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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朽与衰老

　　魂是我内在的他者。为心性、他人之一者，亦会化
为凭依，精神障碍。魂原本就是一种狂气 1。

一

鲁迅在《野草》“题辞”中写道“我希望‘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这野

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表达了对速朽的欲望。这乃是中国自古以来的

传统的欲望。据《礼记》“檀弓”中载，恒司马自为石椁，对此孔子曰：“死

之欲速朽”。“速朽”一词即源于此。然而，鲁迅这位对速度极为敏感、甚至

连笔名（鲁迅—迟钝、速度之意）都择其意者却并非单纯地希望速朽。

一方面，如果鲁迅塑造的食人、附于“国民之魂”的“鬼”（幽灵）是

亘古不朽之文（“古文”），那么其投笔速朽之文（“白话文”），则是为拯求民

众于幽灵之中。正如《阿 Q正传》开篇中，告之有“阿 Q”＝“鬼”且有

诛之，不失为“速朽文章”。而另一方面，鲁迅又憎恶烧尽野草全无腐朽之

暇的“地火” 2，这又未免太快了。因此，对鲁迅而言的速朽，乃是花费时间

凭吊亡者、断绝恶魔复归的一种祭祀。

但是，追溯现代，鲁迅憎恶的“地火”依然熊熊燃烧，更有烧尽天穹之

势。这无疑是要将追忆的可能性连根除去，烧尽所有甚至于送葬的时间都刻

不容缓；消除一切痕迹，仿佛什么事情都未发生过一样；连消除之事也消除

干净。朽腐的尸体被火化，就仿佛一开始就为有过那种人，也未有过凶杀案

1.   伊曼纽尔・列维纳斯《所谓存在即以其他方式或许会达到存在的彼岸》。
2.   参照鲁迅《野草》“题辞”。

9

速朽与衰老
—关于死的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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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古语中虽有“强死”（强制死）一词，但那是最终的强制死，而作为

幽灵复归的伯有 3乃是天方夜谭。如果说为什么，那是因为能断定伯有复归

者或能接受其复归的共同场所根本就不存在。即使目击者还活着，恐怕此人

也不会挺身出来作证的。别说不会开口，要不忘掉此事，将性命难保。

然而，即使是不可能的，不，正因为如此，该不该让其作为幽灵复归

呢？前所未闻的祭祀是不是有必要呢？所以说前所未闻，其一是因为被祭

祀者和祭祀者之间的不存在任何关系。如果朱子的后裔还在世的话，恐怕也

无言以对。正如《北溪字义》 4所解释的一样，因为祭奠“鬼神（幽灵）”本

是“血脉贯通”的同类、同族间之事，除此之外皆为“淫祠”。朱子也同样

以“祖考之精神，即我之精神”这一谢上祭的命题加以叙述，若作为子孙的

我尽其“诚敬”，聚自家“精神”，哪怕是渐渐的，那么散失之祖考“精神”

方能凝聚 5。但是，我们要祭奠的幽灵是绝对的幽灵，与“血”或“地”完全

分割，不带任何的“根” 6。它无后裔（子孙，证言者），完全是自己不得已散

失的。朱子言，若圣贤安于死，其气即散 7，“强死”者因气未散，所以为妖

为怪 8。而我们面对的现实是均非圣贤，人去气尽，岂有不散而为怪之理。

所以说前所未闻，还有另一个理由。那是因为这种祭祀也是祭祀的否定。

也就是说，绝对的幽灵之所以徘徊，一方面是因为凝聚特定“精神”的庞大

祭祀被相沿成习。在此规模宏大的祭祀中，诚敬被竭尽得无以复加。借用朱

子学的话说，所有污染被摒弃，“民”焕然一新，苟且自欺之萌被禁止 9，“真

实无妄”得以实现。这种祭祀的共同体全无虚伪的可能性，一切皆可被真实

地传达，是完全全的真理的共同体。而我们所要祭奠的却是这种庞大的祭祀

所否定排除的，不能祭奠的，甚至于祭奠相悖的东西。因此我们不能竭尽诚

敬。在虚伪即真实，真实即虚伪这种传达的可能性遭破坏的极限内，如何坚

持是个问题。面对传达能力遭破坏的沉默，如何以同感非同情的方式密切联

系？这种关系至少不是依凭“精神”的凝聚。反之，在这种前所未闻的祭祀

3.   参照《左传》昭公七年记事。
4.   《北溪字义》“鬼神”。
5.   《朱子语类》，卷三“鬼神”，第 45条。
6.   同上，第 57条。
7.   同上，第 40条。
8.   同上，第 19条、第 43条。
9.   参照《大学或问》中“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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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即连“淫祠”都没有的祭祀中必要的还是“精神”的流出。

