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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立了个简单的题目，是套用海德格尔的书名《现象学的基本问题》。虽说题目相对简
单，实质却是相当复杂的。本文仍旧围绕海德格尔来展开，因为在“艺术现象学”的思想路线
上，海德格尔是一个开端性的人物，尽管此前或同时也有一些现象学哲学家（如盖格尔、茵伽
登等）做过相关的努力，但海氏的影响是最为坚实而有力的。海德格尔在前期《存在与时间》
中形成了以“世界境域”为核心的此在在世分析，其中形成的现象学洞识对于艺术探讨亦具有
重要的意义；而在后期思想中更是直接讨论了艺术问题，特别是“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影
响深远，业已成为 20 世纪艺术哲学经典了。
今天我主要来谈海德格尔意义上的艺术现象学的三个问题：本源问题，真理问题和空间问
题。具体一点来说就是：1、艺术的本源意义；2、艺术之为真理的发生方式；3、艺术空间。2 最
后在本文总结部分，我将来提出艺术现象学与当代艺术的问题，意在追问：艺术现象学如何对
当代艺术问题做出反应？

一、艺术的本源意义
晚年海德格尔在希腊雅典做过一个演讲，题为“艺术的起源与思想的规定”。3 在这篇关于
希腊艺术的专题演讲中，海德格尔试图借助于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形象来探讨τϒχνη的起源意
义，或者说艺术的开端性（原初性）意义。海氏这里的阐释工作极具胆识，且富有创意，我们
有必要给予关注。
在古希腊神谱中，主τϒχνη的神祇是女神雅典娜。雅典娜神通广大，而其出身也特别怪异。
说的是主神宙斯因为害怕第一位妻子墨提斯生产出一个傲岸的儿子，来做众神和人类之王，便
一口将墨提斯吞进了肚里，但就在这当儿，墨提斯怀上了雅典娜。人类和众神之父在特里托河
岸上从自己的头脑里生出了这个女儿，“明眸少女”特里托革尼亚（即雅典娜），她在力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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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两方面都与他的父王宙斯相等同。宙斯生下雅典娜之时，她便手持神盾、全身武装披挂。
籍此神盾，雅典娜的力量便超过了奥林匹斯山上的所有神灵。1 雅典娜是全能的，集力量和智慧
于一体，其伟力与主神相匹。她是战争女神，赋予人们勇武的精神；她是雅典城邦的守护女神；
她是技艺女神，让人类在和平时期精于技艺；雅典娜的智慧标志着希腊艺术和科学的智慧。
作为“技艺女神”的雅典娜是谁？从雅典娜身上可以见出希腊技艺的规定性吗？或者，更
具体准确的问法应该是：雅典娜形象和特性中蕴含着希腊人的何种 τϒχνη 理解？海德格尔要追
问的正是这个问题。
传说中的诗人荷马把雅典娜称为πολ⎛μητις。这个希腊词语的日常含义为“十分聪明的、富
有创造力的”。海德格尔则把πολ⎛μητις译解为“多样猜度者”（die vielfältig Ratende）。“猜度”
（raten）也有“劝告、建议”之义。“猜度”的意思就是：预先思想、预先操心，从而使某事
某物成功。2 雅典娜在人类的生产、制造、完成活动方面起着支配作用，她因此也被称为赫拉克
勒斯的“女帮手”。具有猜度作用的雅典娜赋予生产者、制造者以主意和建议，让他们具有猜
度的能力。不过，这里说的“生产”和“制造”是广义的。因为在古希腊，每个精于制造、擅
长业务、能够主管事务处理的人，都被叫作τεχν⇔της［艺人、高手］。后来人们过于狭隘地把
τεχν⇔της译解为“手艺人、工匠”了。
希腊的τεχν⇔της原本泛指从事各种生产、制造活动的“艺人”、“高手”。海德格尔进一
步指出：“艺人”的决定性行为是受到一种被称为τϒχνη［技艺］的“领悟”（Verstehen）引导
的。τϒχνη这个词并不指“制作”，而是指一种“知道”（Wissen）。作为“知道”的τϒχνη是
广义的。在古希腊人看来，任何受人控制的有目的的生成、维系、改良和促进活动都是包含τϒχνη
的活动，诸如教育公民是“政治艺术”，“照料人的灵魂”也是一种τϒχνη。3 而所谓的“知道”
意味着：“先行看到那个在某个产物和作品的生产过程中的关键之物。作品也可能是科学和哲
学的作品、诗歌和公开演讲的作品。艺术是τϒχνη［技艺］，但不是技术。艺术家是τεχν⇔της
［艺人］，但既不是技术员也不是工匠”。 4
既然τϒχνη这种“知道”是一种“先行看到”、“先行洞见”，它就需要“视见和光亮”。
这就与雅典娜的另一个命名联系在一起了。抒情诗人品达在《奥林匹亚颂歌第七首》中把雅典
娜命名为Γλαυκ∩πις，即“明眸女神”：α⎡τ

