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恰似一座永不停歇的时钟
■ 沈祖新

BOOKS

这是电影《摩登时代》中的经典镜头：在一
家高度机械化的工厂中工作，工人们在岗位上
各司其职，重复着单调而乏味的劳动，查理·卓
别林所扮演的小胡子男人便是其中一员。在高
强度的重复性劳动中，他的身体也犹如运转的
机器，同伴们的鼻子都成了他眼中需要拧紧的
螺丝钉。

这一场景已经定格在现代电影的光荣时
刻里，并成为无数学者解读机械、技术理性对
人的生命施行戕害与异化的重要文本佐证。在
他们的思路中，机械与生命是互不相容的矛盾
体，是势不两立的敌对国。对立的思路虽然延
展出对现代社会的反思，却也成为让思想向更
深处掘进的障碍———机械与生命果真如此水
火不相容吗？在?西卡·里斯金的《永不停歇的
时钟———机器、 生命动能与现代科学的形成》

一书中，我们会见识到理解机械与生命的别样
风景———生命机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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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成为“劳动者”

在“未来图景”之中，机械的身影
将更加多变， 亦会更加引人注目，这
并不在于其历史上的精巧和庞大，而
恰恰是日常与普通

或许，今天的读者依然会将机械想象为未
来的景观，无数的科幻作品也似乎在不断地确
证机械的未来属性。但是在历史的深处，机械
早已在人类历史的舞台上粉墨登场，并在人类
社会的进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从起初
的宗教器具到之后的日常生活装饰，再到工业
革命中的机械化生产，机械在人类历史中经历
了三次变身，并逐渐由人类生命的外部渗透至
精神的幽深地带，与现实生活产生共振，成为
人类社会运转的重要因素。

伴随着宗教的乐声，机械出现在教会的场
所之中。 钟楼上手持木棒的机器人会定时出
现，以此告知信徒此刻的时间；圣马可广场钟
楼中的东方三博士不仅暗示出托勒密天文体
系，更显示出古人对人之存在与未知宇宙的不
懈探索。除此之外，音乐也成为宗教机械的元
素之一，“由管风琴驱动的机械天使组成的唱
诗班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物，有时还有歌唱的
飞鸟相伴，雕塑中的天使一边吹响号角，一边
打鼓和演奏钟琴”。

需要注意的是， 那时的欧洲正处于素有
“暗黑时刻”之称的中世纪，教会仿佛张牙舞爪
的大章鱼， 将触须伸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即使在机械中，也要凸显“永恒天父”的庇佑。

但是，当定时的音乐响起，悦耳的音调从庄严
的教堂传来， 行人匆匆的步伐或将为之驻足，

并为聆听留出些许的空当。黄昏时刻，绚烂的
落霞浸染幽冥的天际，此时，教会的钳制也为
人性的感触而松动，生命在机械中获得片刻的
飞升，让人们感悟到日常生活之美。

在教会使用机械凸显宗教思想时，教堂本
身已经被城市所接纳，并逐渐成为市民日常生
活的重要环节。“从中世纪后期，自动机械便成
了活跃的城市文化的一部分。” 在从宗教走向
日常生活的过程中，钟表依然是先行军，精巧
的钟表开始出现在皇家与贵族的卧房之内，成
为家居生活的重要装饰。现存于大英博物馆的
一座钟表被雕刻为精致的宝船形状，船上的小
人会围绕日晷转动，还有两只机械小龙虾在前
后移动，犹如在海中嬉戏的蛟龙。机械卸下宗

教的沉重铠甲，用自身的技巧与精致收获市民
的青睐。并且，机械不仅凸显生活中的实际作
用，更彰显装饰生活的美的功效，让世俗人生
更加美好，也更值得眷恋。除此之外，在给市民
带来美的享受的同时，机械也无形中印证了人
的创造力，成为对生命的承认与肯定。

在工业革命的机械化生产中，机械将自身
与生命的相连发挥到极致，甚至走向自反的境
地。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愈发精湛的机械技
术使其由日常生活的装饰品晋升为人类行为
的替代品。并且，机械不仅开始从事人类的工
作，还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形态样貌，更促成历
史的革新。从工业革命开始，机械成为与人类、

