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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的“非连续性”传统:
以布朗肖为中心*

———阿兰·米隆教授访谈

赵 勇 赵天舒

［摘 要］ 阿兰·米隆( Alain Milon) 为巴黎第十大学文学、语言、表演博士院艺术史与表演史研究中心哲学教

授，法兰西学术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巴黎第十大学出版社创始人。围绕布朗肖、巴塔耶等人的思想，

米隆教授对西方哲学的“非连续性”传统、“极限体验”“不作为”“无用的否定性”等概念进行了解读，

并批评了阿多诺、罗兰·巴特、萨特等人的理论主张，同时对巴尔扎克、卡夫卡、贝克特、萨洛特等作

家，对介入文学与公共写作、知识分子上电视等问题，对布朗肖与中国道家思想比较的可能性，等等，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 键 词］ 布朗肖 非连续性传统 无用的否定性 不作为 极限体验

赵勇:米隆教授，您好! 非常感谢您来参加我

们举办的这个“审美、社会与批判理论的旅行”国

际学术研讨会，并为我们奉献了三场精彩的学术

讲座。下面我们尽可能结合您研究的领域，同时

也就我们所感兴趣的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希望能

得到您的解答。
您在讲座中区分了西方哲学史上的两种相对

立的传统，一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连续

性”传统，二是赫拉克利特以来的“非连续性”传

统，后一个传统包括斯宾诺莎、尼采、布朗肖、巴塔

耶、梅洛 － 庞蒂、克罗索夫斯基等，您特别欣赏这

个非连续性传统。尽管您在讲座中对这个传统已

有所谈及，但我们还是想请您进一步给这个传统

下一个定义，比如我能够感觉到这个传统的思想

家在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方面与前一个传统判然

有别，但为什么要把它称作非连续性的? 除此之

外还有无对它的其他命名?

* 本文为“审美、社会与批判理论的旅行”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9

年 9 月 21—22 日) 期间，笔者对米隆教授作的专题访谈。阿

兰·米隆教授在会议期间在北京师范大学作了题为《眼睛的

疯癫》《共通体: 我们缺失了什么》《语言的放逐: 命名的不可能

性》三场系列讲座。本访谈提纲由赵勇、赵天舒共同撰写，由

赵天舒现场翻译并根据录音整理成稿。

米隆:我不确定在哲学史当中是否存在连续

性和非连续性的概念。我将这两个概念对立起

来，实际上是借用了布朗肖的话。他在《无尽的谈

话》开头说:“自亚里士多德开始，连续性的语言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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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哲学的官方话语。”①笼统地说，非连续性的

问题以及它与连续性的关系，涉及的都是一种我

们对世界的理解方式。在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对

立当中，真理的地位是不同的。真理即世界的呈

现方式，它并非是唯一的，而是多种多样的，呈现

出差别。非连续性就是对差别的接受。首先，连

续性的哲学传统认为真理是向着某个目标前进

的，可以被统筹在“进步”概念中。其次，语言的作

用是言说和呈现现实，这是其首要功能。而非连

续性的哲学传统则正相反，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对

维特根斯坦( 即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连续性逻辑

的一个变体) 名言的驳斥:“凡不能谈论的，就应当

保持沉默。”对于以布朗肖为代表的非连续性的哲

学传统而言，我们要谈论的恰恰是我们不能谈论

的，而语言应当表达的恰恰是我们无法表达的。
连续性的逻辑认为，存在一个可以被认知的现实。
而对于布朗肖而言，语言的使命不能仅仅被约简

为呈现现实。对现实的呈现也可以是模糊的，不

确定的。最后，非连续性质疑的还有“一元性”概

念。连续性认为理解世界的出发点是一元性，先

有一元性才有二元性。可是对于非连续性的哲学

传统而言，我们从“二”、从二重性出发，即事物的

表现形式并非其所是。“二”即意味着一元性是不

可能的，它自身孕育着分裂。
当布朗肖对亚里士多德这位连续性语言最伟

大的开创者之一进行反思的时候，实际上是在批

判哲学的官方话语。在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
中，连续性被固化，诸如量、质、关系、模式等范畴，

都体现了何为连续性的感知方式。《分析篇》同样

如此，这些基础原则，如同一律、无矛盾律、排中

律，甚至包括三段论，都是思维的种种模式，将连

续性的哲学限定在严密、固化的框架之中。而非

连续性的哲学传统却并非如此，它探讨的是“生

成”概念。以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为例，比如赫拉克

利特，当然巴门尼德在某种形式上也可以归于此

类，因为其存在的观点也是一种思考生成的方式。
他说“思维与存在同一”，这不是同义重复，不是完

全等同，不意味着思维就是存在。存在是一种起

伏变化的运动，亦即物是起伏变化的，并通过这种

变化展现一种生成，也就是说它可以同时既存在

又不存在。在布朗肖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这

些思想非常具体的实践，比如他那如小龙虾的爬

行一般的写作方式，即写作总是迂回歪斜，从不是

直来直去的。换言之，就是在同一句话中，一件事

可以同时被正说、反说、再反说，如此往复。布朗

肖通过这种方式表明，没有唯一不变的语言形式:

猫就是猫，但在起伏变化中它也可以成为“非猫”;

不过它永远不可能是狗，因为语言也并非胡言乱

语。②

至于其他对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命名，我觉

得应当把非连续性看作对现实的另一种理解方

式: 是否认为真实是可以被认知的，是否认为只存

在一个真理，是否认为同一性存在。连续性体现

在实证主义和唯科学主义之中，不仅见于孔德，更

见于一种普世知识的观点，比如黑格尔的绝对知

识，即一种总体的概念，这种概念将我们引向一种

整体知识。相比之下，我对非连续性的这种运动

更感兴趣。它见于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也见于文

学之中，当然是某种特定类型的文学; 一些哲学家

也时常摇摆于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之间，比如尼采

和斯宾诺莎，尽管后者的哲学是一元论，看起来似

乎与非连续性很矛盾，但是其“努力”的概念又体

现了这种起伏运动; 最后还有很多让我感兴趣的

现代作家们，巴塔耶、布朗肖、克罗索夫斯基、萨洛

特、贝克特、德·福雷，等等。

赵勇:这样，我就想知道，这个非连续性传统

中的理论家，在表达方式或文体风格上是否有一

些特殊之处? 比如，蒙田发明了一种名叫随笔的

文体，这种文体对法国、德国的理论界都有影响。
您觉得这个传统中的理论家是否有随笔化的思维

方式，或者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随笔体的写

作风格?

