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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容與動物生命：
從列維納斯到朱迪斯·巴特勒*

龐紅蕊

［提　 要］ 　 “面容”是伊曼紐爾·列維納斯的一個關鍵概念，該概念與動物生命並無多大關聯，它

甚至是排斥動物生命的，具有濃厚的人本主義傾向。 然而，這無法遮掩它的重要性，它是一筆寶貴

的思想資源，對當下倫理和政治秩序的建構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德里達和朱迪斯·巴特勒分別從

兩個不同維度對列維納斯的“面容”概念進行了拓展和改造。 德里達從動物問題視角出發，以家宅

生活中的人與動物的遭際為例，從經驗角度探討了動物的面容。 他的重要貢獻在於，他突破了人類

中心主義的思維框架，將動物納入他者的範疇。 這一思想為動物倫理開辟了一條新的思路。 朱迪

斯·巴特勒將“面容”概念與阿甘本的“赤裸生命”思想相結合，分析了當代權力機器利用媒介生產

（扭曲、抹殺）面容以制造動物生命的內在機制。 如果說列維納斯對“面容”的探討集中在倫理學層

面，那麼巴特勒則將其引入現實政治的場域。 主權權力利用媒介生產面容，上演了一出出褫奪人性

的悲劇。 媒介的視聽框架塑造了民眾的識別框架，引起了人們在情感上的“認同”和“認異”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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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容”（ le visage）是猶太哲學家伊曼紐爾·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的一個關鍵概念，
其英文對應詞是“ face”。①該概念散佈於列維納斯的多部著作，但最集中的探討體現在《總體與無

限》（ Totalité et Infini ，1961）中。 兩次世界大戰使歐洲引以為傲的傳統文明和價值蕩然無存。 世界

破碎，生命野蠻，種族主義肆虐，啟蒙理性的承諾化為泡沫。 “人世現實與理性秩序之間差距甚遠；
陰暗封閉的心靈之間如物質一般互不相通；各種邏輯層出不窮又相互抵觸；你我之間無法相遇相

知；智識因此竟不能履行它原先最本質的職責———這麼多的事實，在世界的黃昏中，喚醒了關於世

界末日的古老夢魘。”②1939 年，列維納斯應召入伍，但很快被納粹俘獲，被關押了四年之久。 他的

妻子和女兒因布朗肖的庇護而幸免於難，其餘家人全部被納粹殺害了。③這種刻骨銘心的經歷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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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存者”列維納斯意識到自己對家人以及 600 萬慘死的猶太兄弟姐妹“有著無法讓與的責任”。④

在歷史斷裂的時刻，在存在的茫茫黑夜，他對西方哲學的根基發起了詰問。 他指出，西方哲學本質

上是一種同一化哲學，這種哲學範式是總體性的，只關注自我的內在性，缺乏超越之維，其最直接的

後果是抹去了個體的面容，消滅了總體之外的他者。 受這種思維方式的熏染，人們只操心自身，不
關注他者。 他者與我有何關聯呢？ “赫卡柏算我的什麼人呢？ 我是我兄弟的看守者嗎？”⑤批判總

體性哲學，呼喚他者，強調倫理學的優先性，這一思想貫穿列維納斯的著作始終。
在《總體與無限》中，列維納斯指出，面容是絕對他者在我面前“呈現自身”的樣式。 與此同時，

他又認為，“絕對他者”只能是人類。 他的“面容”和“他者”等概念與動物生命並無多大關聯，它們

甚至是排斥動物生命的，具有濃厚的人本主義傾向。 然而,他的思想啟發了後世的哲學家們。 雅克

·德里達（Jacques Derrida）從動物問題角度出發，拓展了列維納斯的“他者”範圍，將動物生命納入

其中。 在《野獸與主權者》（ The Beast and The Sovereign ）中，他通過解讀勞倫斯的詩歌《蛇》，批判

了列維納斯的觀點，認為動物也擁有面容，也可以引發人們的倫理回應。 朱迪斯·巴特勒（ Judith

Butler）則在《脆弱不安的生命》（Precarious Life）一文中將列維納斯的“面容”概念與阿甘本的“赤
裸生命”思想結合起來，探討了面容的現實政治學，揭示了主權權力制造動物生命的內在邏輯。 如

果說德里達是從動物倫理視域中延續了對“面容”問題的探討，那麼朱迪斯·巴特勒則立足現實政

治，關注“面容”的識別機制。 不論是哪一種脈絡，都從列維納斯的“面容”概念汲取了思想資源。
列維納斯是如何探討“面容”的？ 在探討此概念時，他不自覺地將動物生命排除在外，其背後的深

層邏輯是什麼？ 德里達以及巴特勒又是如何在各自的視域中探討“面容”的？ 他們將此概念與動

物生命關聯起來，對當下的我們而言，有何啟發意義？ 這些問題將是本文探討的重點。

一、列維納斯：“人”的誕生與他者的面容

《總體與無限》的主旨是探討自我與他者之間的倫理關係。 然而，在談及“他者”、“贈予”、“面
容”、“外在性”等主題之前，列維納斯先探討了“自我”、“佔有”、“家政”以及“內在性”等概念，這
是因為，“自我”是這一倫理關係的入口，是趨向他者運動的起點。 那麼，“自我”是如何構建的呢？
列維納斯將“我”還沒有誕生的世界稱之為“ il y a”（由匿名的第三人稱代詞“ il”和“avoir”的變位

“a”組成，相當於英文的“ there is”），這是中性的黑夜，是混沌的海洋，是無人格性的自然實存。⑥“ il

y a”的世界並非空洞無物，它充滿了元素，匿名的存在之流浸透了眾生萬物。 元素並非由“我”所
創，它們從“無何有之鄉”而來，保持匿名。⑦它們是“被給予之物”（ le donné），等待“我”接受和享受

