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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今最著名的政治理论家之一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以例外状态、

赤裸生命为核心关键词建构起了围绕国家主权、个体生命、法秩序以及奥斯维

辛集中营的重新阐释，这一现代生命政治理论是现代生命政治理论体系中一个

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阿甘本对生命政治理论的建构借鉴了包括福柯、本雅

明、阿伦特以及卡尔·施密特等人在内的理论和观点，其中福柯对阿甘本的影

响、阿甘本对福柯某些关键词和理论的借鉴最值得关注。福柯对现代生命政治

的科学技术、医学技术与人口组织控制的关注发展了现代权力的技术控制一

面，而阿甘本则从福柯在晚年对生命政治权力的分类中看到了国家主权权力仍

然显性地存在于当下的生命政治当中，并且随时可以悬置法秩序，因此对个体

生命的控制将由技术控制转向例外状态的强制力控制，也从而产生了赤裸生

命。福柯与阿甘本之间这种影响、接受以及发展乃至分离的关系，使得现代生

命政治理论出现了多面向、多元化以及对现实批判性的鲜明特点。本文通过分

析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与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互相缠

绕的几个关键词、以及阿甘本在什么意义上发展了福柯乃至与福柯的生命政治

理论分离等三个问题，以期展现和阐释现代生命政治理论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现代生命政治理论对现实深刻的批判性以及现代生命该如何反抗以利于新主体

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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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哲学巨星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陨落之后，他晚年集中探讨的

问题——生命政治——为其他哲学家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前期理论条件。而意大利

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则是在生命政治这一研究领域继承福柯衣

钵而又往前继续推进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当我们在讨论现代意义上的生命政治（即福柯的

生命政治）时，我们必然要问这样的问题：对生命进行治理的权力是否是固囿在现代社会本

身上的一种治理形式，它与现代社会同生，甚至就是现代社会能够以技术治理的方式存在的

必然物？但与此同时，也会产生另一个令人疑惑的问题：既然现代社会必然采用技术控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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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生命，那么控制和管理到何种程度、以何种方式与何种手段才是人道与公正的方式？这

样的两个问题是我们在探讨福柯与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背后必然蕴含的对现代生命权力

的一种质询。 

 

一、福柯与生命政治 

 

在福柯的思想中，许多概念都是相互关联的，很难单独拿出一个概念进行独立分析，生

命政治（bio-politics）作为一个概念，又联系着生命权力（bio-power）、生命（bio）、生物

（zoe），以及抵抗、创造等观点。福柯所说的权力不同于国家机器的强制权力，国家机器的

权力是血与火的权力，而福柯所说的权力则是隐蔽的权力，它隐蔽在技术——生物技术、生

命技术、医疗技术、人口管理技术等——背后。现代技术所实施的对象是生物生命，它把人

看作是一系列可以通过技术进行控制、塑造和管理的生物存在。比如马克思把人看作是一种

类（species），人这个种类可以组织起来进行物质生产。但是马克思对人这种作为种类的研

究是为了阐释人被作为一种劳动力使用，实际上马克思并没有由此去研究这种把人作为一种

类去利用从而创造产品是一种权力在起作用，而是转而揭示经济压迫与阶级剥削。福柯与马

克思不同，福柯发现在机器工业出现以后人被作为一种生物人（man-as-being）被管理。而

在 17、18 世纪人被作为一种身体人（man-as-body）被控制，比如法国 17 世纪对麻风病人

的驱逐达到了顶峰，驱逐这个行为就是对人作为身体存在的一种控制。再比如监狱，在福柯

看来监狱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对犯了罪的人进行规训而出现的
3
。把人作为一种身体人，

就是把通过对人的身体进行驱逐或圈禁从而达到对之实施权力的目的。这种权力不同于通过

血与火的方式消灭人的身体，而是通过较之使之死亡更温和的方式将人进行控制、管理和规

训。福柯研究的权力是使人生的权力，但最终是为了唤起一种抵抗的力量，从而产生一种新

的生命。在使之生的权力中，人是作为一种身体的还是生物的存在并不取决于人自身，而是

取决于外在控制力量。而 20 世纪后半期，新兴技术尤其生物技术的大发展，人作为一种生

命（man-as-life）被各种话语所拘囿，这些话语有科技的分析、测量、采集数据、建立数据

之间的联系等，还有对人的各种关系的建构——人如何被嵌入一个家庭、一个社区、一所大

学、一个团体、一个党派乃至一个公司中去的。这些话语组成了各式各样的知识，所有纷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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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知识的核心就是对人的规训、控制和管理，这就是现代的生命权力。而生命政治则是