米隆:首先，我们从不会把巴塔耶、布朗肖、克
罗索夫斯基纳入学院派哲学的范畴中。布朗肖会

用箴言体写作，但是他并非哲学家。事实上，箴言

体这种形式与哲学写作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当

然，布朗肖的这种写作方式也不是那么独特，因为

有些哲学家也用箴言体写作，比如赫拉克利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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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Maurice Blanchot，L'Entretien infini，Gallimard，1969，p． 7．
语言的用途就是“称猫为猫”，这是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中提

出的观点。而在《文学与死亡的权利》一文中，布朗肖以此表

述为例，批判了萨特的文学观。米隆教授的这句话源自布朗

肖，他在接下来的访谈中还会提及这一问题。



残篇就是箴言体，尼采和其他一些哲学家也是如

此。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学院式的哲学教育将二者

定义为哲学家，因为我们将哲学定义为一种以生

产概念为己业的东西，这是柏格森说的。他在《杂

著集》中写道，“哲学思考通常不在于在概念之间

做选择”，这是历史学家乃至批评家做的工作，“而

在于创造概念”。① 这句话后来被德勒兹借鉴，哲

学就在于创造概念，在于研究和思考概念，从而创

造出一种“机制”。至于刚才提到的残篇，与布朗

肖的断片②是不同的。布朗肖也用断片的方式写

作，这是布朗肖写作的一个特点。但当我们提到

布朗肖的断片时，重要的并非这种断片的形式，并

非那些段首的破折号或黑体菱形符号。他的写作

以断片的形式呈现，是源于写作在存在论层面上

的要求。换言之，他的写作处于非连续之中。断

片在日常用语中意味着不完满、没有完成的东西，

而若说布朗肖的写作是不完满的，并非因为他写

作时漏掉了什么词句，而是因为词语是不能完满、
充分地言说事物的。

至于那种被称为随笔的文体，确实是布朗肖、
巴塔耶、克罗索夫斯基的写作风格。这也许是一

种源自法国的文体，也许别的地方也有，我不太清

楚，但显然我们会首先联想到蒙田的《随笔集》。
但是这里依然存在让人困惑的地方，因为对于一

些哲学教授而言，与其说蒙田是哲学家，他们更愿

意说蒙田是文学家，因为蒙田的思想不成体系。
可哲学家又意味着什么呢，有些人从事哲学研究

工作但却并没有成为哲学家，而有些人虽然是哲

学家却并没有创造一种机制。蒙田之所以让人困

惑，是因为他的写作和思想与文学太相近，以至于

我们没法刻意将他置于哲学语境中。蒙田在《随

笔集》中表达了这个思想: “我自己就是我书的内

容。”蒙田的“我是”与“我认为”，显然不同于康德

的“先验自我”，在后者的作品中不存在一个会作

为书的内容自我呈现的“我”，因为这不是《纯粹

理性批判》的研究对象。如果说斯宾诺莎、尼采、
康德等大哲学家们讨论的是概念，那么可以说在

布朗肖、巴塔耶、克罗索夫斯基的作品中不存在概

念。这些人所用的是另一种可以通过随笔来呈现

的表述方式，一种更自由、束缚更少、更难以界定

的写作，就如文学一般，总有些未竟之处。
谈到写作的形式，我们很容易看出一个文本

是否是哲学文本，看一下其论据和论证过程是如

何建构的就足够了。当然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

题。我只想简单地表明，在布朗肖、巴塔耶、克罗

索夫斯基那里，确实存在一种随笔式的写作。显

然他们这种写作方式绝非哲学写作，也许随笔体

就是法语自身当中的一种行文方式，当然也许在

其他国家也能找到这种写作方式。此外，在哲学

中不存在多余的词，比如康德和斯宾诺莎，他们的

写作没有任何一个多余、没用的词。哲学有着最

精细巧妙的语言经济布局，但是随笔并不是 这

样。

赵勇:由此我想到了卢卡奇和阿多诺，前者写

过《论笔的本质与形式》，后者则写过《论笔即形

式》。③ 1931 年，阿多诺在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作

就职演讲时就强调过“把第一哲学转换成哲学论

笔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到 20 世纪 50 年代，他

又写作了《论笔即形式》，并置于《文学笔记》一书

之首，可见他对论笔和论笔体的看重。从强调“非

同一性”哲学到倡导哲学论笔体，我觉得阿多诺也

在这个“非连续性”的传统中，但您好像不这么认

为，为什么?

