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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法国哲学———福柯后期思想研究
主持人

欧阳谦

〔 主持人语〕 当代法国哲学在今天占据着思想头条的位置ꎬ 这是因为它有一个闪耀着思想

光环的哲学家群体ꎮ 按照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说法ꎬ 近几十年来巴黎成为了思想的原创地ꎮ
根据法国哲学家巴迪欧的概括ꎬ 当代法国哲学是西方哲学发展继古希腊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之
后的第三个高峰ꎮ 在这个哲学家群体中ꎬ 福柯思想的原创性ꎬ 使得他站在了这个思想高峰的顶
峰之上ꎮ 为此ꎬ 我们组织了有关福柯政治思想研究的三篇文章ꎮ 其中ꎬ « 福柯的主体诗学———
一种未来实践哲学的构想» 一文ꎬ 探讨了福柯后期思想的 “ 伦理转向” ꎬ 即福柯构建的一种主
体诗学ꎻ « 福柯的生命政治» 围绕福柯后期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主题ꎬ 即关于生命政治的论
述ꎬ 探讨了福柯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及其理论路径ꎻ « 安全配置: 福柯治理术的运转机制» 集
中辨析了福柯后期一系列著述演讲中有关国家社会治理术的分析思路ꎬ 呈现了福柯微观政治的
思想特征ꎮ 这三篇文章大体上可以反映福柯后期哲学思想的转变及其理论倾向ꎮ

福 柯 的 主 体 诗 学
———一种未来实践哲学构想
欧阳谦

〔 摘要〕

福柯后期思想发生了 “ 伦理转向” ꎬ 即从知识考古学和权力谱系学转向了以自我

风格化为旨趣的主体诗学ꎮ 他从 “ 性经验史” 中去发掘古希腊的 “ 自我文化” ꎬ 由此来思考主

体如何构建自身的自我伦理学问题ꎮ 结合古希腊人的 “ 自我技术” 和他投入同性恋的性试验ꎬ
福柯企图把人的生命存在转变成一种审美化的自我塑造活动ꎬ 因而提出了一种别具一格的促成
新型主体转变的生存美学ꎮ 在他的后期著述中ꎬ 其不遗余力探讨的主体诗学是以维护身体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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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由为目标的ꎬ 是以主体审美化的自我创生为前提的ꎮ 福柯的主体诗学ꎬ 无疑是在诉诸一种
“ 伦理政治” 的抵抗策略ꎮ 这种伦理政治以其局部的和分散的斗争方式ꎬ 体现了一种多形态实
践的和审美主义的后现代政治取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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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给人留下的印象似乎就是一个去主体化的思想家 ( 他一般被看作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代

表人物) ꎮ 在他的诸多著作中似乎也没有给主体留下什么自主的空间ꎮ 主体总是被知识 － 权力所规训ꎬ
不过是一种被主体化或客体化的结果ꎮ 从他的 « 古典时代的疯狂史» 到 « 规训与惩罚» ꎬ 现代人其实就
是 “ 被主体的” 而不是什么自主的主体ꎮ 当外界总是习惯给他戴上权力理论家帽子的时候ꎬ 他却纠正
说道: “ 我研究的全部主题其实不是权力而是主体ꎮ” ① “ 让我感兴趣的是ꎬ 主体的这些不同形态在与真
理游戏的关联之中的历史构成” ꎮ ② 在他看来ꎬ 主体根本不是一种实体而只是一种形式ꎮ 主体不过是某种
权力话语的产物或者某种权力关系的结果ꎬ 主体始终表现为不同的历史形式ꎮ 从古代到中世纪ꎬ 再从近
代到现代ꎬ 主体的形式几经变化ꎮ 现代文明已经具备了庞大的知识体系ꎬ 并且铸成了复杂的权力结构ꎬ
我们身处其中而被塑造成现在这个样子ꎮ 我们自以为是自由的主体ꎬ 其实不过是知识 － 权力共同制作的
产品而已ꎮ 如果说福柯前期主要分析的是主体的客体化模式ꎬ 那么他后期尝试研究的则是人如何使自己
变成一个主体的自我塑造方式ꎮ
在福柯的后期思想中ꎬ 探索自我伦理学是为了冲破那些普遍化的道德规范以及那些强加在我们身上
的个体性规定ꎬ 从而寻求一种自我发明和自我控制的游戏形式ꎮ 这种伦理探索围绕着 “ 关注自我” “ 自
我技艺” “ 自我文化” “ 生活艺术” 等生命诉求ꎬ 形成了一种以 “ 生存美学” 为表征的主体诗学ꎮ 在别
人眼里ꎬ 伦理与审美是不搭界的ꎮ 可是在福柯眼里ꎬ 自我伦理学的目标就是我们必须去发明自己并且把
自己塑造成一件艺术品ꎮ “ 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在我们的社会中ꎬ 艺术变成了只与物品有关而与个人或者

