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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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称，中国有句古老的诅咒（与中国无关——可能是某个西方观察家发明
的）说：“愿你生活在有趣的时代！”①（May you live in interesting times!）——
有趣的时代指的其实是烦恼、困惑和痛苦的时代。而在西方“民主”国家，我
们似乎最近看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证明我们生活在一个有趣的时代。
毛泽东最著名的一句话是。“天下大乱，形势大好”。很容易理解毛泽东在
这里的意思：当现有的社会秩序正在瓦解时，随之而来的混乱为革命力量提供
了果断行动和掌握政治权力的绝佳机会。今天，天底下当然有很大的混乱，新
冠病毒大流行病、全球变暖、新冷战的迹象，以及世界各地爆发的民众抗议和
社会对立，这些只是困扰我们的几个危机。但是，这种混乱是否仍然使情况变
得很好，还是让自我毁灭的危险太高？毛泽东心目中的情况与我们自己的情况
之间的区别，可以通过一个微小的术语区分来最好地呈现。毛泽东谈到了混乱
的天“下”，其中“天”或任何形式的大他者——历史进程的不可阻挡的逻辑、
社会发展的规律——仍然存在并谨慎地调节着社会混乱。今天，我们应该谈论
天本身是混乱的。我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
在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的经典民主德国小说《分裂的天堂》
（1963 年）中，关于分裂的德国的主观影响，曼弗雷德（他选择了西方）对他
的爱人丽塔说，当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时。“但即使我们的土地被分割，我们仍然
共享同一个天堂”。丽塔（选择留在东方）痛苦地回答说。“不，他们首先分割
了天堂。”这部小说提供了正确的见解，即我们“尘世”的分裂和争斗最终总是
建立在“分裂的天堂”之上；也就是说，在我们所居住的（象征性的）宇宙中，
存在着更为激进和排他的分裂。今天的情况不是像冷战时期那样，天堂被分为
两个领域，两个全球世界观相互对峙。今天，天堂的分割似乎越来越多地在每
个特定的国家内划定。在美国，民粹主义的另类右派和自由民主的建制派之间
存在着一场意识形态和政治内战。在欧洲，新冠病毒否认者正在成为一个真正
的民众运动……共同发展的步伐越来越小，反映了正在进行的物理公共空间的
封闭，这发生在一个多重交叉的危机意味着比以往更需要全球团结和国际合作
的时候。是什么阻碍了全球的团结与合作？
这句话其实是一种反讽，其中“有趣的时代”（interesting times）暗示着“动荡和纷乱”，
带给普通人的可能是痛苦。实际上“无趣的（uninteresting）时代”、即和平与安宁，才能让普
通人感到幸福——然而显然，中国从来没有类似的诅咒。网传是译自冯梦龙《醒世恒言》的
“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
。——译注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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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许多左派人士痴迷于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批判，以至于他们忽
略了一个大的变化，即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变到一个奇怪的后资本主义，一
些分析师称之为“企业新封建主义”。当由于“一般智力”（社会知识和合作）
在财富创造中的关键作用，财富的形式与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越来