在对这种生命权力的抵抗中出现的，没有对生命权力的抵抗就没有生命政治的出现；只有对

生命权力进行抵抗，生命主体才会诞生，新的生命才被创造出来。而创造新的生命主体才是

生命政治的目的。在现代的生命权力治下，每一个个体生命都会被权力（科学技术）所衡量，

它变得重要还是可以忽略不计，很大程度上不是取决于生命个体本身，而是取决于权力的需

要。 

在福柯的观念里，权力与主体是不可分割的，他说：“为什么研究权力？这个问题就是

一个主体的问题。”
4
权力、主体密不可分，权力产生了权力需要的主体，而主体只有在抵抗

权力的过程中才能产生新的主体，即才能产生那种不是由权力锻造的主体。没有不是为了控

制主体而存在的权力，凡是权力都是为了控制和管理，即产生权力所需要的主体。关于权力

与主体的关系，福柯说得很清楚：“结论应当是这样的，我们当代的政治的、伦理的、社会的

和哲学的问题不是试图从国家机制中解放个体，而是从国家、从与国家密切相关的个体化中

解放我们。通过抵抗那强加在我们身上数个世纪之久的个体性中，去获得一种新的主体性。”

5
由此可见，福柯讨论权力，最终是为了讨论通过抵抗权力而获得一种新的主体。 

 

二、从福柯到阿甘本 

 

我们从下面三对概念的比较中分析阿甘本的生命政治观念与福柯的生命政治观念的联

系与区别。 

首先，bios 与 zoe 这一对子。福柯使用的是 bios 这个词，而阿甘本更倾向使用 zoe 这

个词。这两个词虽然都有“生命”之意，但差别却很大。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来说，bios 是城

邦公共政治生活中的生命，而 zoe 是家庭治理（administration of household）即“家政学”

（oikonomia）管理下的生命。城邦对于对古希腊的重要性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所有城邦

都是某种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因为人的一切行动都是为着他们所

认为的善），很显然，由于所有共同体旨在追求某种善，因而，所有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

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这种共同体就是所谓的

城邦或者政治共同体”
6
而 zoe 则是这样的生命，他们与自然、生老病死、吃穿用度等相关，

他们所遵从的法律是自然，是一切人、动物和植物的自然生死规律，是自然而然、顺其自然

的生命。这种政治生命与生物生命相区分的古希腊观念对阿甘本的影响很大。不过阿甘本对

zoe 这个词的使用更多的是在他所创造的词赤裸生命或裸命（bare life or naked life）这个意

义上使用的。赤裸生命不是动物生命，但也不是政治生命，它的存在形态是人，但他们不存

在政治生活当中，不会被政治所管理，同时也不被政治所保护，它还有一个名字叫神圣人

                                                   
4 Michel Foucault, The Subject and Power, in Critical Inquiry, Vol.8, No. 4 (Summer, 1982), pp.777-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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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3 页。 



（homo sacer）。 

福柯与阿甘本分别强调这个对子中的一个：与阿甘本相比，福柯并不关心 zoe 这种生物

生命，而是更关心 bios 这种政治生命。与福柯相比，阿甘本也并没有对 zoe 这种生物生命

进行专门的研究，而是将这种生物状态延伸出去，重新重视国家主权权力，从而创造了一个

新词——裸命。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阿甘本继承了福柯，也可以说阿甘本质疑了福柯。但

是质疑本身也是一种继承，所以说阿甘本是福柯权力观念的继承者之一也无不妥。 

其次，政治生命（bios）与裸命（bare life）这一对子也反映了福柯与阿甘本在思想上的

联系。福柯把权力分成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家机器的强力权力，这方面是宏观权力；另一