δϒ σφισιν ⊇πασε τϒχναν / π σαν ⁄πιχθον⇔ων

Γλαυκ∩πις ριστοπ〉νοις χερσ⇐ κρατε⇑ν.“明眸女神却亲自赋予他们，/ 在任何艺术中胜过这些
具有最佳手艺的尘世居民”。句中大写名词Γλαυκ∩πις是从形容词γλαυκ〉ς（光辉的、耀眼的）
变化而来的，后者指日月星辰熠熠光芒的照耀，也可以指橄榄树幽微的闪光。雅典娜是“明眸
女神”，她的眼睛是γλαυκ〉ς，是充满光辉的、照耀着的。所以雅典娜的本质标志是猫头鹰，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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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γλα⎛ξ。“猫头鹰的眼睛不光是火一般热烈的，它也穿透黑夜，使通常不可见者成为可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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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雅典娜是 πολ⎛μητις，即“猜度者”，而既要“猜度”，就得有“明眼”，
所以是 Γλαυκ∩πις，即“明眸女神”。这些都与 τϒχνη 相关。雅典娜是“技艺女神”。τϒχνη 是
一种高超悟性，是“知道”（Wissen）了。“知道了”即“已经看到了”。艺术就是这种作为
“知道”的 τϒχνη，但作为 τϒχνη 的艺术是广义的。庖丁解牛，不也“知道”，不也“得道”乎？
“猜度”－“明眸”－“知道”，说的是雅典娜女神的一个基本特性，从而也就是说 τϒχνη 的
原初意义之一。
海德格尔进而提出一个问题：女神雅典娜的猜度着－照亮着的目光指向何方？海氏提示我
们注意阿刻罗波里斯（Akropolis）博物馆里的浮雕，在那里，雅典娜是作为σκεπτομϒνη即“思
索者、沉思者”（die Sinnende）显现出来的。“明眸女神”雅典娜还是一位σκεπτομϒνη。但雅
典娜若有所思的目光朝向哪里呢？海德格尔在此未加论证地径直给出一个答案：朝向“边界”
（die Grenze）。何以是“边界”？“边界”是什么？我们可以理解，“边界”是事物得以确定
自身的规定性，借助于“边界”，事物才得以相互“区分”，才得以取得“形态”。海德格尔
的说法比较复杂些：“边界乃是某物借以聚集到其本己之中的东西，为的是由之而来以其丰富
性显现出来，进入在场状态而显露出来。雅典娜在沉思边界之际已经看到，人类的行为首先必
须预见到什么，才能使如此这般见到的东西进入一个作品的可见性之中而产生出来”。 2
不过，雅典娜沉思着的目光不仅指向“人类的可能作品”，也即指向 τϒχνη，而是首先落
在并不需要人类制作、而自发地涌现出来的东西上，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那就是“自发地入
于其当下边界之中而涌现出来并且在其中逗留的东西”，即 φ⎛σις［涌现、自然］。这就引出了
τϒχνη 与 φ⎛σις 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今天容易把 τϒχνη 与 φ⎛σις 对立起来，而且在现代表象思
维中，在技术时代里，技术与自然的对立是根本性的。但我们用这种现代技术与自然的对立去
理解希腊的 τϒχνη 与 φ⎛σις 的关系，却未免强暴了。
首先，希腊人所见的φ⎛σις恐怕还不是我们现代观念中的对象性的质料自然。我们知道，海
德格尔基于词源的分析和思想的领悟，把φ⎛σις译解为“涌现”（Aufgehen）。以海氏的说法，
“对希腊人来说，φ⎛σις乃是表示存在者本身和存在者整体的第一个根本性名称。在希腊人看来，
存在者乃是那种东西，它自立自形，无所促逼地涌现和出现，它返回到自身中并且消失于自身
中，即一种涌现着又返回到自身中的运作”。3 海氏甚至以为，只有在希腊才能经验到φ⎛σις的神