越不相称时，其结果不是像马克思所预期的那样，资本主义的自我解体，而是
由剥削劳动产生的利润逐渐转变为由“一般智力”和其他公共资源私有化所占
有的地租。让我们以比尔·盖茨为例：他是如何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的？
他的财富与微软所销售的产品的生产成本无关（人们甚至可以说，微软支付给
其知识工作者的工资相对较高），也就是说，盖茨的财富不是他成功地以比竞争
对手更低的价格生产出好的软件的结果，也不是对其雇佣的知识工作者更高的
剥削。那么，为什么数百万人仍在购买微软？因为微软把自己强加为一个几乎
普遍的标准，（几乎）垄断了这个领域，是一种“一般智力”的直接体现。杰
夫·贝索斯和亚马逊、苹果、Facebook 等都有类似的情况。在所有这些情况下，
公地本身——平台（我们社会交流和互动的空间）——被私有化，这使我们、
他们的用户，处于向作为我们封建主的公地所有者支付地租的农奴地位。关于
Facebook，“由于马克·扎克伯格在 Facebook 高层不可动摇的地位，他‘单方面
控制了 30 亿人’，举报人 Frances Haugen 告诉英国议员，她呼吁进行紧急外部监
管以控制该科技公司的管理并减少对社会的伤害。”1现代性的巨大成就，即公
共空间，就这样消失了。
但是，使情况真正危险，把我们推入新的野蛮状态的是，这些全球私有化
的公地与新一波强烈的民族国家竞争并存，这直接违背了建立与我们的环境相
关的新模式的迫切需要，这种激进的政治 －经济变化被彼得·斯洛特戴克
（Peter Sloterdijk）称为“野生动物文化的驯化”。到目前为止，每种文化都对
自己的成员进行约束/教育，并保证他们之间的公民和平，但不同文化和国家之
间的关系长期处于潜在战争的阴影之下，每个和平时代都不过是暂时的停战。
一个国家的全部伦理在最高的英雄主义行为中达到顶峰，即准备为自己的民族
国家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意味着国家之间的野蛮人关系成为国家内部伦理生活
的基础。
今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正在进行的公地私有化非但没有使文化（之间
的关系）文明化，反而破坏了每一种文化中的伦理实质，把我们推回了野蛮状
态。然而，当我们完全接受我们生活在地球飞船上的事实时，迫切要求的任务
是在所有人类社区之间实行普遍的团结与合作。没有更高的历史必要性将我们
推向这个方向，历史不在我们这边，它倾向于我们的集体自杀。正如瓦尔
特·本雅明所写的那样，我们今天的任务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列车，而是在我
们都在后资本主义的野蛮状态下完蛋之前完成紧急突破。最近几个月，新冠病
毒大流行的危机与正在发生的社会、政治、气候和经济危机交织在一起的方式
往往令人震惊，这一点越来越明显。这场大流行病必须与全球变暖、爆发的阶
级对立、父权制和厌女症以及其他许多正在发生的危机一起处理，这些危机与

它产生共鸣，并在复杂的相互作用中相互联系。这种相互作用是无法控制的，
充满了危险，我们不能指望天堂里的任何保证来让解决方案清晰地成为可能。
这样一个危险的情况使我们的时刻成为一个突出的政治时刻：情况显然不是很
好，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必须行动。
我认为只有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中国现在发生的事情。最近中国
反对大公司的运动和在北京开设专门促进小公司的新证券交易所，也可以看作
是反对新封建公司主义的举措，即试图使“正常”资本主义回归。这种情况的
讽刺性是显而易见的：需要一个强大的共产主义政权来保持资本主义的活力，
以抵御新封建公司主义的后资本主义的威胁……因此，我非常感兴趣地关注中
国共产党的主要思想家、现任党的政治局常委、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主任王沪宁的文章。王沪宁正确地强调了文化在符号虚构中的重要作用。反对
“现实的虚构性”（“我们所感知的现实是否只是虚构？”）这一话题的真正的唯