方面是微观权力，福柯把微观权力看作是来自技术管理对人的控制。福柯并没有否定国家机

器的暴力在当代社会消失了，而是认为那种以暴力为手段的权力在当今社会被以科学技术为

手段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前者隐在了后者的后面，并不代表前者消失了，而只能说

是更加隐蔽了。与福柯对权力的认识不同，阿甘本曾经批评福柯的权力过分注重对科学技术

控制的权力的强调，而忽视在当今社会国家机器的强制权力仍然是主流的权力。阿甘本对权

力的阐释来自于他对权力所造成的个体生命状态的认知，集中营中的生命状态就是他阐释这

种认知的最佳对象： 

 

见证人也无法准确地描述在集中营中的那些“活物”。埃默里和贝特尔海姆把他们叫做“行

尸走肉”
7
。卡皮把他们叫做“死活物”和“木乃伊人”

8
。莱维写到，“很难叫他们是活物”

9
。一

位在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里的证人说，“最后你根本区别不开活着还是死去”。“本质来说，区别

是极小的。我们是一副行走的骷髅架子；他们是一副一动不动的骷髅架子。但是还有第三种类型：

直挺挺地躺着的骷髅架子，不能动弹，但是仍然有轻微的呼吸”
10
。“没有面孔的展示”或者“影

子一样的存在”。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他们都居住在“生与死界限”——引用瑞恩和克劳兹斯基

对集中营的研究的题目，仍然是当今研究这个主题的唯一的专论。
11
 

 

而集中营中的生命状态是在国家机器的暴力统治之下的极端的生命状态，是界于生与死之间

的生命状态：被排斥于生之外，但是仍然有一丝气息，只作为动物形态存在着的，这就是阿

甘本所说的“裸命”，也即是“神圣人”或“牲人”。阿甘本在用这样一种极端暴力之下产生的极端

的生命状态来说明国家主权这一至高无上的国家机器的暴力统治对个体生命的屠戮。据此我

                                                   
7J ean Améry, At the Mind’s Limit: Contemplations by a Survivor on Auschwitz and Its Realities, trans. Sidney 

Rosenfeld and Stella P. Rosenfel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p.9. （原文注）Bruno 

Bettelheim, Surviving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Knopf, 1979. P.106. (原文注) 
8 A. Carpi, Diario di Gusen, Turin: Einaudi, 1993, p.17. (原文注) 
9 Primo Levi, Survival in Auschwitz and The Reawakening: Two Memoirs, trans. Stuart Woolf, New York: Summit 

Books, 1986, p.90. (原文注) 
10 Wolfgang Sofsky, The Order of Terror: The Concentration Camp, trans. William Templ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328n2. (原文注) 
11 Giorgio Agamben, Remnants of Auschwitz: the Witness and the Archive, trans. Daniel Heller-Roazen, Zone 

Books· New York, 1999, p.54-55. 



们可以理解阿甘本的生命政治是以国家暴力机器为主的控制之下的政治状况，这就是阿甘本

所说的“例外状态”。例外状态就是国家权力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状态，即国家处于一种被围

困状态，也有可能这种围困状态为假，而以此为理由实施对内暴力统治才是真。这样的例子，

阿甘本举过几例，比如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以宣称敌国来犯为由对内实行恐怖统治，再比如

美国总统小布什在“9·11”恐怖袭击之后对内颁布《爱国者法案》，这则法案实则就是对美国

国内实施的例外状态的统治。从阿甘本的例子中，我们进一步能够发现，例外状态在当今世

界并没有远离，也没有隐退，而是在有些时候就大摇大摆地以保卫国土免受外敌侵犯为由对

内实施收紧政策，用阿甘本的话说，即用政策的或国王的话语发布国家进入紧急（例外）状

态。但是在这一例外状态之下，个体生命的状态将面临着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活死人”一样

的威胁，个体生命将被碾压进国家主权的绞肉机中，而谁会被甩出国家主权这架机器之外？

谁又会被国家主权这架机器所保护？谁说了也不算，除了统治者和他们所操控的国家主权权

力。但可以想见的是，无论是在被国家主权所保护还是被甩出去，对个体生命来说，这种生

命权力都是极其残暴的。由此我们也会发现，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实际上是一种生命政治