秘运作。他似乎认为，只有在希腊，可能因为独特光线的缘故，“一座山、一个岛、一片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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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棵橄榄树以一种令人震惊而又抑制的方式显现出来”。1 这里需要注意其中的说法：一种令人
震惊而又抑制的方式。它表明φ⎛σις的运作是明－暗、显－隐的张力关系，是一种“解蔽”
（ ληθε⎛ειν）。
其次，τϒχνη与φ⎛σις之间的关系，在希腊人那里也是异样的。希腊人善于向φ⎛σις学习。公
元前五世纪的医学家希波克拉特提出τϒχνη摹仿φ⎛σις的观点，认为技艺的产生和形成是受自然启
发的结果，技艺协助自然的工作，帮助自然实现自己的企望。2 海德格尔则把这种关系表述为φ⎛σις
对于人类的“逼迫”和“要求”，以及人通过τϒχνη对于φ⎛σις的“应合”：“惟有在这里，在希
腊，世界整体已经作为φ⎛σις［涌现、自然］向人诉说，并且把人纳入自己的诉求之中，人类的
颖悟和行为，一旦它受到逼迫，不得不根据自己的能力把这样一个东西（后者应当作为作品让
一个迄今尚未显现出来的世界显现出来）带入在场状态之中，那么它就可能而且必须应合于这
种诉求”。 3
无论是φ⎛σις［涌现、自然］还是τϒχνη［技艺］，都是使不可见者成为可见的，使不在场者
在场。两者都是一种“产出”（Her-vor-bringen），亦即希腊文的πο⇔ησις。柏拉图在《会饮篇》
中有一句话（205b）：″ γ ρ τοι ⁄κ το⎝ μ↓ ⎞ντος ε⇒ς τ∫ ⎠ν ⇒〉ντι ⌡τ⊗ο⎝ν α⇒τ⇔α π σ ⁄στι πο⇔ησις.
“对总是从不在场者向在场过渡和发生的东西来说，每一种引发都是πο⇔ησις，都是产出”。
不仅手工制作，艺术创作是一种“产出”，即πο⇔ησις，而且φ⎛σις［自然］，即从自身中涌现
出来，也是一种“产出”，即πο⇔ησις，而且甚至是最高意义上的πο⇔ησις。为什么呢？因为就
手工和艺术的作品来说，其产出之显突（Aufbruch）不在其本身中，而在工匠和艺术家中；而
就前者——涌现着（φ⎛σει）——的在场者来说，其产出之显突却在它本身之中（⁄ν ∞αυτ®），
诸如花朵显突入开放中。 4
于是，对于希腊的“摹仿”（μ⇔μησις）论就可以有一种新解了：“摹仿”（μ⇔μησις）
就是“应合”、“响应”。“艺术应合于φ⎛σις［涌现、自然］，但却决不是已然在场者的一种
复制和描摹。Φ⎛σις［涌现、自然］与τϒχνη［技艺］以一种神秘的方式共属一体。然而，使φ⎛σις
［涌现、自然］与τϒχνη［技艺］得以共属一体的那个要素，以及艺术为了成为它所是的东西而
必须投身其中的那个领域，依然是蔽而不显的”。 5
海德格尔认为，早期希腊的诗人们和思想家已经触及了这个神秘领域。他举出同时期的赫
拉克利特和埃斯库罗斯。其中的标志形象是“闪电”。赫拉克利特在残篇第六十四中说：τ δε
π ντα ο⇒ακ⇔ζει κεραυν〉ς。“而闪电操纵一切”。这意思是说：闪电一下子带来和操纵着自发
地在其特征中在场者。闪电是由主神宙斯发出的。而雅典娜乃是具有至高神力的宙斯之女。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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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库罗斯在《阿伽门农》三部曲中让雅典娜说：κα⇐ κλ°δας ο™δα δ⊕ματος μ〉νη θε∩ν，⁄ν ∨
κεραυν〉ς ⁄στιν ⁄σφραγισμϒνος。“在诸神中，只有我知道通向那座房屋的钥匙，闪电封闭地紧密
地安居于其中”。 1
海德格尔于是总结说，正是籍着这样一种“知道”（Wissen），作为宙斯之女的雅典娜，
就是“多样猜度的”（πολ⎛μητις），“明亮地观看的”（γλαυκ∩πις）以及“沉思着边界的女神”
（σκεπτομϒνη）。2 这就是说，除了“猜度”－“明眸”这个特性外，技艺女神雅典娜还有“沉
思”之力，她知道φ⎛σις［涌现、自然］与τϒχνη［技艺］如何共属，或者说，τϒχνη［技艺］如
何应何于φ⎛σις［涌现、自然］。

