分开来ꎬ没有绝对时间ꎬ也没有绝对空

间ꎬ时间和空间是相对的ꎮ 而尼采和海德格尔从

另外的角度已经达到了这种思考ꎮ
那么ꎬ怎么来理解这样一种“时—空”不分ꎬ

这种不分的“时—空”、本源性的“时—空” 呢?
下面是我的初步理解ꎮ 海德格尔是在«哲学论

稿»中提出这个思想的ꎬ但这书实在太奇怪了ꎬ我
作为译者也还没完全弄懂ꎮ 什么叫 «哲学论

稿»? 这个书名表明ꎬ作者写好了一本书但不知

道取什么书名ꎬ于是叫了这个名ꎮ ２０ 世纪两大

哲学家的两本后期代表作ꎬ差不多起了同一个书

名ꎬ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叫«哲学研究»ꎬ在海德格

尔那里叫«哲学论稿»ꎮ 这事值得我们好好想一

想ꎮ 他们之所以连个书名都取不出来了ꎬ是因为

旧哲学气数已尽ꎬ而他们做的是另外一种新哲

学ꎬ用传统哲学的方式已经无法命名了ꎮ 而且我

们看到ꎬ这两本书都不是体系化的ꎬ而是碎片化

的ꎬ都是由 ３００ 个左右的片段和笔记构成的ꎮ 这

是哲学和思想的“命”ꎬ我这里就不展开说了ꎮ
总之我认为ꎬ海德格尔的«哲学论稿»是 ２０ 世纪

最神秘的一本书ꎬ特别不好懂ꎮ 我试着来理解其

中所谓的“时—空” (Ｚｅｉｔ － Ｒａｕｍ)ꎮ 比如其中有

这样一段“鬼话”:
“时间—空间乃是本有之转向轨道的被

居有的开裂ꎬ是那种在归属性与召唤、存在之

离弃状态与招呼(存有本身之颤动的战栗!)
之间的转向的被居有的开裂ꎮ 切近与遥远、
空洞与赠与、激昂与迟疑ꎬ所有这一切都不能

从通常的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出发而得到时

间—空间上的把握ꎬ相反地ꎬ在通常的时间观

念和空间观念中蕴含着时间—空间的隐蔽本

质ꎮ” 〔１７〕

这种非哲学、半诗性的思想表述当然是令人

崩溃的ꎬ我得承认自己虽然知道其中暗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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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ꎬ但没有充分的能力把这种暗示明确地转述

出来ꎮ 所谓“本有”(Ｅｒｅｉｇｎｉｓ)即“存在之真理”ꎬ
是后期海德格尔用来替代他所思的 “存在”
(Ｓｅｉｎ)的ꎬ其实依然可以理解为“存在”ꎻ而所谓

的“转向”(Ｋｅｈｒｅ)同样是一个关键词ꎬ是海德格

尔所思的“存在历史” (Ｓｅｉｎ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现象ꎬ这
里指的是“另一个转向”即从形而上学(所谓“存
在之离弃状态”)向“另一开端”的“转向”ꎮ 可见