的伦理学，正如阿甘本对福柯的批评：“他忽略了他理论表述中的伦理意义”
12
。即阿甘本批

评福柯只看到了权力的谱系，却忽略了对权力进行伦理批判的能力。阿甘本对福柯的批评可

谓一针见血。 

最后，对现代社会模式的认识不同也是福柯与阿甘本重要的区别之一。福柯把现代社会

比喻成全景式监狱： 

 

边沁（Benctham）的全景敞视建筑（panopticon）是这种构成的建筑学形象。起构造的基本

原理是大家所熟知的：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瞭望塔有一圈大窗户，对着环

形建筑。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每个囚室都贯穿建筑物的横切面。各囚室都有两个窗户，

一个对着里面，与塔的窗户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能使光亮从囚室的一端照到另一端。然后，

所需要做的就是在中心瞭望塔安排一名监督者，在每个囚室里关进一个疯人或一个病人、一个罪

犯、一个工人、一个学生。通过逆光效果，人们可以从瞭望塔的与光源恰好相反的角度，观察四

周囚室里被囚禁者的小人影。这些囚室就像是许多小笼子、小舞台。在里面，每个演员都是茕茕

孑立，各具特色并历历在目。敞视建筑机制在安排空间单位时，使之可以被随时观看和一眼辨认。

总之，它推翻了牢狱的原则，或者更确切地说，推翻了它的三个功能——封闭、剥夺光线和隐藏。

它只保留下第一个功能，消除了另外两个功能。充分的光线和监督者的注视比黑暗更能有效地捕

捉囚禁者，因为黑暗说到底是保证被囚禁者的。可见性就是一个捕捉器。
13
 

 

福柯引申了边沁的全景敞视建筑，形成了他的全景敞视主义理念，这个理念是他对现代社会

                                                   
12 Ibid., p.141.   
13 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年，第 224-225

页。 



权力运作机制的基本认识。在这个理念当中，我们会发现个体生命（疯人、病人或罪犯，还

可能是工人、士兵、职员或学生等）被置于权力的“捕捉器”之下。在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理

念中，我们会发现这样三个与暴力强制权力所不同的特征：一是看，在全景敞视监狱中，看

与被看是两重重要的关系，被看虽然是封闭在一定的空间中，但是那个空间却是透明的、敞

开的，而看的那一方却是隐蔽的，要通过一个隐蔽之“眼”（捕捉器）去捕捉那些透明的、敞

开的、被封闭在一定空间中的个体生命；二是捕捉器是权力两边的中心，它的存在让权力两

边建立起了关系，同时也让权力从这一方传递到另一方，而且阻隔了权力从另一方反传到这

一方，因此捕捉器就是权力之器，在福柯这里，这个权力之器不是血与火、刀与剑，而是封

闭、透明的空间由制度、规则、法律、习俗、文化、宗教、仪式等交织而成的关系，而这种

空间和关系的生成都要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医疗技术的发展。这个由封闭、透明的空间与

多种关系交织而成的关系以及现代科学技术、医疗技术这三者共同构成了福柯所谓的现代权

力，而这三者就是“捕捉器”，即权力之眼。三是话语，话语这个特征隐藏在前两个特征之中，

“捕捉器”看到了疯人、病人、罪犯、工人、士兵、职员或学生等的一举一动，而对这些人的

规训正是通过话语，而话语承载在现代科学技术和医疗技术之中，因此福柯对现代科学技术

与医疗技术对个体生命的控制的抵制极其强烈。 

以上全景敞视主义的三个特征如果被用来观察当下的社会的话，我们仍然会发现当下社

会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一个全景敞视式主义的社会，在当下的社会中，“捕捉器”一直都存在