米隆:首先，论笔的形式并不能保证内容的非

连续性，我们可以在论笔体之中生产连续性的思

想。我认为在法兰克福学派的逻辑中，亦即在阿

多诺、霍克海默、卢卡奇以及其他人那里，存在着

一种逃离康德模式的愿景，即逃离康德式的宏大

叙事，逃离启蒙的全能性。当我们阅读康德的《什

么是启蒙》时，我们会发现这种哥白尼革命的思维

模式:“没有思维主体就不存在被思维的客体。”康

德将人类认知建立在被思维的客体与思维主体的

同一性之上，这是康德体系的全部构架。这一模

式要求建立一种同一性，客体必须被主体思考。
在此，理性的全能性体现了出来，而这种全能是决

定性的。在黑格尔的绝对知识中，这种观点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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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Henri Bergson，Mélanges，PUF，1972，p． 503．
在法语中，“残篇”与“断片”都是 fragment，其本意就是碎片。
在卢卡奇、阿多诺等人的语境中，“随笔”( essay) 一词为什么译

作“论笔”，笔者已有说明和解释。参见赵勇: 《作为“论笔”的

文学批评———从阿多诺的“论笔体”说起》，载《文艺争鸣》2018
年第 1 期; 赵勇:《2017: 刘项原来不读书》，载《中国图书评论》
2018 年第 5 期。



不同的形式体现了出来，即理性的诡计。简而言

之，一方面是康德式的哥白尼革命，一方面是黑格

尔的理性的诡计。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之所以有

意思，正是在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试图斩断与这

个作为人类宏大叙事的启蒙问题的联系。他们强

调，进步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那种一方面认为

进步应当促进人类发展和进化，但是另一方面却

忽略了技术或其他形式的发展并不一定意味着进

步的观点，值得我们怀疑。启蒙哲学的奠基人之

一孔多塞有一篇佳作就反映了这种质疑。在《人

类精神进步的历史图景概要》的《导言》中，他明

确提出了技术发展与进步的区别，这一观点也是

狄德罗所秉持的。技术发展并不一定带来进步，

进步是不同的东西，进步是以人为本，这是它伦理

层面的要求。而单纯的技术发展与对技术的日常

依赖，是本末倒置。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他们

通过《启蒙辩证法》和《否定辩证法》，在对启蒙的

批判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们思考主体与客体的

非同一性，并从中生发出这种否定辩证法的概念。
否定辩证法之所以有意思，是因为它是关于差别

的表述，意味着思维无法把握一切。理性不是万

能的，它无法将思维中的魔力和神话完全驱散。
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两位思想家用大量篇幅论述

了《奥德赛》中奥德修斯的人物形象，强调了第 12
卷《塞壬之歌》的重要性。而布朗肖则在《未来之

书》中重新反思了塞壬之歌。海妖塞壬究竟在唱

歌，亦即歌声是一种语言，还是让歌唱成为可能?

如果我们站在布朗肖这边，即认为海妖塞壬没有

唱歌，而是让歌唱成为可能，那么我们就回到了这

个关于“极限体验”的问题上。对我而言，我想知

道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究竟认为海妖塞壬在唱歌还

是让歌声成为可能。我觉得他们是站在海妖塞壬

唱歌这边，因为在他们那里不存在“不可能性”这

个意象。其实，法兰克福学派让我不太满意的地

方，一直是其唯物主义的分量过重。为什么阿多

诺、卢卡奇、布洛赫以及本雅明( 当然本雅明在这

点上远不及另外三人) ，都谴责过西美尔的学说?

在布洛赫关于乌托邦的理论中，有大致这么一些

表述，说西美尔一无是处、所言无物，不是一个唯

物主义者。当我们站在唯物主义这边时，还能够

去设想海妖塞壬没有唱歌而是让歌唱成为可能

吗? 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唯物主义完全主导了

这种同认知的关系。不过这只是我的感觉，说到

底，阿多诺的著作中，我更喜欢他谈论马勒与勋伯

格以及新音乐的著作，而不是那些关于文化工业、
文化产品的工业化的著作。

赵天舒:您在提交的参会论文中特别提到，阿

多诺的“否定辩证法”或“否定”与巴塔耶“无用的

否定性”这一概念不谋而合。这是一个非常富有

启发性的观点。但是您在论文中并未展开论述，

您能否进一步谈谈阿多诺与巴塔耶在这一层面相

似的深层原因。
米隆:回答这个问题最好稍微回顾一下历史，

回顾一下科耶夫著名的研讨课。他是将黑格尔译

介到法国的人，也是他阐释了黑格尔的主奴辩证

法。他的研讨课从 1933 年进行到 1939 年，对当

时的法国思想界影响极大，因为当时所有的重要

作家和知识分子都参加过他的研讨课，包括萨特、
巴塔耶、格诺、拉康等人，布朗肖也断断续续听过

他的课。我感兴趣的是，巴塔耶对科耶夫论题的

反思。巴塔耶在 1937 年曾给科耶夫写过一封信，

信中他质疑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架构，因为主奴辩

证法几乎是科耶夫在研讨课上讲授的唯一问题。
黑格尔的辩证法究竟是一种连续性运动还是一种

非连续性运动? 在信中，巴塔耶解释了他所谓的

“无用的否定性”。在法语中，当我们说一个东西

是无用的，则意味着这个东西一无是处。那为什

么是否定性呢? 因为否定性承接了辩证运动的架

构( 即正题—反题—合题) : 反题不一定是对正题

的否定，而合题也不一定是对反题的重复和补充，

应当把辩证法理解为一种运动。巴塔耶“无用的

否定性”正是在这种思考下提出的，换言之，这种

否定性就是一种不会完结的运动。为什么否定性

一定要转化成另一种状态，转化成合题呢? 否定

性也可以是一种无止境的形态，承认否定的力量，

而不一定在绝对知识的合题中转变为肯定。巴塔

耶反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认为否定的力量会返回

到它自身，而不一定要在合题的肯定之中获得承

认。这也是对总体的概念、对黑格尔的疯狂的一

种质疑。要理解“无用的否定性”的缘起，我们也

需要参考巴塔耶关于耗费的专著。一言以蔽之，

耗费是一种无法被量化的收益。这是布朗肖《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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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的谈话》中的“极限体验”概念所表达的思想，

也与克罗索夫斯基的“成为一体”概念不谋而合。
在这个启蒙的语境下，我看到了阿多诺和霍

克海默与巴塔耶的相通之处。我想知道他们二人

有没有读过巴塔耶，有没有研究过科耶夫的研讨

课内容。我估计，那个时候巴塔耶的作品、科耶夫

的研讨课以及巴塔耶写给科耶夫的信件还没有被

翻译成德语，因此我不觉得二人在当时就已经对

巴塔耶谈论的问题、对这个“无用的否定性”有所

了解。简言之，启蒙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显然都与

“无用的否定性”相悖。因此概括来说，我觉得阿

多诺和霍克海默继承了“无用的否定性”的逻辑。
但是，阿多诺秉持的唯物主义最终还不是与“无用

的否定性”的力量背道而驰了吗?