物主义方式不是严格地区分虚构和现实，而是关注虚构的现实性（reality of
fictions）。虚构并不在现实之外，它们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互动中，在我们的制度
和习俗中被具体化了——正如我们在今天的混乱中所看到的：如果我们破坏了
我们的社会互动所基于的虚构，那么我们的社会现实本身就开始崩溃了。
王沪宁称自己为新保守主义者（neo-conservative）——这意味着什么？如
果相信我们的官媒，那么王沪宁是最近中国政治新动向的反对者。当我读到中
国政府下令禁止“996”时，我必须承认我的第一个联想是性方面的。在我们的
俚语中，“69”指的是男性对女性进行舔阴、同时女性对男性进行口交的姿势。
而我认为“996”指的是一些在中国流行的更倒错的性行为，涉及两个男人和一
个女人（虽然还缺一个女人）。然后我才了解到，“996”指的是中国许多公司强
制的残酷工作节奏（每天上午 9 点到晚上 9 点，一周 6 天）。但在某种意义上，
我并没有完全错：中国正在进行的运动有双重目标：更多的经济平等，包括更
好的工作条件，同时消除西方流行文化中的性、消费主义和饭圈要素。
那么，在今天的条件下，何谓新保守主义者？2019 年 10 月中旬，中国媒体
发起攻势，宣传“欧洲和南美的示威活动是西方纵容乱港行径的直接结果”。中
国前外交官王震在《新京报》发表的一篇评论中写道：“‘混乱的香港’的灾难
性影响已经开始影响西方世界。”也就是说，智利和西班牙的示威者正在从香港
获得启示。按照同样的思路，《环球时报》的一篇社论指责香港示威者“向世界
输出革命”。“西方正在为支持香港的暴乱付出代价，它迅速点燃了世界其他地
区的暴力，预示着西方无法控制的政治风险。……西方有很多问题，有各种不
满的暗流。其中许多问题最终会以发生在香港的抗议活动一般的方式表现出来”。
还有不祥的结论。“加泰罗尼亚可能只是一个开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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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巴塞罗那和智利的游行示威并非真的师从香港，但这些示威爆发出的
普遍不满情绪显然蛰伏已久，只不过是等一个导火索而已。因此，即使特定的
法律或措施被废除，抗议活动仍在继续。共产中国谨慎地利用全世界当权者对

反叛民众的团结，警告西方不要低估他们自己国家的不满情绪（就算再怎么有
意识形态分歧和地缘政治冲突，他们都有相同的基本利益，那就是保住鸟位）
但这种防御有用吗？
在对东欧共产主义垮台的解释中可以看出于尔根·哈贝马斯其实是位究极
左翼福山主义者，他默默地接受了：现有的自由民主秩序是可能的最佳秩序，
虽然我们应该努力使它更加公正，但我们不应该挑战它的基本前提。这就是为
什么他恰恰赞同许多左派人士所指称的“东欧反共抗议活动的最大缺陷”：这些
抗议活动不是由任何对后共产主义未来的新愿景所激发的。正如他所说，中欧
和东欧的革命只是“纠正”或“追赶”（nachholende）的革命，其目的是使这些
社会获得西欧人已经拥有的东西；换句话说，回到西欧的正常状态。
然而，法国的“黄背心”（gilets jaunes）、西班牙的抗议活动以及今天其他
类似的抗议活动绝对不是追赶运动。他们体现了人们对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深
刻不满，这不能不说是对资本主义的深刻不满。然而，新的是，民粹主义的右
派已经证明比左派更善于引导这些爆发的方向。因此，阿兰·巴迪欧完全有理
由对青年党说“Tout ce qui bouge n’est pas rouge”——所有移动（制造骚乱）的
东西都不是红色的。今天的民粹主义右派参与了以左派为主的民众抗议活动的
悠久传统。中国似乎在这里选择了新保守主义的一面：用一个强调爱国主义和
传统价值观的强大民族国家来控制现代全球经济的潜在破坏性动力。这种做法
的极限在哪里？
卡洛·金斯堡（Carlo Ginzburg）曾提出，对国家的羞愧，而不是对国家的
热爱，可能才是归属感的真正形式。①这种羞耻感的最好例子发生在 2014 年，