它們。⑧列維納斯認為，“自我”便是在生活的享受（vivre de…）中誕生的。⑨“我”沐浴在元素中，任
它們浸潤著“我”，“我”以一種感性的方式來體驗和享受它們。 享受作為一個事件，意味著原初狀

態的中斷，意味著從元素的海洋中回撤，意味著自我內在性的建立。 然而，僅僅通過享受建立起來

的自我缺乏穩固性，隨時有被“ il y a”洪流吞沒的危險。 只有通過建立棲居之所，才能真正實現內

在生活。
有了居所，我們便可以開展勞動，將元素“在家的四壁內固定下來，在佔有中平息下來”。最

終，元素轉變為事物，自然轉化為世界。 從此，“我們再也不是植物般地直接紮根於杳無邊際且深

不可測的元素之純有亦即虛無中了”。我們以一種家政的方式存在，通過勞動思考和佔有事物，將
它們納入我們的同一性中。 雖然家政性的實存脫離了植物性的生活方式，但它“完全是動物性

的”，是一種向心性的（centripète）運動。正如居所設置了門和窗，具有遮蔽和敞開二重性，在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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逗留和享受的我們也有朝向他者的欲望。 正是這種形而上學的欲望才使我們沖破了“作為生物者

而具有的輝煌的勝利”，使我們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同“享受”一樣，“向他者敞開”也是一個事

件，它打破了我們的家政式生存方式，將佔有變成贈予，將事物變成禮物，將向心性的自我主義變成

離心性的利他主義。 由此可見，在《總體與無限》中，列維納斯描述了人的創生過程：沐浴在“ il y a”
中的無我———以家政方式生存的自我———向他者敞開家門的我，這三個階段分別對應的是：植物性

的生存方式———動物性的生存方式———人的生存方式。 一方面，他極為激進地反對傳統形而上學

“對他者的壓制”，強調自我對他者的責任；另一方面，他又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傳統哲學話語的人類

中心主義面向，按照“等級差異”來區分世間眾生。 在他的筆下，動物性的生存方式總被賦予“居
間”特性，天然地比人的生存方式貧乏。 在這一點上，列維納斯並沒有擺脫傳統哲學話語的窠臼，
與其導師海德格爾的思想有著驚人的一致性。

在西方現代哲學中，大體有以下幾種不同的描述“自我與他者之關係”的範式。 黑格爾突破了

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的認識論框架，從關係角度來探討人之存在，但在他的“主奴辯證法”思想

中，自我和他者呈現出一種非情感的對抗性關係。 海德格爾探討了此在與他人共在的生存狀態，然
而這種狀態並不本真，此在常常沉淪於常人的意見和獨裁中，庸庸碌碌地生活。 在海德格爾這裡，
他者是一種負面的存在，此在若要達到本真的狀態，須聽從良知的呼聲，從共在的平均狀態中綻出。
胡塞爾認為，自我往往通過“相似邏輯”來承認他者的存在，通過“移情作用”（Einfühlung）來經驗他

者。這種觀念將他者看作是自我的複制品，他者從未真正呈現自身。 縱觀這幾種研究範式，他者

或被壓制，或被消極化，或從未真正顯現。 列維納斯清楚地意識到這些觀念所導致的暴力性後果，
他通過探討“面容”概念建構了一種別樣的“他者中心主義”思想。 如果說在黑格爾那裡，自我高高

在上，他者是被壓制的對象，那麼在列維納斯這裡，他者是高高在上的主人，我聽從他者的命令。 如

果說在海德格爾那裡，自我與他者的共在意味著沉淪，意味著非本真狀態，那麼在列維納斯這裡，與
他者共在顯示了人的神聖之維，意味著本真狀態。 如果說在胡塞爾那裡，他者被看作是“第二我”，
被設定為“與我相似者”，那麼在列維納斯這裡，他者恰恰是“我所不是”，是“與我相異者”。

所謂“面容”，遠非“人們所看到的由鼻子、眼睛、額頭、下巴等組成的臉”。為了論證這一點，
在《和平與切近》 （Peace and Proximity,1984）一文中，列維納斯援引了瓦西里·格羅斯曼（Vassili

Grossman）的小說《生存與命運》 （Life and Fate ）中的一個情節：男主人公克雷莫夫是政治犯，妻子

葉尼婭趕赴監獄，希望能與丈夫見上一面。 她在接待台前排著隊，看著前方人們的背影和彼此起伏

的肩膀，心中感慨萬千。 列維納斯指出，這些身體部位“可以敏銳地傳達人們的心境……此起彼伏

的肩膀如泉水，或啜泣，或嗚咽，或嚎啕”，它們同樣也具有面容的意義。可以說，面容是“是一個倫

理相遇發生的場所和時刻”。在這一時空中，自我發生了質變，人的神聖之維凸顯。 首先，面容並

不由我的意識之光所揭示，它自行呈現、自行表達。 它獨立於我之外，呈現出絕對的外在性。 自我

與他者面對面（ face⁃à⁃face）遭遇，與我保持疏離。 於我而言，他者並不親熟，恰恰相反，他（她）是陌

異者。 通常情況下，我通過觀看（ la vision）來接近存在者，在通達之際將它們納入同一性中。 然

而，他者的面容是反視覺（甚至是反觸覺）的，因為“在視覺或觸覺中，我的同一性會吞噬面容的他

異性，將之變為內容的對象”。它不可被佔有或掌握，拒絕被我納入家政範圍之內。 它“在任何時

候都摧毀和溢出它留給我的可塑的形象”，表現為一種無限和超越。其次，面容意味著真誠、貧乏

以及無家可歸。 在我們所生活的社會裡面，“和我們打交道的都是一些著衣的存在者。 人類已經

對其外表進行了最起碼的修飾……他已經梳洗完畢，從臉上抹去了夜和一切本能持久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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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總是穿著體面的社會性外衣，將自己打磨得“乾淨而抽象”。人們常常“通過參與某個共同事