赵天舒:由布朗肖所谓的“极限体验”可以联

想到巴塔耶的“内在体验”，他们的这两种体验都

是“普遍经济”框架下的产物，与西方的主流哲学

传统格格不入。“普遍经济”是反功利和反意义

的，但我们依然想知道，布朗肖、巴塔耶的思想对

于 20 世纪的法国哲学和文学究竟具有怎样的意

义? 为什么福柯、德勒兹、德里达如此看重他们的

思想?

米隆:今年年初在巴黎第十大学，我们举办了

一个题为“布朗肖的遗产”的研讨会，这次会议的

出发点就是福柯的一句话，他承认自己欠巴塔耶、
布朗肖与克罗索夫斯基一笔债。① 的确，若我们对

福柯、德勒兹、德里达的作品感兴趣的话，就一定

会承认他们受巴塔耶、布朗肖、克罗索夫斯基的影

响是显而易见的。我认为这也与布朗肖思考“极

限体验”的方式有关。概括来说，在《无尽的谈

话》中布朗肖如此定义“极限体验”: “它是当人决

定从根本上质疑自我时所得到的答案。”②从根本

上质疑自我，这是批判性思维与哲学的全部挑战，

无论是连续性还是非连续性哲学。而也许是目的

性造成了这两者的差别，非连续性与连续性所期

待的东西是不同的，在非连续性那里生成永远在

变化。
“极限体验”就是“一个无法界定的瞬间，在

这一瞬间之中，熟悉消融于陌生中，而陌生则同时

消融了主体”。德勒兹和加塔利的作品，自始至终

也都在探讨这种陌生中的原生和原生中的陌生。

如何定义“极限体验”呢，它应当“是无欲望之人

的欲望”。这听起来有些矛盾，但是实际上继承了

对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思考，即“对‘一切’感到

满足之人的不满”。如何既“在一切之外”，又试

图追求和探讨这个一切呢? 因此“极限体验”就是
“无法企及”与“未知”。③ 总之，这也是一种对运

动的解读，一种没有终结的运动。而在黑格尔思

想中，哲学和人都有一个终结。这种思想其实也

见于萨特，但是萨特完全是一个赞同连续性的哲

学家。他反对巴塔耶和布朗肖，尤其在语言方面，

即“称猫为猫”。而对布朗肖而言，“称猫为猫”是

不可能的。文学在萨特那里显然需要发挥功用，

展现作家的介入，而在布朗肖看来则完全无用。
这样的观点也体现在克罗索夫斯基的作品《有生

命的货币》中，体现在“无偿”的意象中。
此外，巴塔耶、布朗肖、克罗索夫斯基这三个

作家都写了不少关于尼采的著作，尼采也成了一

条重要线索。巴塔耶的普遍经济与有限经济理

论，实际上是受尼采启发。尼采认为，第一重债务

先于第二重债务，我们首先处于第一重债务之中，

而后才有第二重债务。第二重债务即有限经济:

我有债务意味着我借了东西，我欠了债，我应当偿

还。这也是莫斯所谓的“对抗与竞争性的馈赠”概

念。其逻辑很简单，我收了赠礼，我就应当偿还。
犹太—基督教文化受这种第二重债务的观念影响

很深。而尼采所言的第一重债务则微妙得多。在

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中有句话一针见

血:“民族学的伟大著作，与其说是莫斯的《论馈

赠》，不如说是尼采的《论道德的谱系》。”④在莫斯

那里，债务概念是第二重的，因为它处于交换的体

系之中。尼采则完全不同，他将债务建立在责任

之上。正是在此意义上，我将其称为第一重的，因

为它代表着责任。在法语中，“负责”一词源自拉

丁语，原义是“有能力对根本问题做出回应”，不负

责的人便意味着无法做出满意回答的人。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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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着责任的第一重债务意味着，我欠债证明我

负有的责任。我足够强大，所以别人会给我馈赠。
债务是这种活力的源泉，是主动的，可以解放人

类，而非反动的。反动的馈赠是负罪感，是犹太教

与基督教中的罪恶观念，比如上帝的意象。在犹

太—基督传统中，上帝便是这第二重债务的体现。
所以馈赠在犹太人和基督徒那里是反动的，因为

我们所有人都有罪，我们生来就背负着债务。因

此，上帝就是一种虚假债券( 原罪) 的情感合成物

( 信仰) ，而这种虚假债券从一种虚拟资本( “至尊

的存在”的概念) 中制造出了实际的利益( 忏悔) 。
布朗肖的“极限体验”则延续了这种第一重债务的

逻辑，也正因为如此巴塔耶才非常重要。当然，解

读第一重债务的方式有千万种，但是我觉得“极限

体验”是其中非常有见地的一种解读。

赵天舒:您在讲座中也提到了布朗肖思想中

的一个核心概念———“中性”。中国的研究者认

为:“‘中性’是隐藏在主体身后的黑暗空间，从这

个空间出发，只会产生无法让人听懂的‘窃窃私

语’，写作则是对这个话语的回应。”①这样的话，

卡夫卡就成为这种写作的典范，这是一种面向“私

语”的写作。对于这种面向“私语”类的作品，您

觉得中国读者怎样读才能更接近其本质?