着，而且有数量愈来愈多、质量愈来愈高、隐蔽性愈来愈高超、控制力愈来愈强大之势。三

个特征拧结成的三种关系时刻控制着个体生命。而在这种被控制当中，个体生命的异质性被

界定、被诠释和被控制；个体生命愈来愈远离自然、愈来愈接近科学和医学解释的那种现象；

个体生命愈来愈脱离它自身、愈来愈接近“捕捉器”希望它成为的那种对象。但是在全景敞视

主义的社会，个体生命如果不能被科学技术和医学技术所界定、诠释和控制的范围内就会被

认定为异质、异类、异端，这些所谓的异质的、异类的、异端的生命是溢出正常生命之外的

生命，他们或许被医学认定为麻风病人、精神疾患者、心理障碍者等，或者被科学技术认定

为嫌疑人、罪犯。福柯把个体生命要抵抗的对象放置在对科学技术与医学技术的警惕、怀疑

和批判上，但在阿甘本看来，还有一层空隙在福柯所谓的抵抗当中还没有被纳入其中，那就

是“例外状态”。而“例外状态”正是阿甘本补充福柯对现代权力认识的一个面向，由此面向出

发，阿甘本发现了现代生命政治的另一重含义。 

阿甘本非常强调空隙（lacuna）和悬置（suspension），因为阿甘本认为“空隙就是秩序

的悬置，从而确保秩序存在”
14
。那如何悬置从而产生了空隙？阿甘本认为：“法律秩序本身

在法律与运用法律之间存在裂隙，如此在这种极端状态下，只能用一种例外状态去填补，即

是说，制造一个地带，在此地带中，把法律的运用悬置起来，但是法律仍然存在，并发挥效

力。”
15
即是说，在例外状态中，法律仍然是存在的，并且是发挥效力的，但是在这种仍然发

                                                   
14 Giorgio Agamben, State of Excep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P.31. 
15 Ibid., p.31. 



挥效力的法律至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存在，那就是有权力宣布国家进入例外状态的国家

主权权力，而这个能够宣布国家进入主权高于法律的例外状态的主体就是国家权力本身，换

言之，国家权力有权力宣布国家进入例外状态。阿甘本的例外状态的理论来源于德国法学家

卡尔·施密特，后者提出主权与宪法之关系的学说，认为在宪法失效的时候主权可以承担起

宪法的作用，这时国家进入例外状态，而“主权者就是决断例外状态的人”
16
，因此主权者例

外于法律之外，是决定国家是否进入例外状态的人格化的主体。施密特对例外状态中的法律

与主权之间的关系的界定让阿甘本看到了法律与生命政治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例外状

态就是法律与生命政治之间相互作用过程中的一个结果：“例外并非是将自己从规则中扣除；

而是，规则悬置了自身，并产生了例外，而且透过维持自身与例外之间的关系，首先将自己

建立为一个规则。”
17
换言之：“法的生产来自于法的悬置（不适用），而构成了法适应的前提。”

18
 

福柯对生命政治权力的前后两分法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了阿甘本对国家主权的强制

权力在现代社会仍然存在这样的一个基本认识。福柯说：“现代形式的生杀大权是相对的和

有限的，而古代形式的生杀大权是绝对的，但是它们都是一种不对称的权利。君主只有在行

使或保留生杀大权时才会实施放生的权力。他只是通过有能力让别人死才显示出自己对生的

权力。事实上，被说成是‘生杀大权’的权力是‘让’别人死或‘让’别人活的权力。总之，它的对

象物是剑。”
19
这种掌握在以获取为特征的强权控制之下的生命是福柯所主张的现代生命权力

之前的生命，它与现代生命政治的权力控制是不同的，它以剥夺为特征，以杀戮为理由和手

段。但是福柯并没有因此而否认在现代生命政治之下暴力减轻或者暴力消失，而是相反，福

柯认为在现代生命政治权力之下的现代生命比以往更出于危险（被杀戮）之中：因为以杀戮

为理由和手段的古典权力下，杀戮变得赤裸裸而招致无情批判；而在以对生命进行控制、组

织和管理的现代生命政治权力下，杀戮变得隐晦。但正是因为它的隐晦性，反而让它变得更

加残暴和血腥。福柯说：“假若屠杀是现代权力的梦想，那么这不是古老的杀人权力在今天

的回潮。因为权力是在生命、人类、种族和大规模的人口现象的水平上自我定位和运作的。”

20 

在这个层面上说，福柯对阿甘本的例外状态观念的影响是很大的，阿甘本的例外状态由

主权权力发动，而且以保卫人民斗争成果为理由，比如阿甘本所举例法国大革命后期以及大

革命之后的政权，都以保卫人民的斗争成果为理由，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从而可以对外