当时数百名大屠杀幸存者和幸存者的后代在周六的《纽约时报》上买了广告位，
谴责所谓的“对加沙巴勒斯坦人的屠杀，以及对曾经巴勒斯坦地区的持续占领
和殖民化”。他们声明：“我们对以色列社会对巴勒斯坦人极端的、种族主义的
非人化（dehumanization）感到震惊，这种情况在如今登峰造极。”也许，如果
一些以色列人鼓起勇气，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对以色
列本身感到羞耻——当然，不是对作为犹太人感到羞耻，而是相反，是犹太教
本身最宝贵的遗产正在蒙羞。“无论我的国家是对是错”是最令人厌恶的格言之
一，它完美地说明了无条件的爱国主义的问题。今天的中国也是如此。只有公
共地使用理性的空间里，我们才能进行批判性思考。康德在他《什么是启蒙》
的著名段落中，将理性的“公共”与“私人”使用对立起来：“私人”不是指
（相对于公共关系的）私密空间，而是指个人认同于特定的共同体－体制；而
“公共”乃是理性超越国界的普遍性：②
“我向你保证，即使是在荷兰，即便一个人完全没有对国家（national）的自豪，但也会
有一种对国家的羞愧。最无足轻重的荷兰人仍然是一位公民，而最伟大的德国人却不是。……
“尽管是一个相反的启发，这仍是一个启发。……羞愧是一种向内转的愤怒。而如果举国
都感到羞耻，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像一头蹲在地上亟于一跃的狮子。我必须承认，在德国，甚至
这种羞愧都不曾产生；相反，这些可悲的人们仍然是爱国者。”
见，1843 年 3 月马克思在前往荷兰的内河客船上致卢格的信。——译注
②
见，康德：
《历史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译注
①

“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
类的启蒙。私下运用自己的理性往往会被限制得很狭隘,虽则不致因此
而特别妨碍启蒙运动的进步。而我所理解的对自己理性的公开运用，
则是指任何人作为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的那种运用。一个人在
其所受任的一定公职岗位或者职务上所能运用的自己的理性,我就称之
为私下的运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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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康德的启蒙公式并非“不要服从，自由思考！”，也不是“不
要服从，自由地思考和反叛！”，而是“自由思考，公开陈述你的想法，但是你
要服从！”这对疫苗怀疑者也是如此：你可以自由辩论，发表你的疑问，但一旦
公共当局发布规定，你就得遵守。如果没有这种切实可行的共识，我们将慢慢
陷入一个由部落派别组成的社会，正如许多西方国家那儿正在发生的那样。但
是，如果没有公共使用理性的空间，国家本身就会又一次成为私人理性的傀儡。
公众使用理性的空间并不和西方自由主义意义上的民主相等同——在他最后一
个活跃的年份，列宁本人看到了体现公众使用理性的这样一个机构的必要性。
在承认苏维埃政权的独裁性质的同时，他提议建立一个中央控制委员会：一个
独立的、具有“非政治性”的教育和控制机构，它由最好的教师和技术专家组
成，用以监督“政治化”的中央委员会及其机构。在“梦想”（列宁的表达方式）
关于这个中央控制委员要做的工作时，他描述了这个机构应该如何诉诸“一些
半幽默的技巧、鸡贼的装置、诡计或类似的东西。我知道，在西欧那些呆板而
严肃的国家，这样的想法会让人们感到恐惧，甚至没有一个正派的官员会考虑
这个问题。然而，我希望咱们还没有变得像他们一样官僚主义，在咱们中间，
对这一想法的讨论只是给大家提供乐子罢袅。的确，为什么不把快乐与实用结
合起来？为什么不采用一些幽默或半幽默的伎俩来揭露一些可笑的、有害的、
半可笑的、半有害的东西？”4
也许，中国也需要一个类似的中央控制委员会。它的首要任务将是注意到
毛主义的永久自我革命、反对国家结构僵化的永久斗争和资本主义的内在动力