米隆:的确，若要区分布朗肖对卡夫卡的解读

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反思卡夫卡的方式，中性是

一种方法。我以为，在后者中，唯物主义和物质性

所占的分量过重，因此他们会以社会政治的逻辑

去解读卡夫卡，即社会决定论。布朗肖也写了大

量关于卡夫卡的文章，在他的著作《从卡夫卡到卡

夫卡》中，我们会发现，从某些方面来看，布朗肖对

卡夫卡的解读是对《无尽的谈话》中提到的“语言

之外的写作”的另一种回应。德勒兹和加塔利研

究卡夫卡和“小文学”②的著作，便承接了布朗肖

的思想，承接了这种用语言之外的方式写作的观

点。所谓小文学，完全不是指少数群体的文学，这

是错误的解读和翻译方式。它指的是强势、多数、
成熟之中的弱势、少数、不成熟，即在一种标准语

言之中找到一种先于这种标准的语言。譬如，卡

夫卡的《变形记》就是这种语言状态的写照。而卡

尔梅洛·贝内在《叠复》中的著名表述，或者德勒

兹和加塔利关于卡夫卡的著作中的那些表述③，即

无语言的双语、自己语言中的双语、在自己的母语

中使用双语，也都同样是对这种语言状态的描写。
这些表述的灵感显然源自阿尔托，而不是德勒兹

和加塔利的原创。这种无语言的双语之想法来自

于诸多作家，譬如贝克特和萨洛特，尤其是阿尔

托，而布朗肖则深化了这种想法。我自己是怎么

研究阿尔托与语言的关系呢? 我试图探寻，先于

我母语的语言是什么，而我的母语是否形成于社

会的文化灌输。当然，我们也可以从社会政治与

历史的角度研究一个作家，以精神分析的方式解

读他，阐释促使卡夫卡写作的动因，但是这毫无价

值。更有意义的是他自己的日记。我自己是我的

回声，但是这个我总会自问，是否回声才是言说主

体的声源; 而回声也总会发问，到底谁是声音的起

点和源头。发声者就是起点吗? 借用贝克特的句

子就是，“不管谁说话，有人说不管谁说话”④; 或

者回声就是在说明不存在发声者，于是我们就来

到了“陈述的集体排列”之中? 在后者的意义上，

借用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术语，“陈述的集体排列”
说明不存在言说的主体。

赵勇:但我还是想了解一下，布朗肖阅读卡夫

卡是直接通过德语吗? 像布朗肖这样精通多种语

言的大家，当然可以从语言的角度解读卡夫卡，但

是比如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我们主要面对的是翻

译作品，似乎从语言角度进入卡夫卡就变得非常

困难。可是我知道一些中国读者，比如我的一位

作家朋友，阅读卡夫卡也是非常深入的，而且似乎

也是从您刚才所言的社会之外的层面理解卡夫

卡，进入其文学最核心部位。那么您觉得，是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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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冰艳:《从“死亡空间”到“文学空间”———论布朗肖的“中

性”思想》，载《外国文学》2018 年第 5 期。
对于“小文学”( littérature mineure) 这一概念，国内的普遍译法

是“少数文学”。但是 mineur 与 minorité 在法语中，不仅有“少

数”的意思，也有“未成熟”的意思，而德勒兹和加塔利的理论

也是建立在这种意义复杂性之上。在下文中，米隆教授几次强

调了这一文学概念并非意味着少数群体的文学。因此为避免

产生歧义，这里采用了更字面化的译法，即“小文学”。下文涉

及的“小语言”同理。
卡尔梅洛·贝内( 1937—2002) ，意大利现代作家、导演、演员。
《叠复》是对莎士比亚剧作《理查三世》的改编，德勒兹为该作

品写了一篇评论。
Samuel Beckett，Nouvelles et textes pour rien，Minuit，1958，p．
129．



以不通过阅读德语进入卡夫卡的核心世界?