海德格尔所思的“时—空”是“另一个转向”的时

空经验ꎬ甚至可以直接说是后形而上学时代的时

空经验ꎬ这种经验必须破除“通常的时间观念和

空间观念”ꎮ
这个“时—空”不分的“时”和“空”意味着什

么呢? 以我的简单理解ꎬ“时”就是我们此时此

刻正在承受的这种“流逝”ꎬ这种“流逝”是往外

推移的ꎬ海德格尔说是一种由内而外的“移离”
(Ｅｎｔｒüｃｋｕｎｇꎬｒｅｍｏｖａｌ ｕｎｔｏ)ꎬ用前期海德格尔的说

法ꎬ也可以说是一种由内而外的“绽出”(Ｅｋｓｔａｓｅ)ꎮ
另一方面ꎬ如果说“时”是一种“外推”ꎬ一种“外
化”ꎬ一种由近及远的出离ꎬ那么ꎬ“空”就是一种

“内推”ꎬ是一种由外而内的“内化”ꎬ海德格尔用

“迷移”(Ｂｅｒüｃｋｕｎｇꎬｃｈａｒｍｉｎｇ － ｍｏｖｉｎｇ － ｕｎｔｏ)来
加以描述ꎬ实即一种由远及近的吸引ꎮ 比如我在

做讲演ꎬ在座听众友好地看着我ꎬ毫无敌意ꎬ这个

“空”的推移就比较好ꎬ是一种吸引ꎬ相互的吸

引ꎻ但如果大家用一种紧张的、慌乱的、恐惧的目

光看着我ꎬ那么这种推移就比较麻烦ꎬ对我构成

一种巨大的压力ꎬ在这个压力下我是会缩小的ꎮ
所以ꎬ这里有一个“时—空”不分的“时”和“空”ꎬ
这个“时”是一种往外走的“流逝”ꎬ而“空”则是

一种由内而外的吸引和压力ꎮ 这是海德格尔想

讲的“时—空”ꎬ是在一个具体的语境里面真实

的发生ꎬ是所谓“移离”与“迷移”共属一体的发

生ꎮ 我们似乎也不能说ꎬ这个“时”是主观的ꎬ这
个“空”是客观的ꎬ在此时此刻发生的还没有主

客之分ꎬ我们承受着“时”意义上的流逝或外推ꎬ
以及“空”意义上的引和压或者外推ꎬ这才是最

原初意义上的“时—空”ꎮ

人在“时—空”之“瞬间”中承受这种内—外

与外—内的推移———外推和内推ꎮ 这种向外与

向内的推移是一种在此时此刻一并发生的ꎬ也可

以说ꎬ外化—内化ꎬ出—进ꎬ流失—接纳ꎬ这样一

些“之间”关系是在此时此刻一并发生的ꎬ这样

的“之间”就是我们实际承受的“时—空”ꎮ 海德

格尔在“时空”中间加一横来表明这种“之间”关
系ꎮ 我们大概可以说ꎬ传统意义上的时间和空间

是被抽象的线性维度ꎬ而 “时—空” 是要承受

(ｔｒａｇｅｎ)的ꎬ是要我们自己“扛”着的ꎮ 我们每时

每刻都在承受这种 “时—空”ꎬ 它是具体的ꎬ
“时—空” 意义上的 “时” 的流逝和外推ꎬ以及

“时—空”意义上的“空”的吸引和压力ꎮ 它们是

我们当下“扛”着的ꎬ或者说“受”着的ꎮ 这种原

初的时空经验是无以言表的ꎬ是不无神秘的ꎮ 总

之ꎬ海德格尔的大致想法是ꎬ传统被维度化的“线
性时间”和“抽象空间”不是原生的ꎬ而是衍生

的ꎬ是从他所谓“时—空”即生活世界中真实发

生的具体的、整体的“时—空”经验中派生出来

的ꎮ

四、新生活世界的时空经验

现在让我们来做个总结ꎮ 我上面讲了ꎬ尼采

的“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学说给我们提供了一种

新型的、非线性的时间理解ꎬ一种专注于当下时

机化生成的 “圆性时间” 观ꎮ “瞬间” ( Ａｕｇｅｎ￣
ｂｌｉｃｋ)是过去与未来的“碰撞”之所ꎬ是创造性的

“瞬间—时机”ꎮ 所谓“圆性时间”不是自然人类

的时钟时间ꎬ也不是科学(物理)计算的时间ꎬ而
是艺术创造的“时机”———其实这里不应该说艺

术创造ꎬ而毋宁更是在“人人都是艺术家”意义

上来说的ꎬ我们每个人都是创造性的个体ꎬ每个

人都有这种创造性时机ꎮ 只要“时机”合成ꎬ个
体生命是可以通过奇异化和差异化的创造性活

动获得意义的ꎮ 艺术的形而上学性由此获得重

新确认ꎮ
接着到了海德格尔ꎬ他所谓的“瞬间时机场

所”是一种原始的瞬间—时机(Ｋａｉｒｏｓ)与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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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Ｔｏｐｏｓ)一体贯通的“时间—空间” (“时—
空”)ꎮ 这里我用了两个希腊文ꎬ一个是 Ｋａｉｒｏｓꎬ
另一个是 Ｔｏｐｏｓꎬ即“瞬间—时机”(Ｋａｉｒｏｓ)与“位
置—空间”(Ｔｏｐｏｓ)ꎮ 这种“时—空”意义上的空