務”進行互通（communion），“通過一個看法、一項利益、一份工作、一場會飲”進行交往（communi⁃
cation）。這種社會性的交流將所有個體塑造成同一模式。 列維納斯指出，遭遇他者面容的倫理時

刻恰恰是社會性斷裂的時刻。 他者摘掉了面具，以裸露的面容坦誠相見。 自我與他者去除了所有

的“第三項”（ troisième terme），彼此袒露襟懷。“與”字並不意味著在兩者之間建立某種共通的關

係，它恰恰是反交融、反共通的，兩者之間呈現為一種“沒有關係的關係”。 面容的真誠便是貧乏，
是無家可歸。 這裡的“貧乏”和“無家可歸”都被賦予了積極的意義。 列維納斯所說的“貧乏”，絕
非海德格爾意義上的“無建構世界之能力”，而指的是無包裝、無屬性、無修飾的本真狀態。 列維納

斯所說的“無家可歸”，也絕非海德格爾意義上的“存在者的存在之被離棄狀態”（Seinsverlassenheit

des Seienden），而指的是不被家政化、不被佔有的絕對陌異性。 再者，他者的面容一方面激起了我

的殺意，另一方面又激發出我的責任。 “他人（Autrui）是我能夠且想要殺死（ je peux vouloir tuer）的
唯一存在者”。一方面，他人的面容拒絕佔有和統握，拒絕我的權能，因此，我“想要”（vouloir）殺死

這個“絕對獨立的存在者”（un étant absolument indépendant）。另一方面，我“能夠”（pouvoir）殺死

他，有能力完全否定他。 既然我“想要”又“能夠”對他者施以暴力，那麼為何我沒有這麼做呢？ 列

維納斯認為，面容毫無防禦，袒露在我面前，它並不用暴力來抵抗我的權能，而用脆弱懸置了“我
能”。 這是一種不抵抗者的抵抗，是一種倫理的抵抗，“這種抵抗，堅定而不可逾越的抵抗，閃現在

他人的面容中，閃現在他人的毫無防禦的雙眼的完全裸露中，閃現在超越者絕對敞開的赤裸中”。

這一脆弱的面容不僅抵抗我的施暴，還在高處召喚我、煩擾我、命令我。 他者與我的關係絕不是布

伯意義上的“你與我”的平等對話關係，而是“您（vous）與我”的不對稱關係。 他者是主人，是君王，
其面容向我發佈“汝勿殺”的律令，我必須無條件地回應他者、服從他者，對他者負責。 我甚至不能

兩手空空地歡迎這脆弱的面容，而應將家中之物變成禮物，不求回報地贈予他者。
在《總體與無限》中，列維納斯多次強調，“面容的臨顯”（épiphanie dans le visage）只能用來形

容人類。 唯有人類可以瓦解我的“自我中心主義”，使我的權能癱瘓，對我的佔有提出異議。絕對

陌異者“抗拒一切類型學，抗拒任何種屬，抗拒任何性格學”，而“對我來說，他們只能是人類”。列

維納斯指出，自我與他者的面對面遭遇不會在“家政以外”上演。然而，我對動物的捕獲也最終歸

於家政領域，同是在家政空間上演，這其中的區別何在？ 列維納斯將捕獵動物劃為勞動的範疇，動
物服務於家政學的目的，被我所居有，成為我的食物、衣裝、牲畜、寵物等。 但人類他者則不同，他來

到我家的門口，以其脆弱和赤裸要求我的好客。 此時，我必須敞開家門，將我的食物變成禮物，將我

的家宅變成客棧，這是一種原初的倫理責任。 由此可見，列維納斯對動物缺乏倫理的激情，在他看

來，動物並沒有面容，無法引起我的倫理回應，“面容”概念只適用於人類。 他將他的思想命名為

“他人的人本主義”（humanisme de l’autre homme），這一定位頗為精準。
在《艱難的自由》（ Difficile Liberté , 1963）中，列維納斯回憶了自己在二戰期間被納粹囚禁的

悲慘經歷：“我們中的七十人被關押在一個森林突擊營裡，這個突擊營的主要任務是關押納粹德國

的猶太戰俘……我們因身穿法國人的制服，才免於被希特勒屠殺”。不論是突擊營的看守，還是過

路的婦孺，都不將這些猶太戰俘當作人來看待。 在這種艱難的境遇中，一只流浪狗給他們帶來了些

許溫暖。 “這只狗在我們早晨集合的時候出現，等待我們回來。 他一見到我們，便跳上跳下，興高

采烈地吠叫。”當眾人將他們降格為動物生命的時候，這只狗卻給予他們倫理回應。 與眾人相比，
這只狗反而更具“人性”，因此，列維納斯稱它為“納粹德國的最後一個康德主義者”。 然而，他筆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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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轉，又指出，畢竟動物與人有著本質的不同，這只狗缺乏“將真理普遍化的頭腦”。此處，我們可