之间深刻的结构同源性。我想，王沪宁默默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我很想在这里
套用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双关语：“与开银行相比，抢银行算得了什么？”：
与真正的文化大革命——资本主义再生产所必需的所有生命形式的永久解体相
比，陷入文革的红卫兵的暴力和破坏性暴动又算得了什么？今天，“大跃进”的
悲剧正在重演，转生为资本主义大跃进跑步进入现代化的喜剧，“小高炉进村”
的老口号转生为“摩天大楼进街道”。
一些憨憨的左派人士声称，正是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的遗产抵抗着肆
无忌惮的资本主义力量，防止了最严重的过度行为，保持了最低限度的社会团
结。然而，如果情况恰恰相反呢？如果说，在一种无意的、为此而更显残酷讽
刺的方式之中，文化大革命将其对过去传统的残酷抹杀作为一种冲击，为随后
的资本主义繁荣创造了条件，那又如何呢？如果中国不得不被加入纳奥米·克

莱因（Naomi Klein）的国家名单，在这些国家中，自然、军事或社会灾难为新
的资本主义爆炸扫清了障碍，那又如何呢？
因此，历史的最高讽刺是，正是毛本人通过撕毁传统社会的结构为资本主
义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意识形态条件。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对人民，特别是年轻
人的呼吁是什么？不要等着别人告诉你该怎么做，你有权利反叛！所以，你们
要自己思考和行动，破坏文物，不仅要谴责和攻击你们的长辈，还要谴责和攻
击政府和党的官员！扫除压迫性的国家机制，并在公社中组织自己的力量！而
毛泽东的号召被听到了——随之而来的是无拘无束的激情爆发，将所有形式的
权威去合法化，以至于最后，军队不得不介入以恢复秩序。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奇怪的时代。宗教和民族原教旨主义正在崛起，与
此同时，愤世嫉俗的不信也在崛起。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应该退一步，不要只
分析今天的意识形态的内容，而应该关注它们更多的形式特征。当我们说我们
相信或不相信一种意识形态时，我们是什么意思？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应该牢记，即使没有人真正相信，有些信仰也在社会上发挥着作用。我记得
在我年轻的时候，在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官方的意识形态甚至不被国家官员
认真对待——以这种方式，它完美地发挥了作用。当有人把官方意识形态看得
太重时，官僚们就会陷入恐慌——对他们来说，这是成为异见者的第一步。但
这并不意味着个人只是不信——他们表现得好像他们相信一样，这才是最重要
的。他们的信仰表现在他们的行动之中。
尼尔斯·玻尔为信仰在意识形态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完美的例子：看到他
门上的马蹄铁，一位惊讶的访客说他不相信马蹄铁能带来好运的迷信，玻尔对
此进行了反驳：“我也不相信它；我把它放在那里是因为有人告诉我，就算一个
人不相信它，它也是有效的！”这就是为什么当某种意识形态被强制执行时，人
们总是应该仔细分析这种强制执行的实际效果。我年轻时，在社会主义的南斯
拉夫，社会主义教育事实上惨遭失败：大多数学生只是无视它，他们的反应是：
“不要把它当回事，只要享受你的生活。”然而，一位老共产党员向我解释说，
这种表面上的失败其实是一种成功：当权者希望民众无视官方意识形态，只是
机械地参加官方仪式。因此，当我听说，今天在中国，学生们又被告知要阅读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时，我的问题是：这个禁令到底是什么意思？
意识形态的空间与规范我们日常互动的习俗，是模糊和不一致的。有些禁
令我们应该违反，但要谨慎地、不在公开场合违反。而反过来说，我们被给与