生命无关的东西ꎮ 艺术是属于专业化的东西ꎬ 是艺术专家所干的事情ꎮ 为什么每个人的生命不能变成一
件艺术品呢? 为什么灯和房子可以成为艺术品而我们的生命却不能成为艺术品呢?” ③ 正是带着这样的问
题ꎬ 福柯后期开启了他的主体诗学ꎮ 从主体并不是事先就被规定好的观点来看ꎬ 自我是处于各种可能性
的关系之中的ꎬ 自我与自身的关系就好比是雕塑家与其材料之间的关系ꎮ 这种关系必然提出一个实践的
要求ꎬ 那就是我们必须将我们自身创造成为一件艺术品ꎮ
一、 审美主义与主体诗学
福柯的主体诗学与尼采的生命哲学一脉相承ꎬ 因为在他们两者之间贯穿着一条审美主义的思想路
线ꎮ 我们从福柯后期接受的许多访谈中看到ꎬ 他从来不愿意接受别人给他贴上的各种理论标签ꎬ 唯独在
他生前接受的最后一次访谈中ꎬ 他声明 “ 我就是尼采主义者” ꎮ ④ 为何他会有这样明确的表白ꎬ 这是因为
他骨子里同样有着对于生命的审美主义关照ꎮ 人的生命是没有什么先天本质规定的ꎬ 因而生命决不是一
成不变的ꎮ 生命的意义就是不断地自我改变和自我创生ꎬ 这也就是生命与审美不可分离的缘由ꎮ 因为审
美的本意就是改变和创造ꎬ 就是个性化和风格化的追求ꎮ 当有人问到他的哲学与艺术是否存在某种亲缘
关系的时候ꎬ 他给出了这样的回应: “ 在我看来ꎬ 知识分子的工作与审美主义有关ꎬ 因为这意味着改变
你自己所以我对我的学术地位不感兴趣ꎬ 因为我的问题是我自身的转变ꎮ 这就是为什么当有人说
‘ 你几年前想的跟你现在说的不一样’ ꎬ 我的回答是ꎬ ‘ 你们是不是认为我这些年所研究的东西应该是一
样的ꎬ 是不能改变的?’ 我认为ꎬ 这种借助自我认识而对自己的改变是比较接近于审美经验的ꎮ 如果一
个画家没有通过绘画来改变自己ꎬ 那他为何还要做画家呢?” ⑤ 福柯的这一反问道出了他思想深处的审美
化意向ꎮ 事实上ꎬ 当他将自我伦理学和生存美学完全等同起来的时候ꎬ 我们也就看到了一种呼之欲出的
主体诗学ꎮ
在福柯直言追随的尼采的生命哲学中ꎬ 我们可以找到审美主义的简明哲学宣言ꎬ 这就是尼采在
« 快乐的科学» 中发出的号召: “ 我们应该向艺术家学习—
—
—我们如何才能使那些不美的、 乏味的、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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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的东西变得美丽动人而让人向往呢? 我认为这些美丽动人的东西都是创造出来的ꎮ 也许我们从医生那
里可以学到某些东西ꎬ 比如他们将苦药进行稀释ꎬ 或者加点酒和放点糖成为一种混合物—
—
—不过我们更
应该向艺术家学习ꎬ 因为他们一直在尝试着做出了如此多的创新与技艺总之我们应该向艺术家学

习ꎬ 同时又能发挥我们的所长我们要成为我们生命的诗人ꎬ 这首先需要从最细微和最日常的事情做
起ꎮ” ⑥ 向艺术家学习ꎬ 让我们的生命充满诗意ꎬ 这应该就是尼采的审美主义生命观的基本诉求ꎮ
为何 “ 孩子” 和 “ 舞蹈” 会成为尼采喜好的思想比喻? 孩子代表着最为真实自然的生命状态ꎬ 而

舞蹈则是这种生命状态的最好表达ꎮ 尼采敏感于现代文明的理性化病症ꎬ 敏感于现代个体生命受到的挤
压ꎮ 当尼采用 “ 超人” 比照 “ 末人” ꎬ 而且用 “ 主人道德” 比照 “ 奴隶道德” 的时候ꎬ 其中的思想动
机是一目了然的ꎬ 这就是要求回到手舞足蹈的个体生命ꎮ 从早期 « 悲剧的诞生» 一直到 « 朝霞» 和
«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等作品ꎬ 尼采极力倡导自由精神将成为未来文化的哲学立法者ꎮ 这个自由精神

的源头就是 “ 酒神精神” ꎬ 因为酒神作为代表着无拘无束的和创造性的生命姿态而彰显着创造的意志ꎮ
在 « 朝霞» 的 “ 关于道德偏见的思考” 中ꎬ 尼采甘做一个 “ 地下人” 而下降到大地深处 ( 又是一种关
于生命的比喻) 去调查和拆毁那些古老的道德坚信ꎮ 让他无法接受的现实是: “ 每一种独特行为ꎬ 每一
种独特思考方式ꎬ 都唤起恐惧ꎻ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ꎬ 由于总是被人—
—
—以及确实也被他们自己—
—
—当作
坏人和害群之马ꎬ 那些稀少的、 杰出的、 有创造力的心灵忍受的折磨是难以想象的ꎮ 在习俗道德统治
下ꎬ 每一种创造才能都不得不背负起良心的十字架ꎻ 直到现在这个时刻为止ꎬ 最优秀的人一直生活在一
片本来不应该那么暗淡的天空下ꎮ” ⑦
查拉图斯特拉重返世间向世人传递 “ 上帝死了” 的信息ꎬ 同时又宣告和预见 “ 超人” 的到来ꎬ 其