以看到，列維納斯對這只狗的態度是極其矛盾的：一方面，他在情感和個人體驗方面肯定了人與狗

之間的倫理性關聯；另一方面，他在理性和認知方面又堅定地捍衛傳統形而上學的人類中心主義

邏輯。
1986 年，華威克大學的三名研究生對列維納斯進行了一次訪談。 在他們準備的諸多問題中，

有一部分與動物相關，如：較之動物，人類的面容有何獨特性？ 動物的面容是否也可以頒佈“汝勿

殺”的誡命？ 絕對他者是否也包含動物？在 1960 年代，列維納斯的立場非常堅定，在他看來，動物

之臉無法與人類的面容相提並論，畢竟前者毫無倫理意味。 然而，多年過去了，列維納斯的立場發

生了一些變化。 一方面，他仍然捍衛人類與動物之間的界線，認為動物的本質是“為生存而鬥爭”，
而人類的本質則是一種倫理性存在。另一方面，他又認為，我們“無法完全拒絕動物的面容”，以狗

為例，雖然面容並不是狗的“最純粹形式”，但我們“正是通過面容理解了一只狗”。然而，其他動

物是否擁有面容呢？ 列維納斯的回答顯得頗為猶疑：“你何時有權被稱為‘面容’？ 對此，我無法斷

定。 人的面容截然不同，爾後，我們才能發現動物的面容。 我不知道蛇是否擁有面容。 我無法回答

這個問題，這需要更專門的分析論證。”這一回答帶有濃重的不可知論色彩，從中可知，他對形而

上學的人類中心主義面向進行了有限度的反思。

二、德里達：“人”的終結與動物他者

動物問題是德里達思想中的一個重要維度，一方面，他的著述中有很多動物形象，如《海德格

爾的手》中的“猿猴”、《馬刺》中的“馬”、《友愛的政治學》中的“兔子”與“黑天鵝”等；一方面，他
的諸多核心概念和思想（如蹤跡、好客、正義、即將到來的民主等）都將動物生命包含其中。 正如西

蒙·格倫迪寧（Simon Glendinning）指出，從早期著作開始，德里達便致力於解構“自然/文化、動物

性/人性”之間的二元對立，對人類的邏各斯中心主義（ the logos⁃centered idea of Man）以及人本主義

的批判貫穿其思想始終。德里達對動物問題的探討很大程度上源自他對列維納斯“面容”概念的

繼承與批判。 在 《暴力與形而上學》 （ Violence and Metaphysics: An Essay on the Thought of

Emmanuel Levinas, 1964）一文中，德里達敏銳地分析了列維納斯思想中的矛盾性：一方面，他籌劃

了一場哲學革命，不僅想脫離傳統形而上學話語的魔咒，還試圖與老師海德格爾、胡塞爾保持距離；
另一方面，他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形而上學話語的諸多先驗預設，與前輩哲學家們的思想有著千絲萬

縷的聯繫，其哲學革命並不徹底。 以“面容”概念為例，德里達指出，列維納斯意義上的“面容”僅僅

局限於人類，這一點帶有神學的意味。 在《聖經·創世紀》中，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創造了人，照此邏

輯，人的面容與上帝的面容具有相似性，這一點“以最古典的方式將人類與動物區分開來”。不妨

說，列維納斯的“面容”概念帶有神學—人本主義色彩。
1997 年 7 月，法國小鎮瑟里斯⁃拉薩勒（Cerisy⁃la⁃Salle）舉辦了第三屆德里達著作研討會。 在

會上，德里達以《因動物，故我在》（Lanimal que donc je suis）為題發表了長達 10 小時的演講。 值得

注意的是，該標題富有多義性，其對應的英文標題“The Animal That Therefore I Am”以及中文標題

“因動物，故我在”只把握住了其中一層含義。 在法語中，“ suis”既是“ être” （ I am）的變位，又是

“suivre”（ to follow）的變位。 一方面，它是對笛卡爾的經典命題“我思故我在”的戲仿和批判。
“我”之“我”性並不由“我思”所建構，而是由動物所建構。 另一方面，它又強調動物與“我”的方

位，“我”在它之後，緊隨著它。 從“ follow”一詞又可以引申出兩種截然不同的含義，首先，“我”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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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動物後面，像獵人一樣追捕它，將它據為己有。 其次，“我”在動物之後（after），動物是先我而來

者，“我”應對它說一句“您先請”（“after you”）。 前者是一種自我中心主義的存在論姿態，而後者

則是一種他者中心主義的倫理姿態。
在大部分歐陸哲學家那裡，“動物問題壓根稱不上是問題”，包括列維納斯、布朗肖、阿甘本在

內的哲學家們都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傳統哲學話語書寫動物的方式。在講稿中，德里達用“動物問

題”（ the question of the animal）這一措辭意在打破這種認知方式的自動性。 雖然他多次提到了列

維納斯，但大都將之作為批判的對象來審視。 他將列維納斯與海德格爾、拉康等哲學家放置在一起

討論，從動物問題角度批判了他們的思想局限性：他們都不自覺地接受了笛卡爾的動物觀，將動物

降格為被動的客體，忽視了動物的主動之維。 如果說在《總體與無限》中，列維納斯探討的是“倫
理”意義上的人的誕生，那麼在《因動物，故我在》中，德里達則探討的是“人本主義”意義上的人的

終結；如果說列維納斯探討的是人類他者，那麼德里達則關注的是動物他者。 在探討“動物他者”
概念時，德里達並未提及列維納斯，但顯然，他的論述裡有列維納斯的思想蹤跡。

在《因動物，故我在》中，德里達突破了傳統哲學的抽象性寫作方式，回歸日常經驗，進行了一

場冒險的個人化寫作。 在文本開端，他描述了一次頗為獨特的裸體經驗：他在家貓面前赤身裸體，
而非在人前。在自己的浴室中，在自己的寵物面前赤裸，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日常場景，然而，德
里達卻有一種心神不安之感（malaise）。他抓住了這一情緒，對之進行深刻反思，因為這種不熟悉

