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 文学与思想史

主持人的话

这一组关于“文学与思想史”的论文，分别关注福柯、莱辛、卢克莱修和赫西俄德。从时代上说，他

们分别属于当代、现代和古代( 罗马与希腊) 。在现代知识谱系中，四人又分别属于后现代哲学家、启蒙

思想家、伊壁鸠鲁哲学传人和神话诗人。
尽管有上述区分，但有一个共同点特别值得注意———四篇论文都提示我们，上述四位无论他们处于

什么时代、被认定为什么样的身份，他们的著作和思想都与诗( 文学) 或诗人有微妙的联系。
车槿山的“福柯《词与物》中的‘中国百科全书’”，问题的起点就是诗人博尔赫斯; 而张辉的“莱辛

《拉奥孔》中的荷马史诗”，诗人荷马的名字已赫然出现在标题之上; 至于刘小枫的“卢克莱修的诗性启

蒙”，该文中所讨论的《物性论》，也首先并不是哲学论文，而是一篇诗———刘小枫格外关心的也是其中

重要的神话段落:“阿克绒深渊”; 第四篇论文，彭磊的“诗人何为?”，则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在西方传

统中最早关注“诗人何为”这个重要问题的，不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而是与荷马同样重要的诗人赫

西俄德本人。
这里所透露的信息至少暗示我们，无论是在现代还是在古代，诗( 文学) 与思想的联系不可低估。

真正的诗人从来就不只是吟风唱月，“专务辞章，悦人耳目”的可有可无之人; 真正的诗，与我们对于世

界的根本认识( 车槿山文) ，与人类情感的培养与教化( 张辉文) ，与正确而有效的启蒙( 刘小枫文) ，甚

至与“立法”有着重要干系( 彭磊文) 。
不过，尽管四位作者试图处理的是在这莫衷一是的时代显得尤为困难的问题，但他们进入问题的方

式，则多少可以与他们的论题形成有意味的呼应。无论他们讨论的是不是通常认为的文学文本，他们都

在努力像阅读任何伟大的诗和戏剧作品那样，去接近那些文本。为此，他们甚至只把目光集中在那些大

书最有限的段落、最别出心裁的细节和最出人意料关目之上，借此试图依循作者的而不是解释者的方

式，去领悟其中或显白或隐微的教诲。
( 张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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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词与物》中的“中国百科全书”

摘 要: : 福柯在《词与物》的前言中引述了博尔赫斯曾提到的“某种中国百科全书”中的动物分类，并由此开始了他全新

的哲学思考。中国学者对此做了不少论述和阐释，但思考一般都是从中西差异的角度切入，对福柯持一种批评态度。比

如认为福柯过分强调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强调了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忽略了文化的普遍性和可交流性，把中国视

为与西方全然不同的他者，视为西方的对立物，这是一种猎奇，是一种西方式虚构，甚至是文化上的新殖民主义。本文就

是对这些思考的再思考，通过对照博尔赫斯和福柯的著作中体现的思想，考察我们国内流行的观点是否合理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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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The Chinese Encyclopedia”in Foucault’s The Order of Things
Abstract: In the preface of The Order of Things，Michel Foucault quotes and analyzes the classification of animals in a“certain
Chinese encyclopedia”referred to by Borges，with which he initiates his brand new philosophical thinking． There are many dis-
cuss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by Chinese scholars on this part，but generally they understand Foucaul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and they tend to blame him for these reasons． For example，they may think Foucault at-
tached too much importance on the particularity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so
he ignores the universality and communicability between cultures and regards China as an“other”different from the West，and e-
ven as the opposite of the West． For these scholars，Foucault tries to seek novelty，which is a kind of Western fiction and even
cultural neo － colonialism． This article aims to rethink these thoughts and ideas． Through revisiting and re － reading the texts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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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在《词与物》的前言里说，他之所以写这样一本书，是因为受到博尔赫斯的启发，博尔赫斯曾引述过“某种中国

百科全书”( une certaine encyclopédie chinoise) 中出现的对动物的如下分类:

a) 属于皇帝的动物、b) 散发香气的动物、c) 驯服的动物、d) 乳猪、e) 美人鱼、f) 臆想的动物、g) 自由的狗、h)