中包含着尼采决意推倒偶像而建立一种审美生命伦理学的理想ꎮ 在 “ 末人” 的一贯形象中ꎬ 我们看到

的是屈从、 依附、 退缩、 被动ꎻ 可是在 “ 超人” 的身上ꎬ 我们看到了生命的欢愉、 张扬、 沉醉、 创造ꎮ
因为在 “ 超人” 身上ꎬ “ 价值的改变ꎬ 即创造者的改变ꎮ 谁进行摧毁ꎬ 谁便一定是创造者ꎮ” ⑧ 出于审美
主义的思想逻辑ꎬ 尼采将查拉图斯特拉看作是一个真正的 “ 舞者” ꎮ 这个 “ 舞者” 的形象不仅肯定了一
个本能化的生命存在、 一个充满了生命欲望的身体、 一个不断超越的权力意志ꎬ 而且也印证了查拉图斯
特拉不再是学者而是成了 “ 生命的代言人” ꎮ 查拉图斯特拉从生命出发来设想一种创造性伦理学ꎬ 由此
将 “ 风格问题” 上升为生命哲学的基本问题ꎮ 肯定风格也就是承认差异ꎬ “ 进一步说ꎬ 承认差异就会催
促我们去持续不断地探索我们的世界ꎮ” ⑨

从尼采开启审美化的生命哲学以来ꎬ 现代哲学关于主体性问题的讨论就形成了反本质主义、 实验主
义、 视角主义、 非道德主义、 不服从主义、 最弱的统治等多条思想路径ꎮ 福柯追随尼采ꎬ 通过解构现代
理性及其主体模式来确立他的主体诗学ꎮ 这种主体诗学完全排斥普遍的理性主体ꎬ 反对建立一种为每个
人所接受 ( 也是每个人必须屈从) 的绝对道德规范ꎮ 在福柯看来ꎬ 如果每个人都必须接受规定好的道
德规范ꎬ 必须服从于整齐划一的行为准则ꎬ 其结果会是灾难性的ꎮ 自启蒙运动以来的主体性概念完全是
本质主义的ꎬ 是以人的理性存在假设为基础的ꎮ 在这种普遍化和规范化的理性主体名义之下ꎬ 那些特殊
性和局部性的身体实践及其诉求ꎬ 那些非规范化和风格化的自我创生实践屡受打压ꎮ 因此ꎬ 他的主体诗
学要把禁令式的道德变成创造性的伦理实践ꎬ 将 “ 听话的身体” 变成 “ 享用的身体” ꎮ 这种 “ 新伦理
学” 不是作为控制生命的工具ꎬ 而是旨在推进自我的自由实践ꎮ “ 或许今天的目标并不是去发现我们是
什么ꎬ 而是拒绝我们是什么ꎮ 我们必须去想象和建构我们可能是什么ꎬ 从而摆脱现代权力结构所带来的
这种个体化和总体化并举的 ‘ 双重束缚’ ꎮ 由此可以推出ꎬ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政治的、 伦理的、 社会
的、 哲学的问题不是将个人从国家及其机构中解放出来ꎬ 而是把我们从国家及其与国家关联起来的个体
化类型中解放出来ꎮ 我们必须通过拒绝这种几个世纪以来强加给我们的个体性以此促进各种新型的主
体性ꎮ” ⑩
从思想脉络看福柯的主体诗学ꎬ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他的另一个声明ꎬ “ 我对于海德格尔的阅读决定



了我的所有哲学的发展” ꎮ 
这一声明中包含着怎样的关联呢? 福柯已经承认他是尼采的信徒ꎬ 这里又说

是海德格尔决定了他的思想发展ꎮ 那么ꎬ 究竟在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存在论与福柯的主体诗学之间存在着
怎样的契合呢? 事实上ꎬ 福柯对于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是既有肯定也有否定的ꎮ 他对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存
在论无疑是认同的ꎬ 而对于萨特的存在主义却是拒绝的ꎬ 因为他不能接受萨特的本质主义自我观ꎮ 为什
么他能够接受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存在论呢? 我们这里尝试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解读ꎮ 一方面ꎬ 海德格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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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性历史性的 “ 此在” ( Ｄａｓｅｉｎ) 出发去追问存在意义的ꎮ “ 要追问存在的意义ꎬ 适当的方式就是
从此在的时间性与历史性着眼把此在先行解说清楚ꎬ 于是这一追问就由它本身所驱使而把自身领会为历


史学的追问ꎮ” 
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分析中ꎬ “ 此在” 或者人的生命存在一定是历史的ꎬ 也就是基于社

会文化传统的ꎮ 这与福柯关于主体的客体化模式的历史批判存在论是一致的ꎮ 另一方面ꎬ 海德格尔强调
“ 此在总是从它的生存来领会自己本身: 总是从它本身的可能性—
—
—是它自身或不是它自身—
—
—来领会


自己本身ꎮ” 
事实上ꎬ 海德格尔有关 “ 本真存在” “ 非本真存在” “ 良知呼唤” “ 决断” “ 筹划” 以及

“ 诗意地栖居” 等描述ꎬ 正是在探索自我作为一个主体生命所应有的可能性选择ꎮ 如何在一种历史主义
的眼光下面来探讨自我或者主体的自由实践的可能性ꎬ 使得福柯与海德格尔在思想上紧密地联系起来ꎮ

海德格尔曾发出这样的追问: “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这样存在ꎬ 我们的存在是歌唱ꎬ 而歌唱也就是存