二、艺术与真理：艺术作为真理的发生方式
海德格尔对于艺术的本源意义的追问始于更早、更著名的“艺术作品的本源”（1935/36
年）一文。该文开头即提出要追问艺术作品的本质之源；而在结束处，海德格尔提供出来的答
案既简单又不免让人吃惊：艺术作品的本源是艺术。“艺术作品的本源，同时也就是创作者和
保存者的本源，也就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性此在的本源，乃是艺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艺术在
其本质中就是一个本源：是真理进入存在的突出方式，亦即真理历史性地生成的突出方式”。3
重点当然在后面：艺术是真理发生或生成的突出方式。
把艺术与真理关联起来，这其实是一个惊人之举。为何艺术是真理？又是何种真理——艺
术的真理性是何种真理性？
海德格尔是从作品角度来讨论的。什么是一件艺术作品？大概没有人敢有明确的答案，在
今天这个时代尤其如此。海德格尔的回答可谓别出心裁——他赋予艺术作品一种“开天辟地”
的意义，指出艺术作品的“作品存在”（“作品性”）的两个基本特征，即： 其一、作品存在
就是“建立”（aufstellen）一个“世界”。其二、作品存在就是“制造”（herstellen）4“大地”。
这里要注意的是，在此“世界”用的是单数，是“一个”（eine），而其实却指示着“多个”，
因为“世界”总是依诸民族而展开，是诸民族的“世界”；相反，“大地”用的是定冠词，是
“这个”（die）“大地”，其实倒是单数了。
这是海德格尔的“作品观”。而若要充分理解海德格尔的这个思想，我们还得从头说起，
先来看看海德格尔在前期《存在与时间》中形成的“物观”。在前期哲学中，海德格尔虽说旨
在重构存在学（Ontologia，旧译“本体论”），但落实处却在个体实存，即在世此在（Dasein）。
人生在世，总是要与事物交道。所交道之物首先是“器具”或“用物”。从器物入手，海德格
尔之所思在于物如何在世界境域中呈现、存在。海德格尔的想法可谓平常了：物的存在首先在

1

ebd.

2

Vgl. M. Heidegger, Die Herkunft der Kunst und die Bestimmung des Denkens, in: Distanz und Nähe, Reflexionen und

Analysen zur Kunst der Gegenwart, hrsg. Petra Jaeger und Rudolf Lüthe, Würzberg,1983. S.15.
3
M. Heidegger, Holzwege, Frankfurt a.M. 1980, S.66.
4
此处“制造”（herstellen）意为“产出、把……带出来”，而非工业生产。