某些自由，条件是我们不使用它们——如果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就能获
得自由选择。(例如，在我的国家，如果我和我的朋友一起吃饭，而他是穷人，
当账单到达时，他应该坚持要 AA，但这时我应该坚持我买单，他也会很快接受）
我们的禁令本身就是被禁止的，也就是说，不能公开宣布。例如，在梆梆硬的
斯大林主义政权中，当然禁止公开批评领袖，但也禁止公开宣布这一禁令。没
有人公开说禁止批评斯大林，公开说这话的人会立刻消失。这就是我想知道的
关于中国的情况：这种明确和不成文的规则的复杂结构在那里是如何运作的？
为了进一步分析说了什么和没说什么、说了什么中隐含着没说什么之间的

复杂的相互作用，让我来看看恩斯特·刘别谦（Ernst Lubitch）的电影《妮诺契
卡》（Ninotchka）中一个关于辩证法的精彩笑话5：主人公去了一家咖啡馆，点
了没有奶油的咖啡；服务员回答道，“对不起，我们的奶油已经用完了，但我们
还有牛奶。我可以给你带来没有牛奶的咖啡吗？”在这两种情况下，顾客得到
的都是咖啡，但这“一杯咖啡”每次都伴随着不同的否定词，先是咖啡－不加
奶油，然后是咖啡－不加牛奶。这些台词在政治上有一个对应的说法：在社会
主义波兰的一个著名笑话中，一位顾客进入一家商店，问道：“你们有黄油吗？”
顾客得到的回答是：“对不起，我们是没有卫生纸的商店；街对面的商店是没有
黄油的商店！”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决定性否定”（determinate negation），与
抽象的否定相对：普通咖啡、不加牛奶的咖啡与不加奶油的咖啡在现实中是同
一种咖啡，但在我们的符号世界中，它们是不同的，它们体现了不同形式的否
定（或没有否定）。而政治也是如此吗？当一个处于从属地位的人或群体体验到
其社会地位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身份、而是一种“决定性否定”时，情况就会
被政治化。当一个女人体验到她的地位是“没有”（没有自由、没有经济权力等
等）时，她就成为了女性主义者。我们无法改变过去的现实，但我们可以也应
该让它出现被它所否定的污名。当一个女人在父权制社会中体验到她的身份以
“没有”为标志后，所有的过去都被改变了：我们学会在以前体验到的有机而
稳定的社会秩序中发现压迫和剥削的痕迹。这种确定否定的逻辑意味着意义的
回溯，伟大的英国保守派诗人 T·S·艾略特很好地表述了这一点：
“当一件新的艺术作品被创造出来时，所发生的事情是同时发生
在它之前的所有艺术作品上。现有的纪念物在它们之间形成了一种理
想秩序，这种秩序由于新的（现实中的）艺术作品在它们之间的引入
而被修改。在新作品到来之前，现有的秩序是完整的；为了在新事物
的监督下保持秩序，整个现有的秩序必须被改变，即使是轻微的改变；
因此，每件艺术作品对整体的关系、比例、价值都被重新调整；这就
是新旧之间的一致性。……过去应该被现在所改变，就像现在被过去
所引导一样。”6
让我们以莎士比亚为例：今天对《哈姆雷特》的伟大上演不仅仅是对该剧
的新的诠释，它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莎士比亚原作本身的不足——在写作时，
莎士比亚并不完全知道他在说什么，该剧充满了不一致，面向未来。而政治也
是如此。1953 年，中国总理周恩来在日内瓦参加结束朝鲜战争的和平谈判时，
一位法国记者问他对法国大革命有何看法；周恩来回答说，“现在说这些还为时
过早”。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对的：随着 90 年代末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解
体，争夺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地位的斗争再次爆发了。自由主义修正主义者试图
强加这样的概念：1989 年共产主义的消亡恰好发生在正确的时刻：它标志着始
于 1789 年的时代的结束，标志着由雅各宾派首次登上舞台以来的革命模式的最
终失败。过去的战斗今天仍在继续：如果一个激进解放政治的新空间将出现，
那么法国大革命就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僵局。