在” 
当诗人荷尔德林说到栖居的时候ꎬ 他看到了人类 “ 此在” 的基本特征和栖居关系中的诗意ꎮ

诗意当然不仅仅是栖居的装饰品ꎬ 而是只有作诗才使得一种栖居成为栖居ꎮ 在海德格尔看来ꎬ 我们一方
面要从栖居的本质来思考人的存在ꎬ 另一方面要把作诗的本质当作是一种建造ꎮ 只有当我们晓得了什么
是诗意ꎬ 我们才会发现我们现实存在的非诗意的栖居ꎬ 也才会期待着一种诗意的栖居的出现ꎮ 在 « 艺
术作品的起源» 中ꎬ 海德格尔提出我们为何需要追问什么是艺术的本质ꎬ 就是为了继续追问艺术何以

在我们的历史性此在中成为一种本源ꎮ 在他眼里ꎬ 艺术的本质就是诗ꎬ 而诗的本质乃是真理的创立ꎮ


“ 艺术从根本上讲是历史的ꎬ 因为是艺术创造了历史ꎮ” 
这里可以换一种说法ꎬ 艺术代表着想象力和超

越ꎬ 历史代表着人类的存在ꎬ 因此是超越性的力量创造了人类的昨天和今天ꎬ 当然还有明天ꎮ

在其生前接受的最后一次访谈中ꎬ 福柯将尼采和海德格尔作为自己思想的引路人ꎬ 尽管对于两位哲
学家作用的提法不同ꎬ 但福柯显然是自觉与他们为伍的ꎮ 尼采的 “ 超人” ꎬ 海德格尔的 “ 此在” ꎬ 福柯
的 “ 自我” ꎬ 被一条审美主义的绳索连接在一起ꎮ 他们都焦心于个体生命的现实状况ꎬ 他们都关注于风
格化的审美塑造ꎬ 他们都倾向于创造性的自由实践ꎮ 围绕着人类的命运ꎬ 他们构建出了指向未来的主体
诗学ꎮ 当然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ꎬ 他们似乎都从古希腊的文化中找到了某种解救现实的启示ꎮ 回到古希
腊ꎬ 回到前苏格拉底ꎬ 回到古代人的自我技艺和生活艺术ꎬ 几乎完全成了他们共同一致的思想诉求ꎮ
“ 发思古之幽情ꎬ 吟伤今之离恨” ꎬ 这句词或许可以作为他们始终一贯的思想写照ꎮ
二、 古代伦理与自我塑造
回到古希腊人提出的 “ 关注自我” ꎬ 从古代伦理及其 “ 自我技艺” 中发掘其生存美学的当代价值ꎬ

成为福柯后期思想的聚焦点ꎮ 这位紧跟尼采的 “ 上帝死了” 而宣告 “ 人之死” 的理性批判者为何会倾
心于古代人的道德作为呢? 按照他自己的解释ꎬ “ 我对古代之所以发生兴趣ꎬ 主要理由在于今天正在被
弱化的作为服从规则的道德观念早在古代就已经不起作用了ꎮ 这种道德观念的褪去必然意味着一种生存


美学的探索ꎮ” 
在福柯眼里ꎬ 生存美学追求的就是一种存在艺术或者生命技艺ꎮ “ 它的问题是知道怎样

控制自己的生命以塑造出最美的生命形式 ( 在他人的眼里和在自己的眼里ꎬ 甚至在后代的眼里都可以

作为榜样) ꎮ 这就是我想重新构建的东西: 一种自我实践的构成与发展ꎬ 其目标就是将自己培养成为自


己生命审美的制作者ꎮ” 
生存美学代表着风格化的探索ꎮ 福柯发现ꎬ 在古希腊时期ꎬ

“ 认识你自身”

( ｇｎôｔｈｉ ｓｅａｕｔｏｎ) 和 “ 关切你自身” ( ｅｐｉｍｅｌｅｉａ ｈｅａｕｔｏｕ) 其实是结合在一起的ꎮ 如果说认识你自身是看
重自知之明的话ꎬ 那么 “ 关切你自身” 则是强调自我的践行ꎮ 然而ꎬ “ 认识你自身” 遮蔽了 “ 关切你自
身” ꎬ 这是因为后来 “ 关切你自身” 变成了自私自利的意思ꎮ 其实ꎬ 古希腊罗马人相信ꎬ 只有关切自我
的人ꎬ 才可能真正有助于社会共同体的发展ꎮ 福柯想强调的是ꎬ 古代伦理并不强调行为的规范问题ꎬ 而
是主张自我的设计和造就ꎮ 换言之ꎬ 古代道德重在自我的培养ꎬ 并由此而形成一种 “ 生存技艺” ꎮ 因
此ꎬ 严格说来ꎬ 伦理属于个人的选择ꎬ 因而是非规范性的和风格化的自我实践行为ꎮ 正因为如此ꎬ 古代
道德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宽容、 自由和接纳的气度ꎬ 使得自我的自由实践成为可能ꎮ
在已完成的 « 性经验史» 前三卷中、 在法兰西学院的系列演讲中、 在后期的许多文章和访谈之中ꎬ

福柯探讨了古希腊罗马的 “ 自我文化” ꎬ 划分出 “ 以伦理为导向” 的道德和 “ 以准则为目的” 的道德ꎮ
自然ꎬ 他十分推崇 “ 以伦理为导向” 的道德ꎬ 因为这是一种审美化和个体化的自我塑造ꎬ 表现为主动
的而非强制的实践活动ꎮ 古代的道德目标不是为了禁欲ꎬ 而是关注自我的约束和控制ꎮ 不是去压制人们
的欲望和快感ꎬ 而是去管理好自己的生命活动ꎮ 古代伦理并没有制定出强制性和规范性的行为准则ꎮ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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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塑造自己的生命ꎬ 如何形成自己的风格ꎬ 这才是古代非规范性伦理的要义所在ꎮ “ 在古代ꎬ 这种自我
控制和随之而来的节制并不是将公民法规或者宗教义务强加到个体身上ꎬ 而是一种个人做出的存在选