5

于人对物的“使用”中，也可以说在于物与人的关联状态，而不在于人对物的认知。“用”优
先于“知”——这是海德格尔的一个致思特点。
在我们看来，海德格尔上述貌似实用主义的思想实际上具有深刻的现象学意蕴。人与物（器
具）之间首先并不是知识的、理论的关系，而是亲切而熟悉的“使用”关系。而根本点在于，
我们对于器具的这种亲切而熟悉并不是由器具提供给我们的，而是由“世界”——“使用境域”
——提供给我们的。这个“世界”，这个“使用境域”，我们通常并不关注它，它可以说是毫
不显眼、隐而不显的。当我们关注它时，往往是“使用境域”出现障碍和问题的时候。比如此
时此刻，在我演讲的这个会场里，我们的注意力不在这个环境，我们多半并不关注这个会场境
域；若是这时突然有人持枪闯入，或者在场诸位当中突然有人高声唱起歌来，我们才会惊恐或
者不满，想到这是一个会场，怎么搞的？出了什么事？这还是个会场么？等等。
海德格尔由此得出一点：世界是一种既自行开启又自行克制、既显又隐的“发生”。我们
与器物的交道的活动性的依据就在于，作为使用境域或因缘联系的世界克制自己。 1
从世界境域的角度来理解事物的存在，或者说把事物存在的意义落实于使用境域（而不在
于事物本身或者主体对于事物的认知），这个想法很重要，不过也还是不够的。何以不够呢？
因为问题在于，这个“使用境域”——“世界境域”——是如何构成，或者说如何发生出来的？
这个问题在前期海德格尔那里并未得到良好的解答。30 年代以后的后期海德格尔又接过了这个
题目，特别在“艺术作品的本源”等文中，海德格尔把物如何在世界境域里显现以及世界境域
如何开显（构成）的问题与艺术联系起来了。
这一联系显得自然而然。如前所述，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已经得出：事物存在的
意义首先在于它的“有用性”。但这种“有用性”却植根于“可靠性”（Verläßlichkeit）。我
们总是已经依靠、依赖、信任于周边的器具，才会如此不经意地——也即：不加分析地、不通
过理论地——使用这些器具。从“有用性”到“可靠性”是十分关键的一个跳跃，可以说是从
日常经验到现象学的思想经验的跳跃。人生在世，总在“用”着什么，这是常态，平常我们并
不关心这时时处处的“用”是如何可能的。我们不断“用”着什么的日常此在是安全而令人放
心的，是不费思量的。日常我们是靠着常识经验来组织我们的生活的，用不着现象学，也用不
着关心作为“有用性”之依据的“可靠性”。然而，思想必得超出日常经验的范囿而进入意义
和根据层面。
众所知道海德格尔曾举出凡·高的一件作品来解说艺术。他说凡高画的是农妇的鞋，有好
事者考证说那不是农妇的，而是凡·高自己的，等等——这些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们得领
会海德格尔的思路。一个农妇是在“有用性”面上使用器具的，她并不关心更多的东西。但海
德格尔却替她说出玄奥：“凭借可靠性，这器具把农妇置入大地的无声的召唤之中，凭借可靠
性，农妇才把握了她的世界。……器具的可靠性才给这素朴的世界带来安全，保证了大地无限
延展的自由”。2 问题在于：不但农妇并不关心“可靠性”，而且她靠着日常经验、甚至于靠着
知识和科学，也关心不了“可靠性”。传统哲学和科学都触及不了这种“可靠性”。那么如何
1
2

参看黑尔德：《世界现象学》，孙周兴编，倪梁康等译，三联书店，2003 年，第 123 页。
M. Heidegger, Holzwege, Frankfurt a.M. 1980, S.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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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解这种“可靠性”？海德格尔认为，只有通过艺术作品，器具的“可靠性”才可能得到体
验。海德格尔主要以关于凡·高的农鞋画的诗意经验，以及上引关于希腊神庙的精致描写，来
解说这一点。 1
海德格尔把“作品”提高到了一个决定性的高度：我们只有通过“作品”才能体验器具的
存在，甚至于一般地物的存在。“我们绝对无法直接认识物之物因素，即使可能认识，那也是
不确定的认识，也需要作品的帮助”。 2 因为事物的自在存在是在“世界境域”中显现出来的，
而“世界境域”则是“天空”与“大地”两大区域的发生和运动。艺术作品正是对“世界境域”
的开启和确立。
如上所述，海德格尔说作品的两大存在特征就是“建立一个世界”和“制造大地”。海氏
也把这种开启和确立叫做“存在者之真理”的发生方式。在此意义上，海氏把艺术的本质规定
为：存在者之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中。3 真理在艺术作品中现身为“天空”与“大地”的“争执”。
而所谓艺术创作，就是让作为“天地之争”的真理在“形象”或“形态”（Gestalt）中“固定”
下来。如是“固定”下来遂成就“作品”。 4
如果允许我们把事情简化一些，就可以把海德格尔的想法表达为这样一个洞识：
“物”
（Ding）
乃天地之间一“造化”，而天地之“争”是由“作品”（Kunstwerk）而得以固定的。正因此，
我们只有借助于“作品”才能认识物的物性存在。5 而以这种思路去设想艺术作品，去理解作为
“作品”的艺术，我们会有何种启发，作何感想？

三、艺术空间
艺术是存在者之真理的发生方式之一，“作品”是对“天”与“地”两个世界区域的开启
和确定，从而具有一种存在性的或者本原性的意义。这个想法是很玄妙的。而从这些想法中，
实际上也已经透露了海德格尔对于“空间”问题的新理解，一种现象学式的理解。
空间问题与时间问题一样费解。奥古斯丁说：什么是时间？没人问我，我还懂的，有人问
我，我就茫然了。空间亦然。晚年海德格尔曾作奇异短文“艺术与空间”（1969 年），开篇即
引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空间看来乃是某种很强大又很难把捉的东西”。 6
虽然已经有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但我们今天的日常空间概念仍旧是近代物理学的，就是
把空间看作真空中固态物体的聚合。琼斯（Roger Jones）指出：“现代的空间概念是一个复合
隐喻，它体现了我们对分离、区分、连接、隔离、划界、分裂、区别和一致等的所有观念和体
验。我们的透视法则和几何定律是我们对异化、独特认同和无关联的一般体验的提炼总结。它
1