动物并列的“劳动者”。与后者相比，机械似乎
更加称职，因为除却必要的维修与保养，不知
疲倦的机械可以日夜不停地运转。 一方面，这
凸显出机械的“纯粹性”，另一方面，在工业生
产与资本扩张的背景下，机械的“纯粹性”也成
为对人的规定，并在此过程中造成对人性的扭
曲与挤压。

“机械的新喻反映出人类和机器共同构建
了新的未来图景。”在此“未来图景”之中，机械
的身影将更加多变，亦会更加引人注目，这并
不在于其历史上的精巧和庞大，而恰恰是日常
与普通。 停电的时刻恰好成为机械的狂欢，在
那一刻，世界都仿佛停止运作，人们由此如梦
方醒般觉察到机械与生命的深刻相连。

生命是配合下的整体运作

人类在生命与机器之间反复思
索 、试验生命的终极属性 ，不仅留下
逡巡与徘徊的背影，更延展出生命机
械学的思想命脉

生命机械学立足于生命与机械的两极，一
改从生命批判机械的常规思路， 转向从机械的
角度思索生命的本质。在生命机械学的视域中，

生命既具有如精神、 灵魂、 尊严等引以为豪的品
性，也如机械般在机体的彼此配合下整体运作。如
果说人类创造了机器，那么，谁又创造了人类？人
类是自发地进化成今日的模样， 还只是被动地接
受造物主的操弄？ 生命机械学将之视作理解生命
的核心矛盾，并由此展开深刻的生命之思。

人为何选择“机械”作为思考生命的参照系？

或许，其他动物也可以与人类形成参照，但是，物
种的各自独立使其与人类的关系只能是平行关
照，而无法在交汇之处彼此了解。机械改变了人类
的身份，其由生命的旁观者、亲历者一跃而为缔造
者。在创造机械的过程中，人类无限逼近理解生命
的核心矛盾———自主或他律。 自主的生命恰似一
座永不停歇的时钟，内部的齿轮在自顾自地转动；

他律的生命则始终要听从“大他者”的差遣，在无
形的操弄中唯命是从。 人类在生命与机器之间反
复思索、试验生命的终极属性，不仅留下逡巡与徘
徊的背影，更延展出生命机械学的思想命脉。

笛卡儿是生命机械学的先驱。他率先打开机
械的窄门，进入生命的幽径，为生命———尤其是
“人类生命”———寻找安身立命的桃花源。他将生
命比作“动物机器”，即“动物和人体在本质上都
是机械的”。在笛卡儿的视域中，“机械”是“可理
解”的代称，笛卡儿的本意在于从机械的角度肯
定生命，“拥有生命”才是笛卡儿“动物机器”概念
的全部意图。在笛卡儿的时代，教会的阴云依然
笼罩在思想的天空， 生命也只是教权的附庸。笛
卡儿将生命比作“机器”的目的，就是要说明生命
本身并不是玄奥的宗教迷思，而是如机械般可以
量化、分析直至理解的实体存在。在生命面前，人
类应该如经验丰富的钟表匠面对时钟般冷静、从
容地识别其内部构造，而不是在蜡烛的烟雾与圣
歌的缭绕中不假思索地俯首帖耳。可以说，笛卡
儿是在用机械为生命祛魅，并以此为基点寻求人
类生命的独异性。为此，他将目光投注于灵魂。笛
卡儿在《第一哲学沉思录》中说：“我是一个能够
思考的个体。” 在此， 他不仅将生命还原为其本
身，更将之升华为“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在
灵与肉之间， 笛卡儿赋予人更高的内在属性，为
“人”与“生命”夯实立足的根基。

一切都是为生存而准备

如果没有“设计之神”，自然万物为
何会如此“完? ”？作者里斯金说 ，并不
是生物“完?”，而是“刚好满足需要”

笛卡儿开创了理解生命的新纪元， 却也忽
视了解释生命的重要前提： 人为何可以如他所
说？换言之，笛卡儿的观念无法解释生命的诞生
与形成之谜。对此作出回答的，将是大名鼎鼎的
达尔文。

面对已经成形的世间万物，达尔文不得不将
自身置于生命机械学的核心矛盾：生命的形成与
变化的根源是自主还是他律？可以说，达尔文一
生都与这个问题纠缠， 亦始终未曾找到答案。但
是， 达尔文的进化论夯实了生命的生物学基础，