米隆:是的，布朗肖翻译过卡夫卡。去年，我

们整理出版了布朗肖对卡夫卡的一些翻译。布朗

肖是个很厉害的德语文学专家。当然他也受过古

典教育，精通希腊语和拉丁语。此外，他还在斯特

拉斯堡上过学。明年，也就是 2020 年 3 月，我要

出版一部题为《卡夫卡与德国》的专著，研究布朗

肖对荷尔德林、海德格尔、卡夫卡、诺瓦利斯、策兰

和尼采等人的翻译和评述。在《来自别处的声音》
中，布朗肖有一些关于策兰的精彩评述。

除了这个关于翻译的问题之外，我感兴趣的

是我自己与我说的或我承载的语言之间的关系，

而这与我们看待语言的方式密不可分: 我对于语

言的态度是什么，我如何感受语言，这是我自己的

语言吗? 就我个人而言，我把法语看作一门外语。
现在我虽然在和您讲话，但是在讲话之前我首先

在试图翻译或表达出我想对您说的东西。① 我不

知道我翻译或表达出来的会是什么语言，只不过

最终的结果是，我将我想说的用法语翻译或表达

了出来。但是，我并不知道在我脑袋里真正发生

的是否是这个过程，我是否在用法语思维。对您

来说这也许听起来有些矛盾，因为您会觉得我讲

法语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但是并非如此，我是

在翻译，可是我却不知道我的这种翻译式的表达

是否呈现为语言的形态。这个关于翻译的问题，

与我们通常在大学里思考的那种翻译的问题是完

全不同的。不过基本的翻译问题依然很重要，在

哲学上有些曲解就源自于翻译的错误。我想起了

另一个例子，2008 年在中国台湾地区，我发现一些

不会法语的老师在阅读德勒兹和加塔利关于卡夫

卡的著作时，由于翻译错误将“小语言”理解为少

数群体的语言，而并没有认识到，它应当是一种语

言强势、成熟之中的弱势和未成熟状态。
现在回到您的朋友的阅读体验。当然，如果

原文被正确翻译，如果译者再现了作者的思想，我

们完全可以在不懂作者语言的情况下，浸润在作

者的思想之中。这也正是我和一些法国、德国还

有中国台湾同事正在做的项目，一个关于赫拉克

利特与老子的项目。我们所做的，是从一些概念

入手，比如自然、存在、善、语言等，去研究这些概

念在赫拉克利特和老子那里都分别是如何被言说

和概念化的。这个研究不涉及语言层面的问题，

而是试图找到二人思想的一些共性，试图探寻二

者之间的关联。我们并不触及翻译的问题，即一

门语言中的某个词在另一门语言中应当被翻译成

什么。当翻译先于命名的时候，关于它的问题才

是有意思的。也就是说，翻译并不是一种机械式

的替换，不意味着用一门语言中的一个词去翻译

另一门语言中的一个词。当翻译是一种内在和私

密的活动时，它才会触动我。借用布朗肖《火部》
当中的观点，翻译相当于思维的“短路”: 火花迸

现，电流短路，亦即非连续性。我的思想并非自动

生成的，就如翻译也不是自动的一样。它是一种

私密的活动，通过它我可以将语言的外壳剥去，并

最终将之解体。

赵天舒:您刚才提到了老子，您在讲座中也谈

论过中国道家的“无为”思想，而老子《道德经》一

开篇就提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那

么，您所谈论的“命名—言说”“耗费”与道家思想

的深层关联在哪里?

米隆:当然，事实上这与我目前在法兰西学术

研究院所主持的项目有关。我和一些西方以及中

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同事在研究老子与赫拉

克利特、巴门尼德、布朗肖之间的联系。如果我们

以《道德经》第 37 章为例，“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这一思想很明显出现在布朗肖的《等待，遗忘》中，

可是布朗肖却从没有研究过老子。显然，布朗肖

在其作品中没有谈论过“道”，但是无为而无不为

的思想，却呼应了他思考命名行为的方式。我觉

得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布朗肖参考过《道德经》，但

是两者讲了同样的内容，这很有趣。关于虚的问

题也同样出现在布朗肖和老子的思想中。道家传

统思考虚的问题，而布朗肖则思考“疲劳”和“不

作为”的概念。在《无尽的谈话》开头，布朗肖说

西方哲学的连续性传统始于亚里士多德。以虚的

概念为例，在西方传统看来，自然厌恶虚的概念。
虚是一种缺失，而我们接受不了虚的概念存在，所

以要将其填满，因此我们总是相对于实来思考虚。
而东方传统则完全不同，这也是为何布朗肖“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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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处米隆教授所谈论的问题立足于 traduire 一词的不同含义，

在日常用语中，它既是“翻译”的意思，即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

语言的翻译，也可以指“表达”，即表达某种想法。下同。



劳”和“不作为”的概念更有道家无为思想神韵的

原因。无为并不是拒绝行动，西方人才会这么认

为，因为世界具有目的性，我们被行动所定义，因

此要生产、要行动。布朗肖的想法更接近东方传

统，尽管他的文化背景完全是古希腊罗马传统和

犹太—基督教传统，原因在于他的思维方式与道

家的无为思想非常相近。布朗肖以不作为为目

的，不作为扎根于“作为”之中，表现为不可能性。
不作为不是无能、失败或破产，而是通过呈现作为

的不可能性而使之成为可能的东西。不作为孕育

作为，而非我们一贯认为的，作为在先而后才有不

作为。在法语中，如果我们说一个人不作为，意味

着他无所事事。在布朗肖看来，不作为才是起点，

不作为先于作为而存在。疲劳也是这个道理: 疲

劳并非意味着精疲力竭，我并非因为精疲力竭而

疲劳，也不是一种消沉的状态，亦非缺乏活力。对

布朗肖而言它是一个事件，一个得以让写作见天

日的事件。只有足够疲惫才会意识到，写作无法

言说事物，也就是所谓的命名的不可能性。
我们的研究立足于一种内在的逻辑，这也是

德勒兹所秉持的。以《道德经》第 31 章为例，“道

常无名”。在法语中，“道”常常被翻译成“道路”，

因此会造成误解，因为道路会让人想到途径，这样

的话我们就会来到某种宗教修行的语义逻辑中，

即像僧人或智者那般，以某种修行为途径进入智

慧的世界。这就是很多西方译者想当然的翻译，

赋予其宗教修行的色彩，例如佛教以及关于佛教

的诸多粗浅理解和刻板印象。把“道”翻译成“道

路”已经很成问题了，孔什①却沿用了这种翻译。
而我们用了不同的翻译方式，在我们出版的文集

《阅读的挑战: 黑暗托马》中，有一篇讲布朗肖和老

子的文章，在其中我们没有将“道”翻译成法语，赋

予其名字，而是在译文中保留其原型。这样的译

法与布朗肖的逻辑很相通，因为在布朗肖那里，物

也没有名字。对事物命名，就是将词与物固化，将

之确定下来。哪怕有千万把椅子，一旦将之命名，

椅子就被固定住了。但是加定冠词的椅子，即作

为概念的椅子其实并不存在，只存在无数把作为

单独个体存在的椅子。孔什把“道”翻译成“道

路”，而我们则保留了“道”的原型。通过保留原

文，我们便处于这种内在性之中。不把“道”翻译

成“道路”，我们保留了这种定义事物的不可能性。

相反，孔什的翻译完全改变了语义，加重了文本的

伦理和宗教色彩，而削弱了其存在论的价值。他

的这种翻译，与其说体现了万物无法被命名的单

纯事实，倒不如说体现了某种头脑简单的教徒思

维。道教思想并非某种宗教修行，我觉得它不是

神秘主义，更不是道德说教。

赵勇:您在讲座中也多次提到贝克特，但对于

中国的读者来说，对贝克特更多是从荒诞派的角

度加以理解的，非常缺少您所谓的“命名—言说—
放逐”的角度。缺少了您所谓的角度是不是一种

重大损失? 您觉得如何才能获得这种角度?