包括在此分类中的动物、i) 像疯子般激动的动物、j) 不可胜数的动物、k) 用很细的驼毛笔画的动物、l) 其他动

物、m) 刚刚弄碎了罐子的动物、n) 远看像苍蝇的动物。( Foucault 7)

这个动物分类很有趣，也相当有名，不少中外学者都曾提到过，从不同角度做过考证和论述，以至这段本来也许并非

十分重要的插曲，经过多人的阐释，最终成为一个小神话，即巴尔特所说的现代神话。它以范型的方式和力量，在中西文

化互动中产生了自己的影响，获得了某种重要性，因此也就有了重新检讨一下的必要性。
综观中国学者对此的论述，归结起来简单地说，一般都是从中西关系的角度看待这个动物分类，而且经常是对福柯

持一种批评、批判的态度，有所责难，虽然程度不同，但在定性上基本是一致的。比如认为福柯过分强调了中国文化的特

殊性，强调了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忽略了文化的普遍性和可交流性，把中国视为与西方全然不同的他者，视为西方的

对立物，这是一种猎奇，是一种西方式虚构，甚至是文化上的新殖民主义。
当然，这里处理的仅仅是文本事实，因此不像历史事实一样涉及对错，涉及证明或证伪，而只涉及一种阐释。不过，

阐释也仍然有合理性的问题，即意义增生的方向问题。

首先，我们当然应该像许多人所做的那样，看看这个动物分类在博尔赫斯作品中的语境，探讨一下它的作用和意义。
在《约翰·威尔金斯的分析语言》一文中，博尔赫斯谈到 17 世纪的英国学者威尔金斯为了创建世界语而把世界分为

四十大类，再分为中类，再分为小类。比如，第八大类是石头，分为普通的( 燧石、沙砾、页岩) 、中等价值的( 大理石、琥
珀、珊瑚) 、宝贵的( 珍珠、蛋白石) 、透明的( 紫水晶、蓝宝石) 、不溶的( 煤、石灰岩、砷) ，而第九大类的金属则分为不完全

的( 朱砂、水银) 、人造的( 青铜、黄铜) 、废弃的( 矿渣、铁锈) 、自然的( 金、锡、铜) 。这种分类方法上明显的歧义、冗余和

欠缺，让博尔赫斯想到了“某种中国百科全书”，他借德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弗兰茨·库恩博士之口，说中国有本《天朝

仁学广览》( Emporio celestial de conocimientos benévolos) ，记载了我们在此文开始引述的动物分类(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

谓的中国百科全书和其中的动物分类都应该是博尔赫斯杜撰的，至今为止，人们没能在库恩的著述中找到相关材料) 。
这种中国分类法又让人想到了布鲁塞尔图书学会所做的性质相同的事情: 他们把世界分为 1000 类，其中第 262 类是教

皇，第 263 类是主日，第 268 类是主日学校，第 282 类是罗马天主教会，第 294 类是婆罗门教、佛教、神道教和道教，第 298
类是门摩教，而第 179 类则是“残害动物、保护动物、以道德观点看决斗和自杀、各种恶习和缺点、各种美德和优点。”( 博

尔赫斯 60) ( 笔者按英文版对所引该书的汉语译文都略做了一点修正) 。
由此看来，至少在博尔赫斯的文章中，这个中国动物分类不是作为中西差异的例证出现的，它涉及的不是民族或地

域的文化孰高孰低的问题，甚至不是一种价值判断。如果说这里有一种思想上的杂糅和混乱，那也是分处地球东西的中

国、英国、比利时等国家共有的。
其实，显而易见，博尔赫斯在这里展现的是“词与物”的关系问题。他的意思是，当我们用语言整理世界时，即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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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强加于自然之上时，不论采用什么分类法，都只可能是混乱的，都不可能既一致，又完备，这是各民族文化的普遍遭遇，