发动保卫国家领土的战争，对内可以大肆实行铁血政策、屠杀人民。换言之，以人民的名义

屠杀本国人民或者外来者，就是现代生命政治权力下的生命政治状态。在这个意义上，阿甘

                                                   
16 Carl Schmitt, Political Theology: Four Chapters on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 trans. George Schwab,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c1985,p.5. 
17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trans. Daniel Heller-Roaze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8 
18 Ibid., p.18. 
19 福柯：《性经验史》，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101 页。  
20 同上，第 101-102 页。 



本对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的发展不是以批判为主，而是把自己对生命政治的理论直接假借在

福柯那些只是提出却并没有展开讨论的命题上，所以阿甘本直接继承了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

这一说法是完全成立的。 

 

三、阿甘本的三个层次 

 

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在以下三个方面相较于福柯延伸了生命政治的表述力度，从阿甘本的

生命政治理论去反观福柯，我们也会发现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中的一些未展开的面向。 

首先，主权与例外状态，例外状态是阿甘本的神圣人系列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正

是因为例外状态的出现，阿甘本的生命政治权力下的神圣人（赤裸生命）才会出现。阿甘本

的例外状态这个概念得益于对德国纳粹法学家卡尔·施密特的例外状态的概念，但阿甘本不

满足于施密特将这个概念与独裁、总统权力等具体的权力实施者联系起来，而是将这个概念

与古罗马时期法律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接续上，并与哲学家阿伦特对极权主义和集中营的