——法国大革命的例子使我们向哲学靠拢。为了命名这种复杂的对立面的
相互作用，黑格尔使用了一个独特的术语“绝对反冲”（“absoluter Gegenstoss”，
或者更简单来说，就是反推）：一个撤回动作创造了它所撤回的东西；在运动中
对立面的推理性重合，通过这种方式，一个事物从它自己的损失中出现了。
“因此，反思在它面前发现了一个它所超越的直接的东西，并且
它是从那里返回的。但这种回归只是反思在它面前发现的东西的预设。
因此，被发现的东西只有通过被抛在后面才会出现……反思的运动应
被视为对自身的绝对反冲。因为回到自身的预设只存在于回归本身之
中，而本质只能来自于此，并作为这种回归而存在。”7
因此，绝对反冲代表了对立面的根本重合，在其中，行动作为它自己的反
行动出现，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其中，极其消极的行动（损失、撤回）产生了
它“否定”的东西。“我们所发现的东西只有通过受到抛弃才会出现”及其反面
（“只有在回归行动之中”，我们所要回归之处才得以出现，例如那些通过“追
根寻族”而构成自己的民族）是黑格尔所说的“绝对反思”的两个面相：一种
不再外在于其对象、将其作为既定前提的反思，而是一种闭合回路并设置自身
前提的反思。
以英国对印度的殖民为例，首先是前殖民时代的印度的“无区分的多元性”；
然后是英国殖民的残酷介入，将殖民世界的结构强加给印度，并将西方的普遍
主义用于辩护殖民行为；随后是印度对殖民的抵抗，指出西方在殖民印度的过
程中背叛了自己的平等主义解放遗产。此时，反殖民斗争指向了建立世俗民主
印度国家的理想；虽然这个理想来自于西方，但是其的印度版本不是西方世俗
－平等主义精神和印度传统之间的“综合”，而是通过切断它在西方传统中的根
基并肯定其实际的普遍性来充分肯定西方平等主义精神。
在遗失某物的经验之前，不存在任何的东西——当然在失去之前还是有一
些东西（对印度来说，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传统），但这个传统是一个异质性的
混沌，与后来的民族复兴想要回归的东西毫无关系。这对所有失去和重获民族
身份的过程都是适用的。在其复兴的过程中，一个正在形成的民族将其目前的
结构体验为失去了一些珍贵的起源，并努力重新获得这些起源，期望回到起源
之中——然而，这种遗失的起源并不存在，它是通过其遗失和回归它们的经验
而构成的。这适用于所有的“回归起源”：当从 19 世纪开始，新的民族国家在
中欧和东欧不断涌现时，他们对“旧的民族根源”的回归产生了这些根源，产
生了埃里克·霍布斯鲍恩所说的“被发明的传统”8。
这样一种追溯性的运动并非只能发生在文化和象征空间中，难道我们的物
理现实不也是如此吗？在此，我需要讨论量子物理学。根据这一学科的理论，
要如何解释禁止我们在量子水平上获得对粒子的全部知识（以确定粒子的速度
和位置）的所谓“不确定性原理”？对爱因斯坦来说，这个不确定性原理证明
了量子物理学并没有提供对现实的完整描述，一定有一些未知的特征被其概念
装置所遗漏。相反，海森堡与玻尔等人坚持认为，我们对量子现实知识的不完

备性指向量子现实本身的诡异不完备性，而这种说法最早导致了一种惊人的本
体论观点。当我们想在一个人工（虚拟、数字）媒介中模拟现实时，我们不必
做到尽善尽美，而只需重现图像中能够为观众的视点带来现实感的特征。比方
说，如果背景中有一栋房子，我们不必通过程序构建房子的整个内部，因为我
们预计玩家不会想进入房子；或者，在虚拟空间中构建一个虚拟人仅限于设置
他的外表，而不需要操心内部器官、骨骼之类的东西。我们只需要附加一个程
序，能够在玩家互动需要时（比如说，如果他要用刀子深入虚拟人的身体）及
时填补这个空白即可。当我们模拟一个虚拟宇宙时，物体的微观结构可以是空
白的，地平线上的星星也可以看起来差不多就得了，因为没有人会闲的凑近了
观赏。真正有趣的是，我们完全可以用类似的想法解读探究宇宙中最微小的组
成部分时遇到的量子不确定性，将其视作我们所处模拟世界只具有有限分辨率
的特征，即当做（我们所能体验到的）现实本身的本体论不完备性的标志。也
就是说，我们可以想象有一位上帝正在为我们这些人类居民创造世界，好让我
们能够居住其中，而他的任务是
“可以通过仅为其居民提供他们有必要了解内容来简化工作。例