是语言和思维的限定性，也就是人类的命运。“这个原因很简单: 我们不知道何为世界。”( 博尔赫斯 61) 他这种思想本身

并不新奇，不是什么原创，实际上这也是对早已得到证明的著名哥德尔定理的形象表述，这一定理用较为通俗的话讲恰

恰就是: 任何形式系统都不可能既一致，又完备。
不过，博尔赫斯在这里强调的关键在于，这种混乱不是一种缺陷，而是一种启示，他的文章正是这种混乱的颂歌。

“无法了解上帝对世界的构想，并不能让我们放弃规划人类的构想，尽管我们知道这是暂时性的。威尔金斯的分析语言

不是人类的构想中最不值得赞美的一个。虽然构成这一语言的大类小类相互矛盾，模糊不清，但用单词的字母来区分类

别的方法无疑是巧妙的。”( 博尔赫斯 61) 另外，我们也知道，威尔金斯创建的分析语言其实代表了语言哲学史上的重要

阶段，他在笛卡尔之后直接影响了莱布尼兹关于普遍文字的设想，甚至是今日计算机语言的古老来源之一，德里达在《论

文字学》中也提到了他。
就像博尔赫斯那些真真假假、非真非假、亦真亦假的作品中的知识英雄永远都在尝试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

样———比如《〈吉诃德〉的作者皮埃尔·梅纳德》中那个一字不差地重写了《堂·吉诃德》的梅纳德，或《皇宫的寓言》中

那个以一字之诗包容整座皇宫而遭杀身之祸的诗人，这里也是一种对认识边界的探索，对不可能性的挑战，最终体现的

是诗歌价值，所以博尔赫斯的这篇文章最后是引用英国小说家切斯特顿评论英国画家瓦茨的如下一段文字结束的:

他知道，头脑中有比秋天的森林更令人困惑、更不可胜数、更无名的色彩……但是他真诚

地相信，这些色彩及其一切搭配和变化，都能用高低不同的声音的随意性机制确切地表达出

来。他相信，一个普通而文明的证券经纪人确实可以从自己的内心发出代表一切记忆的秘密

和一切欲望的挣扎的声音。( 61)

其次，当然也是更重要的，我们应该看看这个动物分类在《词与物》中的地位以及与福柯的思想关联。
至少从表面看，这是一个荒谬绝伦的分类，它标准不一，层次混淆，自我相关，有限包容无限，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悖

论结构。然而，正是这种典型地体现了博尔赫斯式幽默的所谓中国逻辑，促使福柯在笑声和困惑中思考种种严肃而重大

的哲学问题，最终对西方思想本身提出了质疑:“在这种神奇的分类中，我们当下就遇见的东西，作为另一种思想的异国

魅力而借助寓言向我们指明的东西，正是我们自己的思想的极限: 对此进行思考的赤裸裸的不可能性。”( 7) 那么，福柯

是做了哪些思考而得出不可思考这一结论的呢? 即他遇见的到底是哪种不可能性呢? 其实他接下来对此做了详细的论

述，我们来看看他都说了什么，看看意义何在。
在福柯看来，这里的每个栏目各自都有清晰、明确的意义，本身根本谈不到什么混乱或荒谬。虽然也有传说中的美

人鱼之类的动物，但这一分类法恰恰仔细而谨慎地区分了真实与想象，避免了这些虚构动物的传染。另外，这里的不可

能性也并非来自不同性质的事物的并列，像洛特雷阿蒙的诗句“一把雨伞和一架缝纫机在解剖台上的偶然相遇”这样的

奇异组合在文学史上多如牛毛，不胜枚举，一般也不会引起混乱。因此，这里的不可能不是这些动物的相遇不可能———
实际上它们也确实在这里，在这种分类中相遇了，而是它们相遇的地点不可能，它们没有共同的空间。“a、b、c、d”等字母

用表面的秩序在声音中，在纸页上，排列出了这些动物，但却开启了一片语言的“非场所”，开启了一片不可思的空

间———悖论的空间。这一奇异的空间实际上当然是无数空间的碎片，它们既不一致，也不同质，无法连接，无法拼凑，福

柯以复数形式称之为“异托邦”( hétérotopies) 。
福柯提出的“异托邦”这一概念在中国有多种译法，如“异位移植”、“异质空间”、“另类空间”、“差异地点”、“奇异