论述缠绕起来，从而形成了阿甘本基于罗马时期的法之悬置之特殊状态与现代极权主义结合

起来而形成了对例外状态的一种新的阐释。阿甘本认为例外状态就相当于古罗马时期的法律

上的一个重要的概念 Iustitium 的状态，Iustitium 是指中止一般执法活动：当国家出现危机

时，比如外敌入侵，罗马元老院便会发布 senatus consultum ultimum（final decree of the 

Senate,元老院的终极命令），要求执政官乃至整个罗马公民采取能够保卫国家的任何行动，

21
这个指令意味着国家进入了战争状态，比如抵抗侵略，或者对外战争，或者平息内乱甚至

发动内战等。Iustitium 意味着法律的停滞，国家进入另外一种状态：战争状态。而古罗马的

这种 Iustitium 的状态就是阿甘本所谓的例外状态，他把这种状态放置在现代社会中，发现

现代社会仍然存在着例外状态，只要把一般法律悬置，使其停滞在一定的时间中，代指以战

争状态，那么就意味着国家进入了例外状态，即例外状态出现了。因此例外状态的出现与暴

力、流血、内乱、战争等不无关系；而且例外状态一定是法的悬置，法的悬置不是说法不存

在了，也不是说国家不存在了，而是悬置起来了。例外状态也不意味着是因为独裁者或者独

裁政权的出现而导致的，例外状态与独裁没有必然的关系，独裁可以间接导致例外状态，但

是例外状态不一定意味着有独裁出现，而是例外状态一定意味着有战争（流血、暴力、内乱、

抵抗外侵、发动对外战争等）出现。在例外状态中，法悬置起来之后，在统治范围内，可以

对任何被认为侵犯了国家安全的人剥夺生存的权利，即可以被任何人不受法律约束和惩罚地

杀死。 

如果我们跳出古罗马在宣称进入例外状态的那个过程，从外面去观察例外状态出现的过

程，我们会发现，宣称法的有效性与宣称法被搁置（从而进入例外状态）这两个交叉互换的

程序是出自一个所谓的权力掌控者之手的，但是这个掌控者本身在例外状态之外必须被法所

                                                   
21 Giorgio Agamben, the State of Excep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p.45-46. 



规范，然而同时，这个掌控者有权力去宣布法处于悬置状态。换言之，权力者一方面要被由

他们所设定的法所规范，另一方面他们有权宣布法的悬置；或者说，法规范了权力者，但同

时也要被权力者所设定。因此这里有一个类似“第二十二条军规”
22
的荒诞性（黑色幽默）：权

力者、法与例外状态三者之间存在一种相互约束和交叉的关系，权力者界定、制造了法，而

法约束和规范权力者；权力者有权宣布法之悬置，从而让例外状态出现。在这三者当中，权

力者拥有一种法不能制约的权力，那就是权力者拥有一种将法悬置的权力；然而当权力者在

制定法时宣布自己也要受法之约束，但是除了一种权力不能受约束，那就是宣布法之悬置、

国家进入例外状态的权力。在这个意义上，例外状态是权力者独有的特权。 

其次，神圣人与罪人这两个对子是阿甘本对在例外状态之下出现的赤裸生命的内在性的

理解的最重要的两个概念，阿甘本在从理论上处理神圣人这个概念的时候就对神圣人与罪人

之间的关系有理解，因为阿甘本说神圣人这个概念是从本雅明的概念中借用过来的。本雅明

在《暴力批判》一文的最后提到神圣人与罪人之间的关系：若推论到西方文化的源头，神圣

人并非现代语义上的神圣之意，而是一个罪人：“追溯生命之神圣性的信条的起源可能是很

有价值的。也许，实际上也很可能，它是弱化了西方传统寻找它丢失在宇宙论的深奥

（cosmological impenetrability，宇宙论的不可贯穿、不可渗透）中的圣人的，相对晚近的，

最后一次错误的尝试。最后，这种关于人的神圣性的观念也为这样的反思奠定了基础；这里

被宣告为神圣的，根据古代的神话思想，乃是被标记的罪的承载者：生命本身。”
23
这个观点

的提出之后本雅明并没有在此文中作进一步的阐释，这个观点只是被用来进一步阐释生命本

身（bodily life）没有神圣性可言，人的生命本身与动植物的生命本身没有什么区别可言；并

且如果把这种生命本身的存在看作是比正义的存在地位更高的存在，那么这种观点是“错误

而可耻的”
24
；而之所以会产生这种错误而可耻的言论，是因为统治戒律在关于可以与不可以

杀人之间总是存在悖论：以正义之名去证明杀人的合理性，以目的判断手段的正当性，或者

以保卫人民生命安全为理由，发动全国之力去杀人，这是拿生命神圣为理论去把生命推向死

亡。在这个意义上，生命恰恰不神圣了，而是变成了杀人机器，或者被杀如草芥。生命神圣

变成了一个荒诞的、悖论的存在。本雅明提醒人们，所谓是生命神圣在古代神话思想中就是

将人当成一种身体的生命（bodily life）或者赤裸生命（the mere life in him），这种生命是罪

的承载者。阿甘本根据本雅明提供的这一线索，在古罗马法中发现了对这一生命的描述：神

圣人（homo sacer）。在古罗马法中，神圣人是这样的一种人，他们违背了对神的承诺，成

                                                   
22 美国小说家约瑟夫·海勒创作了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22），该小说成了黑色幽默小说的代表

作之一。在该小说中，第二十二条军规规定，只要证明自己精神上有病就可以不用参加飞行战斗，但是该

军规又规定，凡是认为自己精神上有病不适合参加战斗的人是不可能有病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后来进

入了英文词典中，专指那种荒诞性和悖论性的事物或逻辑。本文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意指在

法与例外状态之间存在一种无法解决的悖论性和荒诞性：权力者界定了法，同时法约束权力者，但是权力

者同时还可以悬置法，宣布国家进入例外状态。 
23 Walter Benjamin, 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 Volume 1, 1913-1926, eds. Marcus Bullock, Michael W. 

Jennings, trans. Edmund Jephcott,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 1996, pp.236-252. 
24 Ibid., p.252. 



为了被神所惩罚的人，但同时因为他们得罪了神所以不能用来做人祭的祭品；他们处于既不

受神保佑也不受世俗法律保护，他们可以被任何人在任何时间和地点不受任何惩罚地杀死。

因此阿甘本的神圣人也是一种罪人，这与本雅明所认为的生命本身在西方古代神话中的意义

是一致的。阿甘本从这一发现出发，进一步发现在例外状态之下神圣人的出现不仅仅在古代，

现代主权国家仍然会有神圣人出现，只要国家主权在，法秩序被悬置的时候就会存在，神圣

人就会出现。通过例外状态和神圣人，阿甘本发现了现代生命政治的另一面向，发展了福柯

在这一面向上阐释的不足。 

最后，灰色地带的生命是阿甘本在讨论集中营与现代社会这两个相互嵌合互为隐喻关系

的概念所发现的一种新形态的生命。阿甘本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解释紧接他对例外状态和赤