米隆:将贝克特定义为荒诞文学的作家，是教

学上的一种分类方式，并没有什么价值，只是贴标

签罢了。我希望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荒诞”一词，

荒诞的拉丁词源本义为发出空洞的声音。在这个

意义上，非连续性必然意味着荒诞。
当然，所有这些将自己同语言的关系放在首

位思考的作家，都处于极限体验之中。在我看来，

布朗肖只谈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词语的已知意

义之下还未表述出的东西，即只有在承认写作是

不可能的情况下，写作才是可能的。布朗肖 40 多

卷作品，讲的差不多都是这同一件事。以《阅读的

挑战》第 2 版为例，我觉得这部著作是布朗肖的核

心文本，是其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当然真正的

落脚点并不存在，而这尤其体现在第 4 章关于语

言的问题中。每个词语之中都蕴藏着全部词语，

这就是该作品的核心。不过在这一看法上，布朗

肖读者的学术背景起着决定性作用，搞文学的和

搞哲学的读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赵勇:中国读者所熟悉的法国经典作家是巴

尔扎克，巴尔扎克所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传

统在法国还受重视吗? 您在讲座中提到过萨洛

特，而萨洛特就是反对巴尔扎克的。她在《怀疑的

时代》中说过:“现在看来，重要的不是继续不断地

增加文学作品的典型人物，而是表现矛盾的感情

的同时存在，并且尽可能刻画出心理活动的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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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塞尔·孔什是法国当代哲学家，主要研究方向为古希腊哲

学。他涉足过东方思想的领域，翻译并评注过《道德经》。但

是孔什不懂中文，他的译本是综合其他不同译本，并从中提炼

出自己的翻译。



性和复杂性。”①这可能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文学写

作观，但我想问的是，这种写作观在今天的法国还

有市场吗? 中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经历了

先锋文学阶段后，又逐渐回归到现实主义传统之

中，法国文学有没有这样一种回归?

米隆:这个问题需要问文学老师，因为在文学

上我们才会贴这种标签，说巴尔扎克的写作就是

现实主义写作。对我而言，哲学的研究方法是不

同的。说巴尔扎克是现实主义，萨洛特是新小说

的代言人之一，这有什么意义呢? 当然新小说又

是什么? 罗伯 － 格里耶批评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

描写，但是将巴尔扎克的写作仅仅归为描写也实

在有些简单粗暴。2014 年，当我在写《为了一种

生态理性批判》时，仔细研究过《人间喜剧》的《前

言》，为的是理解巴尔扎克究竟是怎样在这篇文本

中预示社会学中发生的所有重要运动的。对我而

言，巴尔扎克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他提供了一种有

别于现实的视角。而萨洛特也在讲同样的事，她

让我感兴趣的正是她解读语言现实的视角。
至于法国当代文学中的这种对现实主义的回

归，我以 2018 年和 2019 年为例，诸如一些类似于

维勒贝克②的作家。我觉得根本原因不在于这些

作家的写作本身有多好，而是我们借助这些“作

家”来展现一个正在解体的社会的病症。但是维

勒贝克因此便算得上作家吗? 他总是在这些现实

的陈词滥调上作文章，例如讨厌穆斯林、憎恨巴黎

小资情调，这根本不是写作，我们只是停留于一种

表面症状和热点罢了。现如今，描写社会热点和

病症就可以造就作家; 而在 19 世纪，作家会深入

反思社会症状，将之概念化。对我而言，文学是一

个询问和质疑的空间。借用布朗肖在《陌生与陌

生人》中所说的，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哲学，什么又

是诗歌? 文学就是一个提出问题却不作出解答的

空间。

赵勇:刚才我们大都在谈论哲学的“非连续

性”传统和文学的“私语”传统，那么在文学发展

中，是否可以把另一类型的写作叫做面向“公共话

语”的写作，即这种写作是为了回应人们关心的现

实问题。这样，萨特的“介入文学”是否就属于这

种类型? “介入文学”自然有“介入政治”的意味，

因此被人诟病，甚至遭到阿多诺的批判，但“介入

文学”还有“介入现实”“介入当下”的意涵。如果

在后一层面考虑，您觉得萨特所谓的写当下、为当

下写、为大多数人写等观点在今天还有无现实意

义?

米隆:这个问题涉及个人对文学的理解，您认

为文学的首要功能是介入呢，还是有别的使命?