M. Heidegger, Holzwege, Frankfurt a.M. 1980, S.18-19，S.27-28。
M. Heidegger, Holzwege, Frankfurt a.M. 1980, S.56。
3
M. Heidegger, Holzwege, Frankfurt a.M. 1980, S.21。
4
M. Heidegger, Holzwege, Frankfurt a.M. 1980, S.56。以上讨论可详见孙周兴：“一种非对象性的思与言是如何
可能的？”载《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三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 年，第 30 页以下。
5
在 50 年代中，海德格尔更进一步深化、或者可以说修正了他的这个思想。他认识到，借助于作品，从艺术道
路接近物的自在存在是一个方向，但显然不是惟一的方向，除此之外，“思想”可能是另一条基本的道路。
6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第四章，212a8；参看中译本，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2 年，第 1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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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完全被抽象化、外化和综合为寒冷、空无的虚空——我们称之为空间。这个空间的隐喻是
我们的一个现代机制……”。 1
海德格尔也认为现代空间观念是抽象的结果。“从作为间隔的空间中还可以提取出长度、
高度和深度上各个纯粹的向度。这种如此这般被抽取出来的东西，即拉丁语的abstractum［抽象
物］，我们把它表象为三个维度的纯粹多样性。不过，这种多样性所设置的空间也不再由距离
来规定，不再是一个spatium，而只还是extensio——即延展。但作为extensio［延展、广延］的
空间还可以被抽象，被抽象为解析－代数学的关系。这些关系所设置的空间，乃是对那种具有
任意多维度的多样性的纯粹数学构造的可能性。”2 海德格尔把这种抽象的空间（即牛顿那里的
“绝对空间”），在数学上被设置的空间，称为“这个”空间（“der”Raum），也就是广延、
延展（extensio）意义上的物理－数学空间，是牛顿－笛卡尔的空间。在“艺术与空间”一文中，
海德格尔也把“这个”空间称为“技术物理空间”。 3
“这个”空间（“der”Raum）有何特性呢？它根本上可以说是没有“特性”的。它一无
所有，是“寒冷、空无的虚空”。海德格尔说，“这个”空间并不包含诸空间和场地（die Räume
und Plätze），我们在其中找不到“位置”（Ort），找不到这种“物”。“这个”空间是纯粹、
单一、空虚的，其中毫无内容。然而海德格尔认为，“这个”空间并不是原始的，而是衍生的、
派生的。
海德格尔把原初意义上的空间叫做“诸空间”或“多样空间”（die Räume），用的是复数。
从词源上讲，“空间”一词的古老意义并非纯粹广延意义上的“这个”空间（即物理—数学空
间），“空间”（Raum）即Rum，意味着“为定居和宿营而空出的场地”——这是“空间”的
原初意义。一个空间乃是某种被设置的东西，被释放到一个“边界”（即希腊文的πϒρας［边界、
界限］）中的东西。所谓“边界”并不是通常人们设想的某物停止的地方，相反地，倒是某物
赖以开始其本质
．．．．．的那个东西。亚里士多德还把“空间”称为“包容着物体的边界”（τ〉πος πϒρας
το⎝ περιϒχοντος σ⊕ματος κ⇔νητον）。4 可见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也还没有形成近代科学意义上的
抽象空间。
“空间”是“多”而不是“一”，不是一个被抽象、被纯化的虚空。直言之，海德格尔在
此区分了“多”与“一”，“诸空间”与“这个”空间，可以说就是具体空间与抽象空间。通
常会认为“一”是“多”的起源，一生多，惟一的“这个”空间是“多样空间”的源头。海德
格尔的看法刚好倒了过来。“在由位置所设置的诸空间中，总是有作为间隔的空间，而且在这
种间隔中，又总有作为纯粹延展的空间”。 5
海德格尔所讲的“空间”——“多样空间”——始终是与人之存在（栖居）相关联的，因
此才是“多”的空间。空间既非外在对象，也非内在体验，而是人所“经受”和“承受”的空
1