择ꎮ 人们自己决定是否要关切自己他们的作为是要给自己的生命以某种价值 ( 成为某种榜样、 身


后留下美名、 让生命变得更加辉煌) ꎮ” 

如何控制自己身体的欲望? 如何满足性欲望的需求? 如何达到适度的快感享用? 这些都是古代道德

规范所涉及的现实问题ꎮ 一方面需要顾及欲望的体验和快感的获取ꎬ 另一方面又要强调自我的控制和自
我的塑造ꎮ 在古代ꎬ 性欲望和性活动被看成是自然的ꎬ 然而也是需要受到控制的ꎮ 对于古代人而言ꎬ 性
欲和快感有一个适度问题ꎮ 而且ꎬ 性活动往往被看作是自我克制的试金石ꎮ 其实ꎬ 有两个支配古希腊人
性活动的原则: 一个要面对约束和过度ꎬ 注重身体感性活动的强度问题ꎻ 一个涉及主动和被动ꎬ 强调性
在身体活动中的作用问题ꎮ 过度和被动的性行为ꎬ 往往被看作是不道德的ꎮ 性道德的评价标准ꎬ 在于自
我的控制程度而与性欲望无关ꎮ 总之ꎬ 古代性道德被当作是一个自我克制问题ꎮ 在 « 尼各马克伦理学»

中ꎬ 亚里士多德提出自我克制的需要ꎮ 这是一种道德需要ꎬ 必须依照理性来选择自己行为ꎮ 自我克制的
人首先要做到能够战胜自己ꎬ 能够知道怎样控制自己的情欲ꎮ 自由的人不能成为自己欲望的奴隶ꎮ
在 « 快感的享用» ( « 性经验史» 第二卷) 中ꎬ 福柯论述了古代性活动的几个相关主题ꎬ 包括性爱

与身体健康的关系 ( 即养生学) 、 性爱与妻子的婚姻关系 ( 即家政学) 、 性爱与男童以及男性气质关系
( 即性学) 、 性爱与真理的相应关系 ( 即智慧学) ꎮ 这些性活动关系的调整都会涉及性伦理问题ꎬ 涉及性
快感的适度性问题ꎮ 在提出自我节制要求的时候ꎬ 古希腊人没有制定出一个强制性的性行为准则ꎬ 因此
也没有形成一个起控制作用的普遍规范ꎮ 由于担心不受控制的性行为所产生的危害ꎬ 希腊人用养生学观
念来划分出肉体快乐的界限ꎮ 他们认为ꎬ 过度的性放纵肯定会带来身体伤害ꎬ 当然过度的约束也会带来
身体伤害ꎮ 另外ꎬ 在婚姻关系中ꎬ 限制婚姻不忠行为发生的并不是一种忠实婚姻规则ꎬ 而是一种如何自
我控制的准则ꎮ 女人忠实ꎬ 是因为她受制于丈夫的控制ꎻ 男人忠实ꎬ 是因为他必须练就自我控制能力ꎮ
在福柯看来ꎬ 古希腊的自我节制属于生存美学ꎮ 虽然性欲和性行为受到约束ꎬ 但是并没有一种千篇一律
的强行规定ꎮ
福柯自然看到ꎬ 古希腊性伦理往往不是针对女性的ꎬ 而主要是对于男性提出来的要求ꎮ 因为在古
代ꎬ 无论什么都是从男性的立场出发的ꎬ 性伦理的要求也不例外ꎮ 古希腊性伦理的目的是为了训练男人
的性行为ꎮ 总之ꎬ 古代人在性方面并没有受到强制性的限制ꎬ 事实上性活动有着自主选择的空间ꎮ 希腊
人对于性行为进行的道德约束ꎬ 并不是为了建立一种普遍性的禁令ꎬ 而是为自我塑造提供一种生存美
学ꎮ “ 在希腊思想中发展出来的三种重要的自我行为艺术和三种主要的自我技艺—
—
—养生学、 家政学和
性爱论—
—
—如果说并没有提出一种具体的性伦理ꎬ 至少还是提出了一种性行为的调节方式ꎮ 在对节制要
求的论述中ꎬ 希腊人不仅没有试图用一种行为规则来约束每一个人ꎬ 而且也没有寻求将性行为全部纳入


到同一套原则的管辖之中ꎮ” 
在古希腊罗马的道德史中ꎬ 风格化的观念尤其重要ꎮ 古代更倾向于个体化

或自我化的伦理ꎬ 注重那些以控制性活动为宗旨的自我实践或者自我修行 ( ａｓｋêｓｉｓ) ꎮ 在探讨古代自我
修行及其自我技艺方面ꎬ 福柯承认他受到了同时代法国学者哈多 ( Ｐｉｅｒｒｅ Ｈａｄｏｔ) 的启发ꎮ 哈多在 « 精