的情緒可能意味著存在論的轉變和知識層的斷裂。長久以來，在這個家宅空間中，都是穿著衣服

（“不赤裸”）的“我”注視和觀察赤身裸體的貓，然而在此刻，貓卻突然闖進了浴室，注視著像野獸

一樣渾身赤裸的“我”，“我”與家貓的位置發生了顛倒。 德里達指出，在這次邂逅發生之前，他從未

意識到自己也會被家貓凝視。 不僅僅是他，幾乎所有的哲學家和理論家也都刻意忽視動物的主觀

能動性，因為這關係到人與動物之間的體面界線，關係到人類獨特性的建構。德里達稱這只貓為

“我的貓咪”（my pussycat），“我”是家宅空間的主人，是凝視者，是發號施令者，而貓是寵物，是被

凝視的對象，是聽從命令者。 它與“我”十分親近，然而這種親近的關係之中卻暗含暴力，作為“寵
物”的貓被“我”居有，被納入家政空間，被“我”的同一性結構所吞噬。 然而，貓的凝視打破了“我”
的家政性生存，它與“我”面對面遭遇，用深淵般的眼神打量赤身裸體的“我”。 在這一時刻，它是觀

看的主體，拒絕被認知，與“我”保持絕對差異。 它逃離出家政範圍，“不再是我的貓咪”，成為“無
家”可歸者。 它卸去了一切文化承載，以輕盈之身坦誠相向，與“我”建立起一種“沒有關係的關

係”。 德里達指出，這只貓是全然他者（wholly other）。他從貓的眼睛中看到了界線的逾越（border⁃
crossing），看到了人類的終結。這是作為主宰者的人的終結，是人類中心主義意義上的人的終結，
它開啟了重塑人與動物之關係的可能性。 可以說，此刻的人不再是“人”，貓不再是“貓”，而是兩個

因赤裸而純粹的鮮活生命，沒有等級，沒有統治。 人與貓的這場邂逅具有“事件性”，它在哲學家毫

無防備的情況下發生，卻打破了他的生活節奏和認知框架。 此處，貓“深不可測”的眼神就是列維

納斯意義上的面容。
在德里達的筆下，這場邂逅不僅具有“事件性”，還具有“原初性”。 在這一場景中，沒有第三

方，只有“我”與貓。 它們卸去了人類歷史加載在它們身上的文化所指，以“赤裸”和“貧乏”之身面

對面遭遇。 “這一場景仿佛將他置身於時間出現之前，置身於亞當命名動物之前的時刻。 可以說，
浴室裡的原初場景是對《創世紀》中亞當命名動物場景的替換。”眼前的這只動物用其深淵般的眼

神召喚“我”為它重新命名，召喚“我”反思人與動物之間的界線。 在人與動物之分界的問題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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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有兩種相反的立場：一種是經典的人本主義觀念，一種是生物的連續主義立場。 人本主義觀念強

調人與動物之間的本質差異，德里達將之稱為“邏各斯中心主義”，其希臘源頭是亞里士多德對人

的規定（“理性的動物”，希臘語是 zōon logon echon，拉丁語是 animal rationale），其基督教源頭是上

帝以自己的形象造人的神形說。邏各斯中心主義觀念以人為基準，從否定性角度來認知動物，剝
奪了“動物的邏各斯和能夠擁有邏各斯的特權”。連續主義觀念源自於達爾文，它主張，人類與動

物之間只有程度上的差異，並無本質的不同。 人本主義立場堅持人與動物之間的斷裂性，連續主義

立場則強調人與動物之間的同質性。 那麼，德里達持哪一種立場呢？ 他既不讚同斷裂觀，也不讚同

連續觀，而是致力於“在非此即彼的境域中”開辟出第三種立場。一方面，他認為，連續主義的立場

忽視了生命的差異，將人類生命和動物生命同質化了。 另一方面，他認為，人本主義持“人/動物”的
二元論觀點，此界線太過單一化，忽視了動物生命的多樣性。 德里達強調生命的異質性和差異性，
為此，他自創了“ limitrophy” （ limit+trophy）一詞。 該詞與“ limitrophe” （“臨近邊界的”、“靠近邊境

的”）一詞形似，但德里達強調“ trophy”一詞的詞源義：給予營養、發展、成長。該詞可譯為“界線拓

殖”，其含義是“在維持界線的情況下，在邊界處發芽、成長，與此同時，滋養它，培育它，使其繁殖，
使其複雜化”。這個詞透露出德里達的解構策略：一方面，認清人本主義話語區分人與動物的運作

機制，揭示其內在的暴力色彩；另一方面，在解構“人/動物”之二元區分的同時，使界線複雜化，還原

生命的多樣性和豐富性。
在這一原初的時刻，德里達為動物重新命名，用“animot”取代了“animal”一詞。 他指出，“ani⁃

mal”是單數總稱，指涉一切非人類的生物，“完全不顧蜥蜴與狗、原蟲與海豚、鯊魚與綿羊、鸚鵡與

猩猩、駱駝與老鷹、松鼠與老虎、大象與貓、螞蟻與蠶、刺蝟與針鼴之間的差異”。德里達自創的

“animot”一詞由“animal”和“mot”（法語詞，“詞語”之義）組成。 首先，該詞在發音上與法語詞“ani⁃
maux”（“animal”的複數形式）相近，“德里達希望我們在“animot”一詞中聽到的是具有多重（複數）
獨特性的動物，而不是概括性的動物”。其次，“animot”的後綴“mot”（“詞語”）一詞揭示了人本主