如，地球内部的微观结构可以是空白的，至少在有人决定深入挖掘之
前可以就这么摸了，哪怕有人真要一探究竟，细节可以根据需要赶工
填上。最遥远的恒星做成渣清就行，没有人会靠近它们来注意到不对
劲的地方。”9
这个想法的意思就是说，创造，或者说“编程”我们的宇宙的上帝摸得透
彻（或者说，他低估了人类智慧）：他认为我们人类不会成功地探究超过原子水
平的自然结构，所以他只给我们的宇宙编程到了原子结构水平——更微观的构
造就都是糊弄了事，就像 PC 游戏中不会给房子内部编程一样。然而，我们只能
通过神学－数字方式解读这一悖论吗？我们可以将其解读为我们已经生活在一
个模拟的宇宙中，也可以解读为现实本身的本体论不完整的信号。在第一种情
况下，本体论的不完全性被转换为认识论的不完全性，也就是说，不完备性被
视为另一个（秘密的，但完全实在的）机构构建模拟的宇宙所留下的影响。真
正困难的是接受第二个选择，即现实本身的本体论不完整性。也就是说，马上
就会的是一个巨大的常识性责难：这种本体论的不完备性对现实本身又何以能
够成立？难道现实不是由其本体论的完备性来定义的吗？如果现实“真的存在
于那里”，它就必须“一直”是完整的，否则我们面对的就是一个“悬在空中”
的虚构，就像非实质性东西的表象……但量子物理学的本体论含义似乎是，物
质现实本身已经是不完整的，向未来开放。
——T·S·艾略特在他的《对文化定义的笔记》中说，当保持一个宗教的
唯一方法是在它的尸体上进行宗派分裂的时候，唯一的选择是在异端和非信仰
之间进行。列宁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做的，毛泽东以他自己的方式做
到了这一点，而这也是今天必须要做的事情。

番外：原定于周六进行辩论的广告
今天，我们有两种哲学的终结。第一种发生在积极的科学中，慢慢地占据
了旧的形而上学猜测的领域。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实验物理学的技术进步开辟
了一个新的领域，在经典的科学世界里是无法想象的，那就是“实验形而上学”。
“从前认为只属于哲学辩论的问题已经被带入了经验调查的轨道”。10所检验的
适当的“形而上学”命题是偶然性的本体论地位、因果性的定位条件、独立于
我们观察的现实的地位，等等。这就是为什么霍金在他的《大设计》一开始就
胜利地宣称“哲学已死” 11 。随着量子物理学和宇宙学的最新进展，所谓的实
验形而上学达到了顶点：关于宇宙起源等的形而上学问题等等这些直到现在还
是哲学推测的话题，现在可以通过实验科学来回答，从而得到经验的检验……
“大脑升级”的前景是人类思维自然化的一种最终点：当我们的思维过程可以
直接与数字机器互动，它实际上成为现实中的一个对象，它不再是与外部现实
相对的“我们”的内在思维。
另一方面，在今天的超验历史主义下，关于现实的“天真”问题恰恰被接
受为“天真”，这意味着它们不能提供我们知识的最终认知框架。例如，福柯的
真理概念可以概括为：真理/非真理不是我们陈述的直接属性，而是在不同的历
史条件下，不同的话语产生各自特定的真理效应，也就是说，它意味着它自己
关于什么是“真”的价值标准。
“问题不在于在话语中属于科学性或真理范畴的东西与属于其他范畴的东
西之间划清界限，而在于历史地看到真理的效果是如何在既非真实也非虚假的
话语中产生的。
”12
科学用自己的术语来定义真理：一个命题的真理（应该用清晰明确的、最
好是形式化的术语来表述）是由任何人都可以重复的实验程序来确立的。宗教
话语以不同的方式运作：它的“真理”是通过复杂的修辞方式确立的，这些修
辞方式产生了一种居住在某个由更高的权力控制的有意义的世界中的经验。因
此，如果有人问仏柯一个大的形而上学问题，比如“我们有自由意志吗？”，他
的回答会是这样的。“这个问题只具有意义，它只能在某种认识论、知识/权力
领域内提出，这种认识论决定了它在什么条件下是真的或假的，而我们最终能
做 的 就是描述这种认识论。”对于福柯来说，这种认识论在德语中被称为
Unhintergehbares，即我们无法触及的背后的东西。是否有办法摆脱这种令人衰
弱的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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