神修炼与古代哲学» 中提出了古人精神修炼的基本方法ꎬ 其中包括学习生活、 学习对话、 学习死亡、
学习怎样阅读ꎮ 如斯多葛派和犬儒派等古代哲学都鼓励人们去创建自己新的生活方式ꎮ “ 精神修炼的实
践意味着完全改变已有的观念ꎬ 就是与那些虚假的财富、 荣誉和快乐的价值观决裂ꎬ 去追求那些真实的


关于美德、 沉思、 从简风格和简单生活的价值观ꎮ” 
福柯在 « 主体解释学» 中ꎬ 不断提到了检查良心、

写日记、 写信、 记笔记、 沉思、 回忆ꎬ 阅读等精神修炼的方式ꎮ 他在一篇题为 « 自我书写» 的文章中ꎬ
特别探讨了塞涅卡等古代哲学家的日记和通信ꎬ 由此来说明自我书写作为一种精神修炼的意义所在ꎮ 在
他看来ꎬ “ 书写在关切自我的文化中很重要ꎮ 关切自我的任务之一就是记下自己的事情以便重读ꎬ 或者
写文章和书信给朋友以便帮助他们ꎬ 或者随时做笔记以便激发自己追求真理ꎮ 塞涅卡的书信就是这种自


我修炼的典型ꎮ” 

自我修炼是个人化和风格化的伦理实践ꎬ 体现了古代伦理的自由取向ꎮ 这是让福柯最为赞赏的地
方ꎮ 在斯多葛学派的伦理学中ꎬ 我们很难找到任何规范化的东西ꎮ 因为这种伦理学的目标是审美意义上
的ꎮ 这种伦理学只是个人的选择问题ꎬ 它不是要给所有人提供一种行为模式ꎮ 它只是少数社会精英的个
人选择而已ꎮ 做出这种个人选择的原因是出于一种过上一种美好生活的意愿ꎬ 是给他人留下一种美好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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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记忆的意愿ꎮ 福柯赋予了古代伦理非常美好的意向ꎮ 可是ꎬ 从古罗马帝国后期和中世纪开始ꎬ 古代伦
理观念发生了新变化ꎮ 伦理实践逐渐从一种个人选择变成了一种人人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ꎮ 在基督教道
德之下ꎬ 个人行为被严格限制在教会的教义之中ꎮ “ 关切你自身” 成为一种自私的表现ꎬ 一种利己主义
行为ꎮ 自我牺牲成为一种美德ꎬ 而作为生存美学的自我实践则受到普遍化道德规范的压制ꎮ

近代哲学力求将人塑造成理性化的知识主体和道德主体ꎮ 在福柯的批判视域中ꎬ 近代哲学的主体性
原则是服从于知识化和理性化的普遍性要求的ꎬ 其目的就是让个体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行为规范ꎮ 从身
体到心灵ꎬ 这个理性主体被监管起来ꎮ 福柯前期的知识考古学和权力谱系学都在批判现代社会所确立的
行为规范性ꎬ 批判理性的普遍性形式ꎮ 从表面上看ꎬ 福柯的现代性批判都是围绕着知识 － 权力的合谋运
作机制展开的ꎬ 并且揭示了毛细血管一般的微观权力是如何有效规训我们的ꎮ 但是ꎬ 福柯的现代性批判
实质上最终是落实到了道德批判上面的ꎬ 这与尼采的理性批判逻辑如出一辙ꎮ 因为在他们的眼里ꎬ 我们
的身体受制于太多的行为规范ꎬ 我们的主体模式其实是一个被主体化的客体化模式ꎬ 我们的存在实则被
涂抹上了个人自由的伪装色ꎮ 福柯坦陈ꎬ 他的思考集中在近代主体哲学的理性化上面ꎬ 也就是理性如何
在社会制度和个人行为中运作的历史ꎮ “ 有观点认为只要我们生活在理性的世界中ꎬ 我们就能摆脱暴
力ꎮ 这是完全错误的认识ꎮ 在暴力和理性之间并不存在对立ꎮ 我的问题不是去审判理性ꎬ 而是去认识这


种理性与暴力的共存关系ꎮ” 

当有人问到古希腊可否为我们提供一种道德选择的时候ꎬ 福柯答道ꎬ “ 不可能ꎮ 我并不将其看作一

种选择ꎮ 你不可能在古人在过去时期对不同问题的答案中寻找到你的答案ꎮ 你们知道ꎬ 我想研究的不是


答案的历史—
—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认为古希腊就是答案ꎮ” 
在福柯的探索中ꎬ 今天重新思考古希腊的自

我文化及其伦理实践ꎬ 目的不是把它当作一种完美的道德境界而加以称颂ꎬ 而是可以把古代伦理视为一
种经验加以吸收ꎮ 这种可以为我们今人所吸收的古代经验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古希腊伦理关注的是我
们与自我的关系以及我们和他人的关系ꎬ 这种伦理关乎人事而不在乎人死后怎么样的宗教问题ꎻ 二是古
希腊伦理与社会体制以及法律体制无关ꎬ 其特征就是非强制性的和选择性的ꎻ 三是古希腊伦理的目标是
如何构建一种自我伦理学ꎬ 也就是一种追求自我风格化的生存美学ꎮ 福柯所处的时代 (２０ 世纪 ６０ 至 ８０