琼斯：《作为隐喻的物理学》，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2 年。转引自彭茨等编：《空间》，中译本，马光
亭、章绍增译，华夏出版社，2006 年，第 68 页。
2
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中译本，第 164 页。
3
参看孙周兴（编）：《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 年，第 483 页。
4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第四章，212a5；参看中译本，第 103 页。
5
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中译本，第 1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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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只是因为人经受着诸空间，他们才能穿行于诸空间中”。人总是已经在逗留于位置和物，
因而总是已经经受着空间，而这种“总是已经”乃是人穿行于空间的前提。于是我们才能理解
海德格尔的下述玄秘讲法：当我走向这个演讲大厅的出口处，我已经在那里了；倘若我不是在
那里的话，我就根本不能走过去。1 这话听起来像是鬼话，但这是海德格尔自始就有的一个思想
境界：存在关系先于知识关系或者其他什么关系；而就空间问题而言，就可以说，存在性的位
置-空间优先于技术物理空间。
海德格尔这里讲到了“位置”（Ort）。什么是“位置”呢？海德格尔所谓“位置”还不是
通常所讲的“地点”，而是指物的聚集作用发生之所。比如架在河流上的一座桥，桥出现之前
当然已经有许多个地点，但通过桥才出现一个“位置”，或者说，通过桥，其中有一个地点作
为“位置”而出现了，这个“位置”为世界诸元素提供场所，把世界诸元素聚集起来。而所谓
世界诸元素，海德格尔概括为“天、地、神、人”四重整体。
海德格尔描写令人吃惊：一座桥架在河上，把大地聚集为河流四周的风景；桥也为无常的
天气变化作好了准备；桥为终有一死的人提供了道路；桥这种通道也把终有一死者带向诸神之
美妙。因此，“桥以其方式把天地神人聚集于自身”。2 海德格尔说，古德语中，“物”（thing）
的意思就是“聚集”。桥这个“物”就是对“四重整体”的聚集。“桥是一个物，它聚集着四
重整体，但它乃是以那种为四重整体提供一个场所的方式聚集着四重整体。根据这个场所，一
个空间由之得以被设置起来的那些场地和道路才得到了规定。……以这种方式成为位置的物向
来首先提供出诸空间”。所以海德格尔认为，“诸空间
．．．”
．是从
．．“
．诸位置
．．．”
．那里而不是从
．．．．．．“这个
．．”
．
空间那里获得其本质的
；而且相反地，“物理技术空间惟从某个地带的诸位置之运作而来才展
．．．．．．．．．．
开自身”。 3
在同一个语境里，海德格尔谈到“筑造”（Bauen）的作用：“筑造”是对诸空间的一种
创设和接合。海德格尔下面这段关于“筑造”的总结性表述值得我们深思：
由于筑造建立着位置，它便是对诸空间的一种创设和接合。因为筑造生产出位置，
所以随着对这些位置的诸空间的接合，必然也有作为spatium［空间、距离］和extensio
［延展、广延］的空间进入建筑物的物性构造中。不过，筑造从不构成“这个”空间。
既不直接地构成，也不间接地构成。但由于筑造生产出作为位置的物，它依然比所有
几何学和数学更切近于诸空间的本质和“这个”空间的本质来源。筑造建立位置，位
置为四重整体设置一个场地。从天、地、神、人相互共属的纯一性中，筑造获得
．．它对
位置的建立的指令
．．。从四重整体中，筑造接受
．．一切对向来由被创设的位置所设置的诸
空间的测度和测量的标准。

4

我们愿意把问题弄得简单一些：“筑造”——一般而言即是“创作”（Poiesis）——建立
具有聚集作用的物，也就是作为“位置”的物，作为“位置”的物为世界“四重整体”提供场

1
2
3
4

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中译本，第 166 页。
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中译本，第 161 页。
海德格尔：“艺术与空间”，载孙周兴（编）：《海德格尔选集》上卷，第 486 页。
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中译本，第 1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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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从而把“四重整体”聚集起来，也就是为“四重整体”设置空间。“物－位置”意义上的
空间不是单数的“这个”空间（“der”Raum），亦即不是“广延”意义上的空间（海德格尔
也称之为“数学上被设置的空间”或“技术物理空间”），而是海德格尔在“天、地、神、人”
之“四重整体”意义上所思的复数的“诸空间”或者“多样空间”。人在天地之间“筑造”，
生产“物”，建立“位置”，创设天地之间活生生的具体的“诸空间”——这大抵就是海德格
尔的意思了。