间不是物理学的抽象的绝对空间ꎬ而是“位置空

间”ꎬ一个物体放在那儿就有一个位置ꎬ一个位置

就是它的空间ꎬ所以空间是多样的、具体的ꎬ每个

物体都有它的空间ꎬ都有自己的 Ｔｏｐｏｓꎬ这种空间

是不空的ꎬ而是“实性的”ꎬ所以也许可以称之为

“实性空间”ꎮ “瞬间—时机”与“位置—空间”连
在一起ꎬ就叫“时间—空间” (Ｚｅｉｔ － Ｒａｕｍ)ꎬ一个

“时—空”相通的境域ꎬ一种本源性的未分化的

“时—空”ꎮ 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ꎬ这就是存在

之真理(“本有”)发生的原始境域ꎻ我认为ꎬ这也

是人在生活世界里的实际处身承受ꎮ 我们每个

人都在承受ꎬ都在担着扛着ꎬ我们担着扛着ꎬ我们

才能活下来ꎬ然后我们才可能进行时间和空间抽

象ꎬ才能测量和计算时间和空间ꎮ 我首先要承受

着ꎬ要是我承受不了了ꎬ扛不下去了ꎬ这时还去计

量吗? 计量还有意义吗?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弄

清楚ꎬ到底哪个是更为原本的? 这实际上又回到

了前面讲过的康德和哈曼之争ꎬ到底是艺术更原

本还是科学更原本? 这就是问题所在ꎬ我说的是

每个人在生活世界里实际的处身和承受ꎮ
时间为什么是圆的? 现代哲学和科学已经

作出了证明ꎬ但实际上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个体

对自己生命的经验ꎬ对自己生活世界的理解ꎬ这
才是最重要的ꎮ 就是说ꎬ我们每个人要自己去经

验ꎬ在经验中证明ꎬ这个经验和证明的过程也就

是每个人生命的展开和完成ꎬ这才是关键点所

在ꎮ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经验和世界经验是个体

化的、差异化的ꎬ我们根本就不可能一样ꎮ 为什

么我们今天还需要哲学和艺术? 原因之一是现

代技术工业正在把我们变得一模一样ꎬ变得毫无

差别ꎮ 世界已经被抽象了ꎬ物已经被同一化了ꎮ
我们已经离开了自然生活世界ꎬ面对的是一个完

全同一化、同质化的机械世界ꎮ 这时候我们的经

验就飘起来了ꎬ无法落地ꎮ 尼采哲学为什么有力

量? 我认为他始终是要告诉我们ꎬ实际上每个人

的生活都是每个人自己的ꎬ必须自己去“扛”起

来ꎬ就是刚才我说的“承受”ꎬ我们要去“承受”ꎬ
“承受”是第一位的ꎬ后面才有其他的经验ꎬ诸如

科学的经验、物理的经验等ꎮ
下面这个问题是我向自己提出来的:圆性时

间和实性空间是技术生活世界的时空经验吗?
这是我最近一段时间在思考的问题ꎮ 这个问题

有一个前提ꎬ即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或者说还在发

生一个变换ꎬ即自然生活世界向技术生活世界的

转换ꎮ 传统的宗教、哲学、艺术都是自然人类的

精神表达方式ꎮ 但我们今天不管在精神还是在

肉体上都被非自然化了ꎬ在两个多世纪的工业化

进程中ꎬ人类的生存环境已经全面恶化ꎬ我们的

身体已经被彻底改造了ꎬ今天的人类已经不是

１００ 年、２００ 年前的自然人了ꎮ 肉身如此ꎬ精神亦

然ꎬ我们的精神已经被规划、被计算、被数据化和

网络化了ꎮ 今天我们还离得开手机吗? 手机不

但比任何工具更重要ꎬ比书本更重要ꎬ甚至成了

我们身体的一部分ꎮ
假如上面这个说法是成立的ꎬ即人类已经开

始从自然人类文明向技术人类文明过渡ꎬ那么我

们就要提出一个问题:我们今天需要什么样的时

间和空间经验? 因为时间和空间经验是人类生

活世界经验中最基本的要素ꎬ其他经验都是以时

间和空间经验为基础的ꎮ 而且我们已经说过ꎬ线
性时间观和抽象空间观是自然人类的时间和空