年代) ꎬ 各种 “ 新社会运动” 风起云涌ꎬ 诸如性解放运动、 同性恋运动、 青年运动、 女权主义运动等ꎬ
这些运动都在争取身份认同ꎬ 追求自身的价值取向ꎮ 然而ꎬ 这些运动总是遭受挫折ꎬ 不时处于停滞或者
瓦解的状态ꎮ 究其根本原因ꎬ 福柯认为ꎬ 正是由于这些解放运动没有找到一种新伦理学的基本原则ꎬ 还
缺乏一种未来实践哲学的生存美学ꎮ
三、 作为一种实践哲学的生存美学
福柯的主体诗学ꎬ 俨然与他自身的同性恋实践有着紧密的关联ꎮ 无论是古希腊的性经验和性伦理ꎬ
还是他所经受的同性恋遭遇和各种新社会运动ꎬ 无不在提示着他如何实现自我塑造的伦理政治问题ꎮ 所
谓伦理政治ꎬ 首先是指向一种微观政治ꎬ 它是个人化和局部化的自我转变ꎬ 是立足于日常生活之中的ꎻ
其次是指向一种审美政治ꎬ 它是创造性的和风格化的自我塑造ꎻ 最后是指向一种越界政治ꎬ 它是非规范
的和不服从的自我技艺ꎮ 这种伦理政治突出的是审美化的自由实践ꎬ 因为在福柯看来审美化意味着主体
的自主化形态ꎬ 意味着主体的风格化绽放ꎮ 如果说在古希腊时期ꎬ 这种审美化是少数社会精英的所作所
为ꎬ 那么在现代社会中ꎬ 这种审美化如同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笔下 “ 花花公子” 的形象ꎬ 类似于一种自
我英雄化的追求ꎮ 除了尼采和海德格尔ꎬ 福柯还经常提到法国文学家巴塔耶和布朗肖ꎬ 这些都表明他力
求建构的主体诗学是如何融合了西方思想传统中的审美主义要素ꎮ 如同尼采给出审美救世主义的超人设
想ꎬ 海德格尔曾经的学生马尔库塞将艺术定义为反抗ꎬ 萨特主张作家就是为召唤自由而写作ꎬ 福柯希望
的是像艺术家创作艺术作品一样地去创造自我ꎮ
那么ꎬ 我们今天如何去借鉴和发挥古代的自我修行呢? 生存美学的自我塑造又将如何来实现呢? 面
对同性恋、 女权主义、 少数族裔、 生态保护等新社会运动ꎬ 福柯显然是站在支持者立场上的ꎬ 他或许从
这些新社会运动中找到一些答案ꎮ 作为一个同性恋者ꎬ 他自然也是身处其中而颇有心得ꎮ 在他看来ꎬ 重
要的问题不是说能否实现一种没有约束的文化ꎬ 而是说一个社会的控制体制能否给个人留出自由的空
间ꎬ 能否容许个人去改变这个体制ꎮ 同性恋一直受到压制ꎬ 不仅在道德上受到谴责ꎬ 而且在法律上受到
处罚ꎮ 这种排斥同性恋的社会体制对于同性恋者而言ꎬ 就是不合理的和强制性的ꎬ 因此需要我们去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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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ꎮ 同性恋运动反对既有道德法律的压制ꎬ 拒绝将自我诉求与社会规定统一起来ꎬ 拒绝规范化的束缚ꎮ
作为一种伦理的抵抗ꎬ 同性恋政治所担负的自我解放任务ꎬ 不仅仅是为了争取生存权利和得到社会合法
性的承认ꎬ 更重要的是通过性选择去创造新的生命形式ꎬ 从而去创造新的社会关系、 新的友谊和新的文
化ꎮ 在谈及同性恋文化的伦理实践时ꎬ 福柯特别肯定了 “ 同性恋者迈出的重要而值得关注的一步: 通
过创造一种文化来赋予他们的性体验和性关系以特殊意义ꎬ 从而确定了他们的不同诉求ꎮ 让性关系带来
的快乐摆脱已有的性规范和性观念ꎬ 由此让快乐成为一种新文化的结晶点—
—
—我想这是一种引人入胜的


方式ꎮ” 

在福柯眼里ꎬ 同性恋运动就是作为一种实践哲学的生存美学ꎬ 就是一种自我塑造的主体诗学ꎮ 让自
我围绕着性快乐而生长出绚丽的生命之花ꎬ 让生命围绕着自由而变化出自主的伦理主体ꎮ 这种主体诗学
也体现在后现代的差异哲学及其多元政治之中ꎮ 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利奥塔明确提出ꎬ 为了对抗总体
性话语的 “ 一致性” 和 “ 普遍性” ꎬ 我们需要采取 “ 异教主义” 的政治立场ꎬ 最终用 “ 差异性” 和
“ 异质性” 取而代之ꎮ 我们需要的是 “ 多样性的正义” 而不是 “ 压制性的正义” ꎮ 因此ꎬ 他极力倡导一

种 “ 异教主义政治学” ꎬ 以捍卫话语的多元性而拒斥各种一元化理论ꎮ 相比福柯倡导的 “ 生存美学” ꎬ
他也提出了一种思想非常接近的 “ 越界美学” ( ｔｒａｎｓ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ꎮ 这种 “ 越界美学” 立足于他所
提出的微观欲望政治ꎬ 具有审美主义的鲜明特征ꎮ 在利奥塔看来ꎬ 与传统左派政治运动相比ꎬ 今天那些
处于社会边缘的地下运动更为重要和更有强度ꎬ 性解放运动、 同性恋运动、 占领运动、 实验艺术、 嬉皮
士和雅皮士运动等ꎬ 都代表了一种越界的政治实践ꎮ 而只有在这种微观政治的展开过程中ꎬ 我们才有可
能建立起一种多元公正的观念ꎮ “ 公正不仅是遵守规则ꎬ 而且还应该像所有游戏那样可以修改规则以发