義形而上學區分人與動物的機制。 人本主義形而上學通常從“使用語言的能力”角度區分人與動

物，人類能夠使用詞語，動物則被剝奪了使用詞語的能力。 這種思維方式慣於從否定角度來思考動

物生命，帶有濃重的“人類中心主義偏見”。

在 2001 ~ 2003 年期間，德里達在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做了一系列以“野獸與主權者” （The

Beast and The Sovereign）為主題的演講。 在第九次研討課（2002 年 2 月 27 日）上，德里達重點分析

了勞倫斯的詩歌《蛇》，恰好與 1986 年列維納斯訪談中的一個問題相互呼應。 “蛇有沒有面容？”這
是列維納斯提出的問題，他的回答是猶疑的，然而德里達卻給出了肯定的答案。 “在一個炎炎夏日/

我著一身睡衣/一條蛇來到我的水槽飲水/茂密的角豆樹散發著異香/在樹之濃蔭的遮蔽下/我提著

水罐走下台階/我必須等待，必須等待/因為他先我而來……我所接受的教育囑咐我/我必須要將他

殺死/因為在西西里/黑色的蛇無害，而金色的蛇有毒……/他安靜地來到我的家門，到我的水槽邊飲

水/像一個賓客一樣/對此我欣喜不已/然後再悄然離去，沒有答謝（ thankless）……/我四下張望，擱下

水罐/拾起一根粗糙的木棍/扔向水槽/我即刻便懊悔不已……/因為於我而言，他像是一個君主 /一

個被放逐的君主，幽暗世界的無冕之王……”在一個意料之外的時刻，一條蛇冒冒失失地闖入

“我”的家宅，與作為主人的“我”在水槽邊邂逅。詩歌詳盡描繪了“我”的情緒變化：駐足等待、欣
喜不已———細致觀察、施以暴力———懊悔不已、反思自身。 相應地，這條蛇在“我”心中的地位也發

生了變化：賓客———敵人———君王。 “駐足等待”和“欣喜不已”是“我”的第一反應，這種情緒是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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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的，它早於一切認知。 德里達指出，這種原初的情緒反應意味著“我”對這條蛇負有責任，意味

著它可以引起我的倫理反應。 當“我”意識到它是一條毒蛇的時候，“我”的情緒發生了變化，一團

和氣的待客場景頃刻間變成了劍拔弩張的生死之戰。 當對蛇施以暴力之後，“我”懊悔不已。 德里

達指出，沒有道德律，就無所謂懊悔或贖罪。可見，在“我”施以暴力之前，“汝勿殺”的道德律令便

原初地印在“蛇”的面容上。 這條口渴難耐的蛇來到“我”的家門，尋求“我”的幫助。 “我”須將我

的水源變成贈禮，敬獻給它，不求任何回報。 於“我”而言，它像一位“君王”，高高在上召喚“我”，
“我”回應（ response）它，對它負責（ responsible for）。 在這篇稿件裡，德里達並未提及“面容”一詞，
然而很顯然，他借鑒了列維納斯對“面容”概念的探討。 可以說，蛇伏在水槽旁飲水的這一姿態引

發了我的倫理責任。
由是觀之，在《因動物，故我在》中，德里達描繪了他與家貓的一場邂逅，在《野獸與主權者》中，

他分析了詩人勞倫斯與蛇的一次照面。 這兩場遭遇都是家宅生活中的日常場景，但卻有非凡的事

件性意義。 與人照面的動物，一個是貓，一個是蛇，前者原是親熟的寵物，為人所居有，後者本是原

野的動物，與“我”從無交集。 在《因動物，故我在》中，德里達致力於去除貓的親熟性，將它從家宅

動物變成無家可歸者，恢復其陌異性。 在解讀勞倫斯的《蛇》時，他則致力於拉近“我”與蛇的距離，
將蛇看作是賓客和君王。 其實，貓的眼神以及蛇飲水之姿態都是列維納斯意義上的面容，前者強調

的是面容的陌異性，後者則強調的是“我”對他者之面容的不對稱責任。

三、朱迪斯·巴特勒：他者的面容與動物生命

2004 年，朱迪斯·巴特勒出版了《脆弱不安的生命》（ Precarious Life ），書中收錄的五篇文章均

寫於 2001 ~ 2002 年間，“目的是回應 9·11 事件之後加劇的不安全感和侵略行為”。其中，《脆弱

不安的生命》一文以列維納斯的“面容”概念為切入點，結合阿甘本的“赤裸生命”思想，探討了當代

政治語境中的生命之遭際。 巴特勒認為，在與理查德·基爾尼（Richard Kearney）的訪談中，列維納

斯道出了“面容”的精髓之處：
“愛他者”的倫理關係源自這一事實：自我無法獨自生存，自我無法從孑然一身的在

世存在中獲得意義……直面面容的脆弱性意味著質疑我本體層面的生存權。 在倫理學

中，他者的生存權優先於我自身的生存權，這一優先性可用如下倫理律令概括：不得殺人，
不可危及他人生命。

在列維納斯看來，倫理學關注他者之維，與其說是一種理論，不如說是一種運動，一次決裂。 它

意味著敞開家門，直面脆弱的面容，迎接他者；它意味著“我”家政性自保生存方式的瓦解，從自我

中心主義轉變為他者中心主義。 人之人性就是在這種運動和決裂中產生的。 巴特勒指出，脆弱性

（precariousness）是面容的最重要特質，也是生命內在的本質。 生命本就脆弱，任何偶然狀況都會使

生命隕滅，生命之存續並無十足保障。只有領悟了他者的脆弱性，才能真正走向和平。 “這並不是

首先領悟自己的生命，再推己及人，由領悟自身的脆弱不安導向理解他人的脆弱生命”，因為這種

“推己及人”式的移情以相似性為前提，將他者看作是另外一個自我，並沒有突破自我中心主義的

框架。領悟他者的脆弱性帶有一種直接性，自我直面毫無防禦的他者面容，聽從他的召喚。 在遭

遇他者脆弱的面容之際，自我陷於矛盾中：一方面，因面容溢出了“我”的認知和理解框架，挑戰了

我的權能，呈現為一種無限，因此，“我”想要殺死它；另一方面，面容傳達“汝勿殺”的道德律令，引
發我的倫理責任。 在這一事件性遭遇中，他者之面容將“我”置於困境，令“我”產生倫理焦慮：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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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我”害怕他者會破壞“我”原有的生存方式；另一方面，“我”又擔心自己對他者施以暴力，成為