间经验ꎬ差不多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时间和空

间经验ꎬ那么ꎬ我们要考虑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

了:何种时间和空间经验构成我们新时代的、新
人类的、新文明的时空经验? 是我们从尼采那引

发出来的“圆性时间”以及从海德格尔那里阐发

出来的“时—空”吗?
根据我上面的讨论ꎬ尼采和海德格尔对于时

代和文明大变局以及相关的时空经验之变显然

是有清晰意识的ꎮ 尼采借助于与“末人” (被技

术化的“最后的人”)相对的“超人”概念ꎬ表达了

他的“未来人”理想ꎬ认为人类需要一种力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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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制今天的技术化进程ꎬ恢复我们的自然性ꎮ 这

种力量是什么呢? 在尼采那里就是艺术和哲学ꎬ
“超人”显然也与他所谓的“艺术家—哲学家”类
型相关ꎮ “艺术家—哲学家”作为肉体当然也在

不断地被技术化———被规划和被计算ꎬ但这个理

想的类型传达了人类的一种抵抗ꎬ要抵抗不断加

速的技术化ꎬ不能就这样放任下去ꎬ不能放任自

然人类的非自然化进程ꎬ不能放任技术工业把每

个物都同质化ꎬ把每个人都同一化ꎮ 如我所言ꎬ
保卫个体自由是艺术与哲学共同的未来使命ꎮ
所以ꎬ面对不断被技术化的自然生活世界与需要

自然化的技术生活世界ꎬ尼采提出了自己的“超
人”理想ꎮ 这个“超人”是权力意志和相同者的

永恒轮回学说所要求的ꎬ是存在者整体之真理的

承担者ꎮ 也许在这时候ꎬ我们才能够理解海德格

尔的一个说法:“因为只有在对超人的展望中ꎬ相
同者之永恒轮回的思想才能够结出果实ꎮ” 〔１８〕 而

最早由尼采启发出来、由海德格尔进一步展开的

本源性的“时—空”经验ꎬ理当被理解为“超人”
重获自然性的动力要素ꎮ 我们必须要有这种本

源性的“时—空”经验ꎬ让我们以“超人”的方式

去承受这个被技术化的生活世界ꎮ〔１９〕

艺术和哲学的使命是什么? 现在回过头来

看ꎬ２０ 世纪初由胡塞尔发起的现象学使欧洲哲

学得以重启ꎬ并且开创一种关联性思想方式ꎮ 这

就为一种新时空经验的生成做了准备ꎮ 关联性

思维的生成和发育是现象学之后西方哲学和艺

术的最重要标志ꎮ 传统欧洲的超越性思维———
哲学—科学的形式性思维和宗教的神性思

维———已经抽空了自然人类的生活世界以及生

活世界经验ꎬ我们只拥有一个抽象的疏离的世界

了ꎮ 现代哲学旨在破除“线性—计算时间观”ꎬ
开启一种“圆性时间观”ꎻ当代艺术旨在破除“几
何—抽象空间观”ꎬ开启一种“具身空间观”ꎮ 时

间和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体的ꎬ现当代的艺术

和哲学实际上已经是“哲学化的艺术”与“艺术

化的哲学”ꎮ 我们也可以说ꎬ主要由现代思想开

启的新 “ 时—空” 观———圆性时 间 与 实 性 空

间———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ꎬ它在哲学上开启了

一种关于时间和空间以及我们的生活世界的更

原初、更本真的经验ꎬ这种经验更多地在战后的

当代艺术中获得了回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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