二

在对上述前所未闻的祭祀进行过充分思考的人中，就有去年刚刚辞世的

伊曼纽尔・列维纳斯。列维纳斯本人亦是从强制收容所死里逃生的。正因为

如此，列维纳斯才没有将此“经历”攫为己有。人们肯定要问的是，无论什

么经历都不曾有的、远比经历更陈旧的作为“无法记忆的隔时性” 10的与他

者之死的关系。列维纳斯重新认识到，所有的死皆是杀人 11也包括连尸体都

焚尽的最凶残的暴力在内，死并非是虚无的，而是杀人。正因为是杀人，所

以死（无论他者死，还是我死），都反论式地证明他者与我之间没有关联的

关联。杀人，是建立在尊重他者、为了他者，直至代替他者这一列维纳斯伦

理出发点之上的与他者的最初关系。“他人，是我欲杀戮的唯一存在者” 12一

说，即出自列维纳斯之口，且在此基础上，列维纳斯欲敞开针对他人之死＝

杀人的“我”的责任这一伦理层次。对被杀戮的他者，“我”“不能麻木不仁”。

列维纳斯伦理的全部重心都倾注于这种麻木不仁的不可能性的责任上面。

但是，“我”是否抱定与他者无关而为自己开脱呢？这是饱食终日的利

己主义。而列维纳斯却称此利己主义是“为了他者”的条件。要给予就必须

首先将面包添满自己的嘴巴。“唯有食的主体，才可为他者、才有意义。意

义即为他人之一者，只有在具备肉和血的存在者之间才有意义” 13。这里我提

醒一下，“我”作为“具备肉和血的存在者”，要在身体性的层次中加以考虑。

正因为“我”是享受的身体、是“受肉的自同性”，也就是“感受性”、“受

伤害的东西”，所以才饱受困苦，为他者欺辱而发生动摇。列维纳斯通过“神

灵的启示”（inspiration）进一步感受到了这种“我”的被动的窘状。“我”因

10. 伊曼纽尔・列维纳斯《神、死、时间》，第 24页，日译本（合田正人译，法政大学出版局，
1994年），第 21页。

11. 同上，第 85页，日译本，第 100页。
12. 伊曼纽尔・列维纳斯《全体性与无限》，第 173页，日译本（合田正人译，国文社，1989年），
第 300页。

13. 伊曼纽尔・列维纳斯《所谓存在即以其它方式或许会达到存在的彼岸》，第 93页，日译本
（合田正人译，朝日出版社，1990年），第 144-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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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受他者的启示，在自己内心深处孕育了他性而成熟练达。正因为如此，不

能对他者漠不关心。这并非仅仅是因他者而使自身的细胞核发生动摇，而是

“良心发现”萌生“为他者”之心。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与他者无关联的关联绝非属于现在，而是被铭刻

于“无法记忆的过去”的东西。所以，一方面“我”于现在作为自同者而自

我满足。另一方面，在现在面前，附于“我”身上的其他东西作为“自己自

身”而“复归”，使“我”“面向他者”而暴露。而且这种暴露边“出血” 14

边彻底地“提供自己” 15，直至他者的“代替”，即直至提供自己到“荡尽自

己＝烧尽自己＝衰竭身心的 se consumer” 16。

然而，在使用“受神灵启示＝将精神（幽灵）孕育于内心深处”、“复归

的自己”以及“代替”、“提供自己”这一系列语句时，列维纳斯在幽灵和其

祭祀之外到底在诉说着什么呢？毫无疑问，这里所要发明的是一种前所未有

的祭祀，是非凝聚而放逐的祭祀，是对没有任何共同性的他者的祭祀，是不

合理的非祭祀，是对没有任何共同性的他者的祭祀，是不合理的非经济。正

如“se consumer”一语，那是一种连含在口中的面包都馈赠与人的无私的荡

尽，是一种欲从存在的经济、存在这一经济中荡尽自身的东西。列维纳斯

将此称作“所谓存在即以其他方式”，称作“脱离无利害＝共存于内心 dés-

intér-essement”。

然而，“se consumer”在另一方面也是衰老的，指的是虚度光阴，不断

地衰竭身心而等待老之将至。在前所未闻的祭祀中所需要的绝非能动性的活

动，而是“忍耐”这种极端的被动性和不能性。“我为他人而烧尽，而活动

不会从这种烧尽的灰烬中复苏” 17。因而所谓“衰老”，“不是采取面对自己死

的态度，而是无力的倦怠” 18。它是“对存在与死的蔑视” 19，并非仅仅是“对

存在的漠不关心” 20，这就是“以特殊的方式忘却死” 21。这种奇妙的生存观，

14. 同上，第 93页，日译本，第 145页等。
15. 同上，第 70页，日译本，第 112页等。
16. 同上，第 176页，日译本，第 252页等。
17. 同上，第 233页，日译本，第 331页。
18. 同上，第 69页，日译本，第 111页。
19. 同上，第 224页，日译本，第 318页。
20. 同上，第 224页，日译本，第 318页。
21. 同上，第 179页，日译本，第 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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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所谓存在即以其他方式”乃是作为“衰老的主体” 22的“我”的责任本身。