国”、“另类邦”，等等。我们感觉，“异托邦”这一译法较为可取，不仅因为同时照顾到了发音与意义而显得比较忠实，而

且因为避免了过多的阐释成分而显得更像独立的术语，尤其是与“乌托邦”形成了一种联系，而这正是福柯自己有意为

之并做了论述的。
福柯认为，乌托邦给人以安慰，尽管它是想象的，没有真实的地点，但虚构本身就是它的基本维度，所以它可以在神

奇而连贯的空间中展示自身，繁荣发展，使得寓言和话语成为可能。而异托邦则让人不安，带来困惑，因为它腐蚀语言，

阻止命名，破坏句法，不仅是造句的句法，而且是连接词与物的更加隐秘的思想句法。它使语言干枯，词汇停留于自身，

用不育性打击语言的抒情，拆解神话，从根本上质疑语法的所有可能性，即语言法则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显然，福柯在这里谈论的不仅不是中西差异的问题，而且是在尝试超越同一与差异的问题，解构这种二项对立，“动

摇并扰乱我们那种同与异的千年实践”( 7) 。这个异托邦的空间不是中国，不应该从中西“同与异”的比较来阐释，否则

这种狭隘的视角将极大地妨碍我们对福柯思想的理解。
在《词与物》出版一年后，福柯又在《其他的空间》一文中，对异托邦做了更为具体的、几乎是社会学、甚至是建筑学

的阐释，不过因为和我们这里要说明的问题关系不大，限于篇幅我们就略去不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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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中国学者对福柯的阐释在这一问题上产生了普遍的偏差呢? 关键原因之一可能在于没能准确地理解

《词与物》的前言中一段关于中国的论述。我们来看看福柯在这里的立场和观点到底是什么。为了行文的清晰和方便，

我们将这段相当长的文字完整地录在下面:

当人们阅读博尔赫斯时让人发笑的那种困惑，也许类似于语言被摧毁所引起的那种深深

苦恼: 丧失了场所和名称的“共有”。失所症、失语症。然而，博尔赫斯的文本却是朝另一个方

向展开的; 这种阻止我们对此思考的畸形的分类，这种没有一致空间的图表，博尔赫斯给予它

们一个确定的地域作为神秘的祖国，这个地域的名称自身就对西方构成了一个巨大的乌托邦

储备。中国，在我们的梦境中，不正是空间中那个享有特权的场所吗? 对我们的想象系统而

言，中国文化最细腻，最具等级制，最不关心时光的事件，最迷恋纯粹的疆土延伸; 我们把它幻

想成永恒天空下的一种堤坝文明; 我们看到它在围绕着城墙的陆地的全部表面上扩散并固定。
甚至它的文字也不是在水平线上复制嗓音的飞逝; 它在纵向上竖立起物体本身那种静止但仍

可辨认的形象。以至博尔赫斯引述的中国百科全书以及其中提出的分类法通向一种没有空间

的思想，通向没有家园的词汇和范畴，但其实它们栖息在一个庄严的空间，这个空间到处都大

量承载着复杂的图像、交叉的路径、奇异的景色、秘密的通道和出乎意料的联络。因此，在我们

居住的地球的另一端，似乎有一种完全致力于疆土安排的文化，但它似乎并不在任何我们可能

命名、言说、思考的空间中分配那些迅速繁殖的生物。( 10 － 11)

在这里，福柯是接续之前对这种动物分类的思考，再次指明它的要害在于摧毁语言，摧毁语言与空间的关系，“通向

一种没有空间的思想，通向没有家园的词汇和范畴”，也就是他所说的“失所症”和“失语症”。但在他看来，既然博尔赫

斯给这个动物分类安上了中国百科全书的来源，那么博尔赫斯的思想就是向另一个方向展开的，即向中国文化的特殊性

这一方向展开。这样一来，博尔赫斯就反常地给予“这种没有一致空间的图表”一个确定的地域，一个祖国，即中国。显

而易见，福柯在这里表明了他与博尔赫斯的不同，对指向中国文化特殊性这种阐释提出了委婉的批评———而我们国内的

主流观点恰恰是在批评福柯过分强调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尽管福柯的这一意见多少显得有点无的放矢，因为正如我们

前文所述，博尔赫斯的文章也并不是在这个方向上展开的，他论述的也是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这和福柯的工作在定性上

没有多大的本质区别。
接下来，福柯以让步的方式，以集体想象的名义，为他所认为的博尔赫斯的方向寻求一种合法化解释。他概述了关

于中国的那些最常见的固定形象，那些最流行的套话，即对西方而言的巨大的乌托邦储备的内容，如无视时间流逝、重视

空间安排、竖写的象形文字、长城围绕的广袤国土、奇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等等。这里的中国形象虽然也是瑕瑜互