并建构出生物历史的演化模型———自然选择。一
方面，自然选择承认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
生物内在属性；另一方面，这一学说在无形中将
自然人格化，这也透露出在达尔文的心中游荡着
魅影般缥缈不定的“设计之神”。如果没有“设计
之神”，自然万物为何会如此“完美”？作者里斯金
说，并不是生物“完美”，而是“刚好满足需要”。生
存的底线再一次实现对生命的还原。无论是自主
还是他律，生命始终以生存为最高原则，达尔文
或许无力解释生命机械学的核心矛盾，但是他让
我们关注到生命的更加本真的需求———求生。在
求生的本能欲求下， 生命演化出千万种可能，无
论是水中的游鱼还是树端的飞鸟，即使是蚯蚓分
泌的黏液都是为生存而做的准备。从生存的角度
出发，我愿意相信，生命是自主的。

里斯金将生命比作一座永不停歇的时钟，时
钟的精密构造预示出生命体恰到好处的进化构
造，而“永不停歇”则暗示他在生命机械学的历史
梳理中感悟到的对生命自主性的信心。生命机械
学的观念开拓出进入现代科学与生命本质的新
的理解图式，并力争为生命的自主运转寻觅坚实
的历史依据与理论资源。

关于人文江南的“美的历程”
■ 朱逸宁

江南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永恒的话题，但
在当代充斥西方话语的文化环境中，很多时候
我们已经忘记了中国文化的本来面貌，而经常
不自觉地用西方话语来诠释江南，这样自然也
不可能还原出江南本来的面貌。故此，刘士林
用这本《江南诗性文化》为我们阐释江南，就显
得非常重要了。打开这本用江南山水装饰的精
美书卷，我们会看到一个用中国话语来建构的
江南。特别要指出的一点是，这本书并不是那
种刻板严肃的纯学术专著，其文字风格倒更像
是随笔和札记，让人读来轻松和愉悦，毫无晦
涩之感。

《江南诗性文化》以“时间”“空间”“诗境”

三个角度来建构人文江南的图景，带领读者开
启了一段江南文化的时空之旅。这部著作最大
的亮点就在于： 作者把解读江南作为切入点，

清晰地勾勒出了当代人的一条精神还乡之路。

同时， 这本书的可读之处不妨用三句话来概
括：从时间上看，这本书呈现了一个从历史深
处款款走来、 饱经沧桑而诗意未减的江南；从
空间上看， 这本书呈现了一个拥有山水城林、

精致典雅的江南；从日常叙事的角度看，这本
书呈现了一个生机勃勃、 富有审美情趣的江
南。读罢，读者一定可以在心中勾勒出江南文
化那完整的美丽容颜。

首先，从时间上看，江南的诗性文化精神
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生成的， 形成了独特
的精神结构和生活形态。 江南有一条清晰的
文脉，这是我们解读它的基础，而江南文脉的
形成，则在于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作者在书
中称之为“江南轴心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形象的提法， 把江南文化上的深刻转变，用
“轴心期”来充分说明。江南最初并不是现在
这个样子，从“野蛮好勇”到“文质彬彬”，必定
经历了一番重大的转变， 而这一切就发生在
六朝时期。江南轴心期带来了“人的觉醒”和
“文的自觉”， 而且生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审
美精神。之所以说这个观点非常重要，原因在
于：一是和过去人们对六朝的认识不同，六朝
的文化特质并不是用北方的政治伦理思维就
能完全阐释的， 这种思维方式不但遮蔽了江
南精神中的审美价值， 而且也容易曲解中华
文化多元复合的特征； 二是作者把六朝的江
南文化作为中华审美精神的最高代表， 这就
使得我们清晰地认识到， 中华民族丰富而活
跃的艺术创造力，是如何维系千年而不衰的，

在面对那些历史巨变时， 中华民族又是依靠
什么样的精神力量， 来调节自身因为伦理异
化带来的痛苦。江南文化有一种无形的力量，

可以把其中的人们化为承载诗性精神的主
体，比如那些遗民、流人、山人和学人。读者仔
细品读这本书， 就能体会到他们是如何超越
伦理的束缚，走向一种澄澈审美境界的。现在
很多人向往唐代的气度和宋代的典雅， 唯独
忽略了在它们之前那个精致的六朝。 乱世为
何那样美？我想，我们真的应该重新读一读书
中提到的《世说新语》和南朝的乐府民歌，相
信会有另一种感受。了解了江南的文化历史，