殺人的劊子手。
兩股衝動廝殺角力，如手足相殘。 然而問題似乎恰恰在於：兩種沖動之所以掙扎較

量，正是為了避免戰爭。 因為列維納斯主張的非暴力觀點並非得自於平和的狀態，而是來

自於持久的張力狀態：懼怕遭受暴力同擔憂挑起暴力之間相互糾結的狀態。

於“我”而言，他者是最大的威脅，因此，“我”可能會選擇殺死他。 然而，為了讓自己不淪為劊

子手，“我”會為自己的暴力行為尋找各種倫理幌子，以證明自己行為的正當性。 由此，“面容”倫理

學就進入了政治的場域。 巴特勒對“面容”概念最大的改造在於，她將此概念與阿甘本的“赤裸生

命”概念相勾連，清晰地展示了當代權力機器制造動物生命的內在機制。 在《神聖人：至高權力與

赤裸生命》（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的開篇，阿甘本指出，古希臘人用“zoē”與
“bios”來指涉“生命”，前者表示生物學意義上的自然生命，後者則表示人之為人的獨特生活方

式。生命政治的奧秘在於人類生命內部“zoē”與“bios”的可區分性，一旦人的“bios”被抹去，他就

淪為赤裸生命。 那麼抹去“bios”的機制是什麼？ 阿甘本指出，一旦國家啟動緊急狀態，特定人群的

政治身份就會遭到褫奪，成為不受法律保護的動物生命。 鑒於生命的可區分性，我們每個人都有可

能淪為赤裸生命，成為主權權力的目標。 巴特勒認同阿甘本的這一觀點，並在此基礎上進行了補

充。 如果說阿甘本從法律的視角探討了主權權力制造赤裸生命的內在機制，那麼巴特勒則從媒介

的視角分析了這一內在機制。 在她看來，當代的權力機器甚至不需要宣佈緊急狀態，直接利用媒介

和影像就可以來制造動物生命。 她認為，列維納斯的“面容”概念對當下的政治局勢來說有重要的

啟示意義，我們可以在列維納斯基礎上思考如下問題：在當前的政治語境下，權力機制是如何利用

媒體來扭曲甚至忽視“面容”的？ 它是如何“褫奪人性”的？ 它是如何將一部分人降格為動物生命

的？ 如果說在列維納斯這裡，“面容”呈現為一種召喚，一種責任，一種原初的非暴力倫理主張，那
麼在巴特勒這裡，“面容”則是當代權力機器制造動物生命的手段，是施暴和發動戰爭的完美借口；
如果說在列維納斯這裡，“面容”是人類他者的客觀存在和穩固事實，那麼在巴特勒這裡，“面容”則
是可被賦予或剝奪之物。 “面容”是人之為人的條件，被賦予面容者，便可以稱之為人，被剝奪面容

者，便不能稱之為人。 以此為前提，巴特勒對大眾媒介“賦予人性及褫奪人性的各種方式”進行了

細致分析。

巴特勒指出，我們所接觸的影像畫面和新聞報導並不一定盡是真實的情況，它們背後隱藏著一

個“可理解性”的框架（ frame），這個框架“限定了‘視聽領域’的界限”，“規定了我們可見、可知事

物的範圍”。除了大眾媒介的框架外，還有主權權力的決策框架、民眾的思維框架等。 這幾種框架

密不可分，決策框架決定了媒介的框架，而媒介的框架又塑造了民眾的思維框架。 框架遵循的是排

除邏輯，“總有框架無法框定的事物，它們位於框架之外，正是它們使框架之內的事物擁有得到識

別、得到承認的可能”。換言之，框架之外的生命構成了人性的建構性外界，他們無法成為框架中

的一分子，卻被這個框架以例外的形式標識，從而確立了人性的有效性。 當代人就生活在這諸多框

架（ frames）中，隨時有被排除的風險。當代權力機器利用影像媒介生產“理想的面容”，以此來“評
判區分人們是否符合這一標準”；它制造“類人的面容”，以此來警示我們不要被這些面容所蠱惑；
它甚至會抹殺面容，對苦難、遭際、暴行絕口不提，就像一切未發生過一樣。巴特勒以戰爭時期的

媒體影像為例，對這三種“面容”進行了分析。 端坐在《格爾尼卡》畫布前的科林·鮑威爾（Colin

Bowell）的面容被媒體塑造成了理想的面容，其實，這是一張“憑借抹殺其他面容而得以凸顯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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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本·拉登、薩達姆等人的面容被塑造成“非人”的面容，或陰森恐怖，或詭計多端，人們會對這