显然，如果研究布朗肖的话，我们只能站在萨特的

对立面。以布朗肖的《文学与死亡的权力》中二人

的论争为例，布朗肖批判了萨特《什么是文学?》中

的观点。萨特认为我们不应该沉浸在语言的形式

美学中，应当“称猫为猫”。沿着这个逻辑进一步

讲，文学的首要功能就是介入。可是话说回来，我

们也不一定必须站在布朗肖和巴塔耶这一边。比

如布朗肖批判介入文学，说我们无法“称猫为猫”，

因为虽然猫不可能是狗，但是猫有可能是“非猫”。
在这种可能性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丝介入的

影子。

赵勇:上面这个问题可能关联着萨特的角色

扮演。我记得列维在《萨特的世纪———哲学研究》
中说过:“作家和知识分子是分开的。作家走作家

的路，而知识分子则有时通过一些文章和剧作，为

伟大的事业奔走呼号。”③这里的意思是当萨特扮

演作家角色时，他就去写《文字生涯》《自由之路》
等作品，当他扮演知识分子的角色时，写的是《境

况种种》中的政论文章或戏剧作品。这种情况很

像中国既写小说又写杂文的鲁迅。您觉得这两种

角色可以分开吗? 1968 年“五月风暴”时，罗兰·
巴特因“结构不上街”而被学生嘲笑，萨特因走上

街头而受到学生欢迎。但后来的情况是，萨特在

法国似乎早已被人冷落，倒是罗兰·巴特《写作的

零度》中的那种写作观更有生命力。我想请教您

的是，您如何看待左拉—萨特式的知识分子传统，

或者您如何看待作家所扮演的知识分子角色? 这

个传统在今天的法国是一种怎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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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法］萨洛特:《怀疑的时代》，林青译，载《法国作家论文学》，

三联书店 1984 年版第 389 页。
米歇尔·维勒贝克，其作品多涉及法国当代社会问题和热点事

件，而法国对于他的评价也存在一定的争议。他在大众媒体中

广受好评，但是学界对其评价却相对保守。
［法］列维:《萨特的世纪———哲学研究》，闫素伟译，商务印书

馆 2005 年版第 102 页。



米隆:罗兰·巴特让我一直比较惊讶的地方

在于，有人居然会对他的这种写作感兴趣。在《友

谊》一书中，布朗肖写了一句既微妙又对罗兰·巴

特很不客气的话。面对那些研究符号学、语义学

的人，布朗肖用这么一句话来概括他自己的立场:

“符号空洞的至尊性。”我甚至不想谈罗兰·巴特

对于中性概念粗浅的解读，他对于中性的讲授实

在是有些“魔怔”，当然这也是观点和立场的问题。
我有些同事和朋友都是研究罗兰·巴特的专家，

认为这个领域大有研究价值。我对此很困惑、不

能理解。当读过布朗肖谈中性的文本后，我看不

出罗兰·巴特对中性的论述还有什么价值。
谈到萨特，当然对罗兰·巴特的研究热情并

不意味着萨特就不时髦了。不过说某个作家时

髦，这本身就很有问题。我不知道现在萨特是否

比罗兰·巴特重要。在哲学领域，相比于罗兰·
巴特我们当然更对萨特感兴趣。我并不想诋毁那

些研究文艺理论的文学系同事，我只是想说我们

的诉求和期待是不同的。当我们在研究概念时，

萨特可挖掘的东西肯定多于罗兰·巴特。当然我

也明白，类似于热奈特、克里斯蒂娃、罗兰·巴特

等人的东西可以作为文学研究实践操作的工具。
不过也应该思考一下这些批评理论或法国学派，

譬如德里达，是如何诞生并被美国学界所使用，然

后又如何返回法国学界的。我以为，在哲学领域

我们是在研究概念，因此读的是斯宾诺莎和康德;

但是在文学领域我们研究的是别的东西，因为文

学不探讨概念。当然文学研究也需要一种相对严

格的理论表象，于是在研究中我们也会谈到各种

观念，因此催生了各种批评理论。可是观念与概

念是不同的。不过这是个人观点。在我看来，文

艺理论是没什么价值的边角料，因为它不研究事

件本身，而是研究对事件的叙述，远没有触及核

心。我自己研究哲学，是为了试图理解概念机制。
而如罗兰·巴特那样搞文学批评，我觉得恐怕我

们并没有进入概念机制当中。
至于知识分子，这是个相对晚近的概念，我们

通常将其源头追溯至德雷福斯事件。但是 19 世

纪末的知识分子肯定与 2019 年上电视的小丑是

两码事。我们可别忘了麦克卢汉的这句话:“媒介

即信息。”无论如何，当我们不再需要思维中介，而

完全处于媒体世界时，就什么都完了。哲学是长

期的研究，而电视是当下的、即时的，这是两种毫

不相干、无法调和的时空概念。在电视或广播上

声称研究哲学，就是出洋相。即时性的东西根本

容不得任何复杂性存在。

赵勇:最后一个问题: 中国学界对于您所谓的

“非连续性”传统还不是很熟悉，对布朗肖、巴塔耶

等人的翻译、介绍和研究也只是处在起步阶段，但

这个传统显然是非常重要的。针对这种情况，您

觉得中国学界怎样做才能更好地接近这个传统?

或者在这个问题上，您对中国学者有怎样的建议?

米隆:我只有一个建议，就是警惕那些流行的

东西。总体而言，最好远离所有那些流行的东西，

尤其是在哲学和文学领域。现在的电视和广播制

造了太多杂音，而一个人变得知名就是因为这些

杂音。然后，我们一定要明白，哲学不是 20 世纪

才出现的。抄近路阅读的代价非常惨重，如果在

某些阅读和研究上面抄近路，只会自食其果。此

外，所有那些职业评论家( 即伪哲学家或伪研究

者) 的出现也都不是什么好现象，很值得怀疑，因

为他们只是重述了那些已经被写过千万次的东

西。
此外，我之所以对布朗肖感兴趣，是因为他以

自己非常独特的方式重新思考了很多已经被言说

的事。我很喜欢这种表现出“小龙虾的爬行”的写

作。因此，如果这些作品还没被翻译，那就是个问

题了。中国学者应该努力让这些东西得到翻译，

并且要翻译得准确。当然翻译布朗肖的作品，难

度可想而知。

( 赵勇: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

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 赵天舒: 巴黎第十大学文学、语

言、表演博士院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 张甲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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