见，毁誉参半，未必有什么价值判断意义，但却是被人重复了几百年的纯粹的陈词滥调，肤浅而了无新意。我们很难设

想，如我们国内一般以为的那样，这是福柯对中国的真实看法。对福柯这样以犀利和深刻见长的思想家而言，这一切当

然更像是对西方想象中国的检讨和反讽。实际上，福柯在这里也明明确确地指出，这是“梦境”中的中国，是“幻想”的中

国，是对“我们的想象系统而言”的中国。
另外，我们还必须指出的一点是，这段文字中最后似乎作为结论出现的语句，即“因此，在我们居住的地球的另一端，

似乎有一种完全致力于疆土安排的文化，但它似乎并不在任何我们可能命名、言说、思考的空间中分配那些迅速繁殖的

生物”，在法语原文中不是陈述句，而是条件句，主要的两个动词“avoir”( 有) 和“distribuer”( 分配) 的变位是条件式的

“aurait”和“distribuerait”，而不是直陈式的“a”和“distribue”。这也就是说，这里并不是福柯对现实的肯定性判断，而是对

语句指向的内容，即所指的怀疑，甚至是否定。
至此，我们应该可以确认我们常见的误读了。如果我们把福柯在这里对中国的论述当成他真实心声的流露，当成他

的学术立场和观点而进行批判，那不论我们判定他是亲华派还是反华派，都将显得我们太天真、太单纯了。

《词与物》一书是福柯的早期著作，那时他关注的问题大致属于认识论领域。他在此书中对西方人文科学的由来、
发展、演变和断裂做了考古学分析和描述，用“知识型”划分了不同的时代，阐释了不同的知识型所隐含的“词与物”的关

系，也即语言与世界的同异关系。可见，《词与物》论述的不是民族文化之间的同一性与差异性的问题，而是知识形态内

部的同一性与差异性的问题。因此他引用的这个动物分类，从它与《词与物》全书的关系看，可说是画龙点睛的一笔，既

是全书问题的缘起，也是全书结论的隐喻。对它的理解和阐释，不能脱离它生于斯、长于斯的作品的逻辑。
其实，这个动物分类，福柯称之为寓言，他清楚地知道这是博尔赫斯的虚构，没有把它当成中国文化的典范。我们知

道，《词与物》中还提出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和萨德这三个文学家作为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和现代时期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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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当然也都有各自的特殊性和典型性，但如果他们的同胞都来认领，并且由此争论一番其民族与世界

其他民族在历史文化上何同何异、孰高孰低的问题，那严肃的阅读将成为一场闹剧。

另外，这个动物分类其实囊括了今日语言学、哲学、逻辑学等诸多问题，它只可能出现在西方当代语

境中，不可能出现在古代的中国。至于我们国内一些学者认定的《镜花缘》的来源，显然很牵强。例如，

有人这样写道:“最早研究话语和体制之间关系的是上面提到的福柯。他在写了《古典时代疯狂史》以

后，写了《词和物》一书，很有意思的是福柯在书中引证了清朝李汝珍所著《镜花缘》中开始对动物的分

类法。其中有四位大仙: 百兽大仙，总管天下毛族; 百鸟大仙，总管天下离族; 百介大仙，总管天下介族;

百麟大仙，总管天下鳞族。这种动物分类法对西方文化界来说是完全新鲜的。( ……) 因此，福柯认为

从历史相对性的角度出发，对中国的这种特殊的动物分类法，应该有愉快的惊异之感。”( 荣敬本 7 ) 不

用说，这位作者显然并没有真正读过福柯的《词与物》。其实，如果真要找中国古代的动物分类法，哪里

用得着引用晚至清代的《镜花缘》，中国训诂学的开山之作《尔雅》19 篇中，涉及动物分类的就有: “释

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这五篇，而且由于“释畜”一篇在标准上与前四篇不一致，显然比

《镜花缘》中的分类更让人感觉新鲜、惊异，更有说头。
总之，所谓中国百科全书中的这个动物分类，本身并非中西文化差异的证明，但在现实中，它的解读

和接受却实实在在地成为了中西思想难以相互理解、难以相互交流的案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也许

是: 我们在批评别人是东方主义的建构时，我们自己也应该谨慎地警惕不要建构“西方主义”，以免在元

话语的层面上落入自设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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