些面容產生敵意甚至殺意。 在美阿戰爭期間，《紐約時報》刊登了一些阿富汗少女的照片，她們摘

掉了罩袍，露出面容，仿佛在感謝美國軍隊解救了她們。 然而，這些面容粉飾了戰爭的目的，遮掩了

戰爭的暴力，抹去了那些因戰爭而死去的無辜民眾的面容。 不論是理想的面容，非人的面容，還是

被抹去的面容，都不同於列維納斯意義上的“面容”，在這些面容中，“我們看不到、聽不見任何悲傷

與苦難的聲音”，也“無法體會生命的脆弱不安”。在《戰爭的框架》中，巴特勒對脆弱特質（precari⁃
ousness）與脆弱處境（precarity）進行了區分，前者是生命的本相，是與生俱來的屬性，它指向的是責

任和和平，建構的是倫理主體，而後者則是“外界強加給生命的不安現狀”，是“分殊不均的政治後

果”，它指向的是暴力與戰爭，制造的是動物生命。
由是觀之，巴特勒和阿甘本都探討的是權力機器制造動物生命的內在邏輯，阿甘本關注的是律

法之維，而巴特勒則關注的是媒介之維。 除此之外，巴特勒的獨創性還在於，她引入了民眾一極，探
討了框架對民眾情感反應的塑造。 受框架的影響，我們通常會將人群分為兩類，一類人群與我們

“類似”，因此是盟友，是近鄰，是兄弟，是值得呵護的生命；另一類人群則是我們的威脅，他們“不符

合我們關於人之為人的定義標準”，是動物生命，是不值得呵護的生命，因此，我們可以對他們暴力

相向。在《脆弱不安的生命》的結尾，巴特勒指出，在當前的媒介社會，恰恰是“面容”的影像畫面

讓我們無法接近真正的面容。這些“偽面容”喪失了列維納斯意義上的赤裸性和坦誠性，成為戰爭

和暴力的共謀者。

四、結論

儘管列維納斯對“面容”概念的探討帶有濃厚的人類中心主義傾向，然而這無法遮掩它的重要

性。 它是一筆寶貴的思想資源，對當下倫理和政治秩序的建構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德里達和朱迪

斯·巴特勒分別從兩個不同維度對列維納斯的“面容”概念進行了拓展和改造。 德里達從動物問

題視角出發，以家宅生活中的人與動物的遭際為例，從經驗角度探討了動物的面容。 他的重要貢獻

在於，他突破了人類中心主義的思維框架，將動物納入他者的範疇中。 這一思想為動物倫理開辟了

一條新的思路。 主流的動物倫理學通常致力於在動物身上尋找與人類“相似”的證據，擴大倫理關

懷的範圍，然而這種思維方式以“同類邏輯”為根基，並未突破人類中心主義的框架。 因此，在探索

前進的道路上，這種動物倫理學往往會陷入絕境。 倫理關懷的範圍可拓展至多廣？ 人類可以給予

動物倫理關懷，但動物無法像人類那樣給予倫理回應，那麼動物可以是倫理主體嗎？ 主流的動物倫

理學無法回應這些問題。 德里達的“動物他者”思想恰恰反對的是同類邏輯，反對的是責任的對稱

性。 他關注動物的能動性和陌異性，強調人對動物的不對稱責任，強調不求回報的饋贈，這難道不

正是倫理學的真諦嗎？ 當下，新型冠狀病毒正在全球蔓延，面對這一災異性事件，人們須認真反思

人與動物之間的關係，而列維納斯的“面容”以及德里達的“動物他者”思想為我們打開了一個全新

的視野，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別樣的感受動物生命的方式。
與德里達不同，朱迪斯·巴特勒探討的是人類共同體內部的排斥與區分問題。 她將列維納斯

的“面容”概念與阿甘本的“赤裸生命”思想相結合，分析了當代權力機器通過生產（扭曲、抹殺）面
容以制造動物生命的內在機制。 如果說列維納斯對“面容”的探討集中在倫理學層面，那麼巴特勒

則將其引入現實政治的場域。 現實政治場域有諸多框架構成，主權權力的決策框架位於最上層，媒
介影像的視聽框架位於中間，民眾的識別框架位於最下層。 主權權力利用媒介生產面容，上演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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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褫奪人性的悲劇。 媒介的視聽框架塑造了民眾的識別框架，引起了人們在情感上的“認同”和
“認異”反應。 對於框架之內的生命，人們會倍加呵護，而對於框架之外的生命，人們會漠然視之。
若這幾層框架高度重疊，那麼整個社會的氛圍便是可怖的，人們也會因此喪失體會生命之脆弱的能

力，甚至會成為暴力的合謀者。 前不久，“弗洛伊德事件”在大洋彼岸上演，“我不能呼吸”的呼喊在

耳邊縈繞，施暴的警察忽視他人的面容，對他人的遭際置若罔聞，這不僅僅是一種個人行為，更是諸

框架運作的結果。
災異的時刻是斷裂的時刻，同時也蘊含著重整乾坤的契機。 作為文化批評者的我們應突破人

類中心主義的思維方式，重塑人與動物之間的倫理關係；應洞察當代權力機器運轉的內在邏輯，揭
示框架制造動物生命的奧秘；應理解生命（包括人類和動物）的脆弱不安，恢復他者的面容和尊嚴。

①有關該詞，中文學界有多種譯法，如“面容”、“面

貌”、“面孔”、“臉”等，本文遵從朱剛在《總體與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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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 年，第 9 頁；第 62 ~ 73

頁；第 37 頁；第 37 頁。
③西恩·漢德：《導讀列維納斯》，王嘉軍譯，重慶：重
慶大學出版社，2014 年，第 21~ 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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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 年，第 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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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生命的解讀帶有濃厚的人本主義目的論傾向。
柯林·戴維斯：《列維納斯》，李瑞華譯，南京：江蘇

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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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納斯用的是動詞“exterminer”；在說到“殺死他人”
的時候，他用的是動詞“ tuer”。 “ exterminer”是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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