裸生命的解释，进一步揭开了赤裸生命的本质应该是什么样的，阿甘本对奥斯维辛的认识不

是为了去确证或者揭示历史真相，而是为了去认识在过去历史中人们对奥斯维辛的认识中所

没有认识到的东西，那就是受害者与施害者之间的灰色地带。阿甘本提到了在奥斯维辛集中

营中有一群专门对犹太人进行屠杀的人，这群人叫特遣队或别动队（the Sonderkommando），

他们负责把犹太人送进毒气室，然后从尸体上拔出金牙、剃掉头发、甚至剥下皮肤，然后把

尸体进行消毒、打捞、送进焚尸炉，最后负责打扫干净焚尸炉中的骨灰残骸。相对于被屠杀

的犹太人来说，这群特遣队的人由于所干的工作表明他们也不是纳粹制度下的正常（普通）

的人，他们把人送进地狱，他们也几乎看到了地狱之门另一边的景象。在纳粹统治之下，国

家主权悬置了国家主权之外的所有的法秩序和规范，也悬置了所有的伦理秩序和道德规范，

在被死亡与推动死亡之间、在受害者与施害者之间的灰色地带是以前人们在思考奥斯维辛时

所忽略的地方，而阿甘本从例外状态出发思考了赤裸生命状态，在那种例外状态之下，不仅

仅是死亡，还有比死亡更可怕的是每天都在将别人杀死的工作状态。阿甘本曾说过：“奥斯

维辛恰好就是一个例外状态与法秩序之间相嵌合的绝佳之地，在其中，极端处境变成了日常

生活的范式。”
25
在集中营与现代社会之间同样存在一个往往被人们忽略的中间灰色地带。阿

甘本通过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生命政治向人们揭示了一个被忽略的真理：对奥斯维辛的认识，

不是去为了揭示真相，因为凡是研究奥斯维辛的都打着要揭示真相的目的；而是，要看到奥

斯维辛是一个隐喻，在其中，生命变得暧昧不明，赤裸生命以及在赤裸生命与所谓的正常生

命之间的生命让见证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变得更令人不齿、更让人绝望。赤裸生命留给人们的

思索不仅仅在于这样的生命可以被不受任何惩罚地杀死，还在于执行者的生命亲眼见证了赤

裸生命的死亡，这种见证在某种意义上隐喻了现代社会生命政治的本质。正是在对集中营的

表述上面，阿甘本超越了福柯对现代生命政治的阐释，也是阿甘本与福柯分离最远的一次理

论建构。 

 

四、结论：反抗的阿甘本与阿甘本的反抗 

                                                   
25 Giorgio Agamben, Remnants of Auschwitz: The Witness and the Archive, New York: Zone Books, 1999, p.49. 



 

阿甘本对福柯的生命政治的延伸化发展成就了他的例外状态在批判现代社会政治权力

对个体生命压制这一福柯意义上的另外一层含义：福柯的现代生命政治建立在微观权力的技

术控制之上，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建立在宏观权力的死亡统治之上。福柯与阿甘本对现代生命

政治的不同阐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我们当下的社会中的生命政治的两个不同面向，它

们共同构成了我们这个社会和时代，也互为补充地建构了现代社会与个体生命之间的二元关

系。福柯在现代社会与个体生命的关系上呼吁个体生命反抗现代社会的权力规训，个体生命

应该从现代社会的规训中逃逸出去，在逃逸中反抗技术控制。福柯对现代社会的反抗表明了

福柯是一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福柯的意义上，阿甘本并不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反

抗，从阿甘本对现代社会生命政治的激进阐发中，我们或许可以把阿甘本的反抗归入新马克

思主义的激进革命反抗一类。阿甘本对例外状态的深刻剖析，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生命状态的

揭示，对赤裸生命的当代意义的阐发以及对国家主权与法秩序之间灰色地带生命状态的发

现，都标志了阿甘本的反抗不可能是一般意义上的技术性反抗，而只能是一种社会学意义上

的革命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