四、艺术现象学与当代艺术问题
上面我们已经围绕“本源”、“真理”、“空间”三个主题，探讨了从海德格尔出发的艺
术现象学的基本问题。最后我要来谈谈当代艺术问题，意在提出问题：艺术现象学如何对当代
艺术问题做出反应？
当代艺术的处境和形势极其复杂，它是从 19 世纪中后期开始的现代主义艺术的接续，是对
古典艺术规定性的强烈反叛。我们知道，古典的艺术概念（定义）是在希腊成型的。究其基本，
大致分为三项：一是摹仿论，艺术“响应”（“摹仿”）自然；二是艺术的揭示作用（艺术乃
“使不可见者成为可见的”）；三是艺术是高超的手艺（τϒχνη），艺术总是跟“手工”相联系
的，艺术家是得道“高手”。这三项可以简化为：摹仿、创新、手艺。我认为这是古典艺术概
念的三个基本元素，不可或缺。其中“摹仿”（μ⇔μησις）较让容易引起误解，其实是一种对
于自然（事物）的态度，一种协助、尊重、应合的态度，而非后来（近代以来）占主导的对象
性态度。
文艺复兴以后的近代艺术虽然已开始走上了主观化的道路，但它仍旧怀着古典的理想，因
为文艺复兴本身就是要复兴古典（希腊）的艺术和哲学。一直到 19 世纪中后期，才转换到了我
们所讲的“现代艺术”或“现代主义艺术”。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经过工业革命、全球性的
技术化进程，人类物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精神世界受到严重的挤压，各民族文化以宗教
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受到前所未有的动摇，形成了全方位的文化变局和文化断裂。从时间上讲，
这个时期出现的艺术被叫做“现代主义艺术”，而大战后更出现后现代主义思潮，形成了更加
多元的现/当代艺术类型。
与古典艺术相对照，我认为现/当代艺术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1、颠覆了传统艺术概念。艺术失去了边界，艺术定义（边界）趋于模糊。什么是艺术，什
么不是艺术？在今天成了十分棘手的问题。
2、观念化与非手工化倾向。现/当代艺术已经远离了古典艺术概念 τϒχνη，不再强调艺术的
手工性质，而日益表现出观念化、追求奇思巧智的倾向。今天所谓的装置艺术、行为艺术、综
合艺术等等，虽然形态各异，但实质上均有观念化的倾向。
3、主体化与对事物的强暴。艺术成了技术的同谋，失去了对事物、材料和环境的尊重，而
采取了对事物和自然的敌对态度，或者如尼采所说的残暴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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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作品普遍意义的缺失与作品解释的困难。与上列几点相关，现/当代艺术因为失去了自
身的规定性，就不再有确定的意义认同可能性，从而造成了作品鉴赏、接受、阐释方面的前所
未有的困难。
5、艺术越来越成了商业性制度运作的产物。特别是在当代艺术领域里，什么作品和作品如
何是无所谓的，关键是要看“谁”做的，而这个“谁”则是由一个商业性的制度运作和设计出
来的。这一点也许最能表现出当代艺术“趋时附时势”的特征。
以上几点构成现/当艺术的总体情势，一种混乱而嘈杂的以“艺术”为名义的表演杂烩。当
然，即便在此形势下，仍然不乏有觉悟和承担任的艺术家在进行艰难的艺术思考和艺术探索。
若从思想史和艺术史的交织和互动来看，现/当代艺术实际上面临着一种与当代思想相同的两难
形势，即：一方面要在存在学意义上质疑对象的自在持存性和坚固性，另一方面又要在知识学
意义上否定自我的先验明证性和确定性。在这种双重的动摇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当代思想的困
境，也可以看到现/当代艺术创作失于无度和轻率的根源。
问题也可以表达为：后哲学的哲思是如何可能的？以及，后艺术的艺术创作是如何可能的？
进一步的问题是，后哲学的哲思与后艺术的艺术之间可能和应该有何种关系？如果说现象学、
特别是后胡塞尔的现象学是一种后哲学（后存在学-后知识学）的哲思尝试，那么，艺术现象学
的探索也可以说是一种后艺术的艺术创作努力，目的是要在不确定的对象与同样不确定的自我
之间重新寻找一种新的艺术构成方式。
海德格尔曾经把我们时代的思想问题说成一个后形而上学和后哲学的问题，即一种非对象
性和非客体化的思想与表达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的问题。那么，我们是不是能说，艺术现象学
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对象性的艺术创作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的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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