也就掌握了和中国古老的诗性文化邂逅的钥
匙。

其次，从空间上看，江南形成了具有自身
特色的诗性城市文化。在复杂的中国区域文化

版图中，江南是独特的一支，只有认识到这一点，

才能把现代长三角的内涵梳理清楚，更可以站在
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高度，修正我们过去一
些错误的认识。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在论述
江南的区域文化特性时，不仅指出了“黄河文化
中心论”的问题，也否定了西方的“文化二元对立
论”， 这对于我们充分认识江南文化乃至中国文
化是非常重要的。

本书中所提及的以江南城市为代表的“文化
型城市群”，不仅仅是一个概念，它的丰富内涵和
发展机制对于今后中国的城市群发展而言，也是
具有启发和参考价值的。江南文化的本质与精神
核心究竟是什么？我觉得读者们在这本书中可以
找到答案。

再次，以微观叙事的角度看，江南的诗性精
神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审美中， 体现在一粥一饭、

一菜一汤中。 这本书的上篇和中篇是 “学术话
语”，下篇则是一种“半学术话语”，作者用较为轻
松的文字带我们一起体会了江南的“日常”，这使
得《江南诗性文化》不仅是一部研究江南的理论
著作， 更是一部能细细品味江南味道的读物。作
者很善于提取江南文化中的关键词，让读者形象
地感受江南的诗意。江南有哪些代表性的审美意
境呢？刘士林很巧妙地做了一个排行榜，从青山
绿水到美酒诗篇，他在书中把江南的生活之美为
我们一一道来。我读完后印象最深的是《碧螺春》

这篇。尽管平时也会喝茶，但从未想过喝茶本身
还有这么多意蕴。 特别是在江南的文化语境中，

这碧螺春，就不仅仅是一杯茶那么简单了。作者
写道：“碧螺春的确有它不足为外人道的内涵。关
于碧螺春的本质，我能想到的一个形容就是‘清

而且纯’”，无论形式、颜色，还是它的内容，都是
如此。它常能使人想到唐诗、宋词或昆曲中的十
七八岁的江南女子的明眸、皓齿和清音，想到在
扬子江和环太湖一带江南山水的清洁和无尘。在
看着那螺纹般的叶片慢慢舒展开来的时候，我总
是不由自主地体会到一种幽静而透明的江南气
质，一种出水芙蓉般的清丽和纯洁。这时也就深
深理解了陆羽的“不羡黄金罍，不羡白玉杯；不羡
朝入省，不羡暮入台”，有了一杯清澈碧绿的碧螺
春，如同一个贪杯之徒“有酒万事足”一样，他们
不会再有更多的欲望和非分的想望了。 我想，只
有对江南理解深刻并同样具有诗意人文情怀的
人，才能写出碧螺春的江南气质。当然，这种气质
和古人所说的“穷奢极欲”不同，那不是江南文化
的精神理念。江南的生活美学，是在重视日常生
活细节的基础上，对伦理实用需要和审美艺术需
要的高度平衡。因此，江南才会成为中国文化诗
性精神的最好继承者。

纵观《江南诗性文化》全书，作者对江南诗性
文化的阐释，不是仅仅流连于过去的美好，而是
立足于当下， 以现代人的眼光关注江南的未来，

为筚路蓝缕的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提供精
神资源。刘士林以诗性文化串联起江南的“前世”

与“今生”，在时空中深情地凝望这片土地。我们
读这本书，也就变成了跟随刘士林一起，对江南
人文精神的寻访之旅。（作者为南京信息工程大
学文艺与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江南诗性文化》
刘士林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用
今
天
的
准
备
应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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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的
危
机

■ 秦 朔

最近，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
版中心出版了《直面危机：世界
经典案例剖析》一书，三位编者
（孙玉红、王永、周卫民）都曾在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
过，有的是企业家，有的是投资
家，有的是政府官员。他们选择
了“9?11”事件、西尼罗病毒在纽
约的暴发、美国邮政系统的炭疽
病危机、 普利司通论坛召回事
件、所罗门兄弟公司应对违规操
作等五个在哈佛学到的经典案
例，进行了翻译，并采访了肯尼
迪政府学院的教授、美国联邦紧
急事务管理局前负责人，以及美
国的危机公关专家，对案例进行
了深化探讨。