即“对待死的死的责任” 23的采取方式。“我”虽被告之死期将至，但还有一

息尚存，因此仍有死的时间即为谁而死的缓冲时间。是否是安慰姑且不论，

总之还有时间。如此看来，列维纳斯使作为既存在又不存在的“时间化”的

主体脱离了命题。

三

但是，它是怎样的前所未闻的祭祀，列维纳斯的论述中为何会有“血”

的复归？为何“烧尽”会是自我牺牲的复归？在这句话中，无论怎么谨慎地

回避论述的本意，难道存在的经济和他者的政治不会同魔鬼一道复归吗？这

些并非仅仅是针对列维纳斯的诘问。假使前所未闻的祭祀是必要的，那么它

会即刻化作“精神”凝聚的祭祀。既然如此，要从中继续荡尽自身就不能不

更加谨言慎行。

再让我们另外提一个也是针对列维纳斯的其他问题。在列维纳斯殚思

极虑思考的问题中，为何家族、家族的东西会复归呢？比如，对他者的责

任，通过《所谓存在即以其他方式或许会达到存在的彼岸》，为自己心中孕

育他者的“母性”所承担。这与《全体性与无限》中，责任由“父性”承担

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总之，母子关系、父子关系这种家族关系，是对

他者责任的特权场所。而无论他是怎么样的脱离论题的家族，它同样是亲

密的我们的空间。是不是该迅速的创造从它们的周边产生的他者呢？假使在

有“我们”这一共性的地点无法避免，那么它就应该是“家族”吧？这一诘

问姑且放在一边，在此我想确认下一个问题。列维纳斯在《全体性与无限》

中，还提到过“繁殖性”一语的本源，“子的怀胎” 24问题。一般认为由于繁

殖，“我”无限地存在，对他者负无限的责任，届时，“我”就会在“救世主

的时间” 25这一无限的时间中生存，但这与迄今为止所见的衰老的主体及死

22. 同上，第 69页，日译本，第 110页。
23. 列维纳斯《神、死、时间》，第 134页，日译本，第 160页。
24. 《全体性与无限》，第 247页，日译本，第 417页。
25. 同上，第 261页，日译本，第 4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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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是相对立的。

所谓自己的命运即是能接受其他命运的存在，它是有繁殖力的存在。

就父性来说，自我通过不可避免的死这一命中注定之事，被延长给他者，

时间如果因其不连续性而衰老就会战胜命运。⋯⋯（中略）

繁殖性这一不连续的时间会使绝对的年轻重现，但在重现过程中一

切都将与重现的过去保持联系。在与记忆的自由迥然不同的意义上，在

自由地、向过去复归的过程中，在自由的解释和自由的选择过程中，在

作为被全面饶恕了的东西而实际存在的过程中，与重现的过去继续保持

联系。瞬间的这种重现，虽然针对行将就木的衰老的存在者生成的繁殖

性时间的胜利，但它必定是宽恕，是时间的准备本身 26。

即使是因为承担了对他人的无限责任，但否定衰老、乞求年轻是否就是

自我生存的政治，是最终的能动性呢？当然，正如列维纳斯所述，繁殖的父

性或许并非是单纯的自我投胎转世的故事。但是，父亲作为“我是我的儿

子” 27，作为附体儿子身上的幽灵而延续生息，但他不会更巧妙地事前禁止给

予其他幽灵生机吧？一言以蔽之，会不会是幽灵的政治在作祟呢？

大概《所谓存在即以其他方式或许会达到存在的彼岸》，是企图超越这

种幽灵的政治。从繁殖的父亲向孕育他者的母亲的转移、从无限存在向老之

将至的时间的转移，是绝对（＝无一切束缚）地向其他幽灵敞开自己，以前

所未闻的祭祀这一伦理为目的。但是，恐怕“血”、“血脉”依然没有被暗自

作为前提吧？诚然，繁殖性及爱神没有被触及到，但这并非是对充分批判结

果的沉默。比如“邻里”、“兄弟关系”等语言，可以认为还没有完全丧失其

重要性。去除“血”来理解祭祀对列维纳斯来说也是极为困难的。

26. 同上，第 258–259页，日译本，第 435–437页。
27.同上，第 255页，日译本，第 4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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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现在再回到朱子的争论来。如前所述，对于朱子来说，祭祀是“血脉贯