明新的下棋方法ꎬ 进而制定新的规则和新的游戏ꎮ” 

福柯的生存美学立足于自我风格化的自由实践ꎮ 这种实践首先是一种批判的态度ꎬ 也就是拒绝我们
是什么的那些规定ꎬ 摆脱我们承受的那些统治ꎮ 简言之ꎬ 批判就是一种摆脱统治的艺术ꎮ 其次ꎬ 这种实
践追求身体的快乐和快感的享受ꎬ 以身体的实验为前提ꎮ 知识化的主体被身体化的主体所取代ꎬ 由此形
成的是新形式的主体性ꎮ 再就是ꎬ 这种实践并不是一味地拒绝其所是ꎬ 而是要不断地发明新的文化和新
的生活方式ꎮ 在福柯看来ꎬ 以自我塑造为宗旨的生存美学不是去发现什么人性的本质或者真实的自我ꎬ
也不是要回到什么人类曾有的 “ 原初状态” ꎬ 因为我们身上就没有什么不变的人性秘密可言ꎮ 所以ꎬ 生
存美学的出发点就是反对外部强加给我们的整齐划一的道德规范ꎬ 就是去创造出某些不存在的东西ꎬ 某
些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将来会是什么的东西ꎮ 所以ꎬ 生存美学的实践哲学就是对那些我们已有的规定的否
定ꎬ 对那些新奇的生活方式的创造ꎬ 归根到底它是一种完全的自我创生ꎮ 实验性、 冒险性、 创造性、 变
化性等为何成为福柯使用频率最多的几个基本词汇ꎬ 原因就在于这种实践哲学所贯穿的自由精神ꎮ 福柯
申明 “ 我是一个实验者而不是一个理论家ꎮ 我是一个实验者ꎬ 意思是说我写作是为了改变我自己ꎬ 为


了不去思考重复的东西ꎮ” 
这个声明也是对这种实践哲学的一个佐证ꎮ 因为在福柯身上ꎬ 理论和实际是

融为一体的ꎮ 哲学不仅仅是沉思ꎬ 更重要的哲学是批判ꎬ 而批判要求的是改变ꎬ 改变则意味着一个不断
实践的过程ꎮ
主体问题在当代哲学历经各种争论ꎬ 有实用主义的、 现象学的、 存在主义的、 语言分析哲学的、 社
会批判理论的、 解释学的、 社会建构论的、 结构主义的、 后结构主义的、 解构主义的、 后现代主义的解
决方案ꎬ 但是这些方案大多是理论化的辨析和探究ꎬ 并没有在实践层面上有太多的建树ꎮ 与之对照ꎬ 福
柯的主体诗学借助于一种作为实践哲学的生存美学ꎬ 将主体问题落实到伦理实践的地面ꎮ 当然ꎬ 外界对
于这种实验性的自我伦理学存在着许多的批评质疑ꎮ 有学者认为ꎬ 福柯关于自我塑造的理论还是赋予了


一个孤独个体以优先权ꎬ 没有深入讨论自我的建构是如何与不同的社会互动过程联系起来的ꎮ 
有学者

强调ꎬ 福柯的自我伦理学同尼采的审美主义一样ꎬ 就是没有将自我塑造的机制扩展开来ꎬ 缺乏对于自我


塑造的集体机制 ( 如政治联盟、 政党组织、 政治组织) 的考察ꎮ 
美国学者 Ｒ. 沃林认为ꎬ 福柯的哲学

是一种审美决定论ꎬ 福柯试图唤起希腊人的 “ 生存美学” ꎬ 以此作为现代人自我塑造的一种积极模式ꎮ
福柯早期对现代权力及其规训的分析ꎬ 给我们展示出一个让人无处可逃的规范社会情景ꎮ 为了摆脱这个
权力的 “ 铁笼” ꎬ 福柯最后设想以尼采式的探索 ( 一种非理性化的跳跃) 来实现自我风格化的生存美


学ꎬ “ 这就是审美决定论的跳跃” ꎮ 

我们确实应该看到ꎬ 福柯的主体诗学有着十分浓烈的审美主义ꎬ 同时也有比较明显的精英主义色

 ２７

彩ꎬ 而且还有那么一些乌托邦主义情怀ꎮ 但自福柯去世以后的这几十年ꎬ 其思想非但没有隐退反而不断
地发酵出更多的东西ꎮ 特别是在西方国家乃至世界其他地区ꎬ 各种新社会运动如火如荼ꎬ 以致出现了形
式多样的 “ 承认政治” 和 “ 文化政治” ꎮ 这些政治斗争的诉求在某种意义上与福柯的生存美学是契合



的ꎮ 哈贝马斯曾批评福柯混淆了文化与政治 
ꎬ 其实恰好是这种混淆体现了福柯主体诗学的实践内涵:

文化有着天然的政治性ꎬ 因为政治是生存于文化土壤之中的ꎮ 主体的改变是一场微观的政治斗争ꎬ 这场
斗争必须依托于文化形式的支撑ꎬ 因为文化除了具有其传统保守的一面之外ꎬ 还有其乌托邦精神的自我
创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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