我们正处在一个充满不确
定性的时代， 要直面的危机很
多。《直面危机：世界经典案例剖
析》一书可以说是一本严肃和专
业，同时也很有现实性和针对性
的认识危机、 处理危机的指南。

如何在危机没有爆发前就做出
预案，在危机爆发之初就迅速行
动？如何在“峰值需求”突至的情
况下明智判断， 控制事态发展，

有效地与社会沟通， 引导舆论，

多元合作？本书提供了很多洞见
和方法。

特别是对那些身处危机漩涡中心的领导
人，他们面临的困境是什么？在危机压力下如
何决策？哪些决策是对的，哪些是错的，甚至是
灾难性的？能否避免那些错误？哈佛教授们通
过案例教学，一一进行了剖析。因此本书对那
些承担管理责任、需要具体去应对危机的各级
领导人来说，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几乎每个领导者都会遇到危急时刻，而大
多数领导人被人所记住的正是其在危机面前
的表现。正如一位哈佛教授所说：“危机一定会
来的，只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为本书作序的劳伦斯?萨默斯曾经担任过
美国财政部部长、哈佛大学校长，他提出了五
点对于危机管理的见解：领导者的可信度是在
危机管理中首要的问题；要保证畅通的信息渠
道；保持镇静；必须保留足够的回旋余地，不要
人为地缩小自己可以选择的空间； 要着眼于 3

个月以后， 形势通常逼迫处理当前的危机，但
领导者更要考虑现在应该做什么，才能使 3个
月以后达到可能的最好的情况。通常应至少多
考虑两天，再发表?话，即便当时有极大的压
力。

劳伦斯?萨默斯提出的上述原则正是他本
人在处理墨西哥金融危机时所采用的。他还经
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并在“9?11”事件时负责哈
佛大学的危机管理。他从很多经验中得来的原
则是深思，深思，再深思。仔细地、长时间地考
虑，然后一旦做出决定，就以绝对确定的态度
执行。

萨默斯还说，任何领导者都需要有危机管
理的准备。 在哈佛大学一直进行这样一个演
练：一旦危机发生，应该如何保持通信。虽然危
机各不相同，但是领导者可以就危机管理的很
多方面加以准备。

肯尼迪政府学院亚洲项目主席安东尼?赛
奇在书中指出，人们常常遇到这样的事：当你
需要面对危机的时候，却发现没有足够的经验
和技能去处理快速变化发展的局面。处理危机
需要一系列的技能，从处理公众恐慌到组织内
团队合作，到评估局势并做出反应。身陷危机
中的人们需要在压力下做出正确的决定，既包
括领导者，又包括团队成员，需要在一个迅速
变化的形势下建立联盟，做出非常规的反应和
决定。这些能力都不是与生俱来的，都是可以
通过学习获得的。

赛奇说，2002—2003年 SARS的暴发提供
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说明危机的来临可以多么
出人意料。一种病毒迅速产生了全球的影响，使
跨国组织、国家和地方政府全都动员起来，以防
止进一步的灾难。当事情过去之后，我们回顾往
事，很显然，第一，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身处在
一个新的全球化的时代， 这样的事件是无法孤
立地解决的， 它呼吁一个更好的国际性的信息
分享、监测与合作系统；第二，我们需要一个更
好的内部信息交流系统， 以使公众及时得到信
息资讯而不至于听信谣言， 或因不真实的猜测
而过度恐慌；第三，我们需要激励体系以鼓励及
时准确的内部信息的汇报；第四，我们需要建立
一套危机管理系统， 并促进不同部门之间的精
诚合作，这在任何国家都是困难的。

案例教学法是哈佛大学商学院和肯尼迪
政府学院教学的重要特征。它不是传统意义上
的老师?、学生听的“粉笔+?课”的教学方式，

而要求学生担任一种不熟悉的角色，并利用自
己以往的经验来分析形势。学生们不仅向教授
学，也从他们的同学那里学习，同时通过团队
训练磨炼战略决策的技能。本书中的案例和讨
论让人们能够“走进”哈佛课堂，体验这样的教
和学的场景。（作者为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
联席主任）

《直面危机：世界经典案例剖析》
孙玉红 王永 周卫民 编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永不停歇的时钟———机器、
生命动能与现代科学的形成》
[?]?西卡·里斯金 著
王丹 朱丛 译
中信出版集团机械也无形中印证了人的创造力，成为对生命的承认与肯定。 书中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