通”的祖先和子孙间的“精神”的凝聚。然而，欲超越祭祀的前所未闻的祭

祀会即刻为凝聚的祭祀所吸收，反之不能说任何凝聚的祭祀作为这种痕迹都

印刻着前所未闻的祭祀吧？在祭祀的经济中不会有忘却荡尽的记忆吧？这里

并不是说要拯救朱子学。因为只有朱子见到过产生“血”的层次。尽管如此，

不，正因为如此，还是将它忘却了。而且朱子的继承者们也继续忠实地忘却

了。我正是想考证一下这种忘却的意义。

争论的焦点，在于应该祭祀祖先的子孙这些继承者们都不在情况下的祭

祀。

不成说有子孙底方有感格之理！便使其无子孙其气亦未曾亡也。如

今祭勾芒，他便是远。然既合当祭他，便有些气。要之，通天地人只是

这一气 28。

如上所言，即便是无子孙“血气不会流传” 29的场合，只要“通天地人只是

这一气”，祖先之气就不会完全消失，多少总是有的，所以祖先的祭祀是可

能的。作为例证，朱子列举了国家祭祀。也就是说，在绝子绝孙立其他君主

的国家，祭祀其一国先祖列宗乃合乎礼节之举，这也是因为“有这一气”  30。

但如果按此说法，从一开始就不需要“血脉贯通”的子孙了，因为代替也是

可以的。实际上，朱子既在此文之前提到过周公替兄武王而死之事 31，也在

后文进一步承认了祭祀“异姓”之妻及外亲之事 32。还不足为奇，毕竟对朱

子来说，“鬼神”无非是阴阳二气或“公共之气” 33，也正因为如此，对于并

非“血脉贯通”的天地、山川、社稷来说，祭祀也是可能的。因而，与这种

公认的见解相反，朱子学是以去除了“血”的祭祀（或者淫祀）的可能性为

28. 《朱子语类》，卷三“鬼神”，第 57条。
29. 同上。
30. 同上。
31. 同上。
32. 同上，卷三“鬼神”，第 75条。
33. 同上，卷三“鬼神”，第 5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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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的。

尽管如此，这种可能性会当场或事前被禁止。因为不过是“二次性东

西”（“第二著”） 34的“鬼神”轮，不能损害欲植根于正确传承＝传达的朱子

学。正如“道统”的争论中典型可见的，要保证现在的正当性，关键在于现

在能否正确的继承“古”之精神。应该提起的注意的是，这种继承绝非是单

纯的仿“古”。既然“古”之精神是正宗的，又认为有可能是正宗的，那么

其正确的继承要否定模仿。非模仿而以正宗的方式将“古”自然地化为固有

的东西，这一点至关重要。因而，一方面必须承认全面的代替＝模仿的可能

性。但另一方面必须禁止代替模仿，突出固有性。强调“血脉贯通”及“祖

考之精神即我之精神”在于后者。我并非祖先单纯的代替，而是正确的代替

或者祖先本身 35。

尽管如此，我们应该考虑的是产生固有化运动的那种代替可能性的一方

呢？还是依附于无任何关联的绝对的幽灵身上的机遇一方呢？

最后再让我们回到鲁迅上去。这种速度的人，对血的消失极为敏感。既

然“血痕比文章自然更惊心动魄、更直截分明，然而容易变色，容易消磨” 36，

所以最终还是让它消磨掉。唯有用长时间留存不会褪色的墨—实际用万年

笔 37写写试试。但作此论述的鲁迅没有听任“淡淡的血痕”消失。针对冲淡

血痕的“造物主”、“悄然地让人类尽尝苦果，又不让永远埋藏在记忆中”的

“造物主”奋起“叛逆”。

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的和现有的废墟和

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

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 38。

如题所示，“叛逆”是“淡淡的血痕中”格外的纪念。所以说格外，是因为

34. 同上，卷三“鬼神”，第 1条。
35. 关于这一点请参照拙论《自-发的界限—朱子学之解构》， 《中国哲学研究》第九号，东京大
学中国哲学研究会，1995年。其中一部分被翻译成中文，载于《原学》第三辑，中国广播电
视出版社，1995年。

36. 鲁迅《怎么写》，收入《三闲集》。
37. 鲁迅《论毛笔之类》，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38. 鲁迅《淡淡的血痕中—纪念几个死者和生者和未生者》，收入《野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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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并非特定的“血”，而是“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且它会延续至未发

生的东西。到底什么是前所未闻的祭祀呢？而且它究竟归结为什么呢？

鲁迅在下面又接着写道，“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他将要起使人类苏生，

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主的良民们”。是苏生还是灭尽，总是要归结其

中之一，但重要的是我们还在等待着它的到来。我们又可以延缓死的时间了。

将此花费于格外的纪念上的究竟是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