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尼采既然把世界思考为权力意志的世界, 那么,

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持续的生成: 一个事物的产生伴

随着另一个事物的消失。面对这样的世界, 作为哲学

大师的尼采必然要追寻: 事情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

了? 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在当时主要有基督教和启

蒙思想家的直线论观点。基督教认为, 世上万事万物

都是为上帝创造和规定的由低级到高级的存在 , 世

界历史最终要经过上帝的审判而实现人间天堂的来

临。启蒙思想家认为, 世界是一个机械的直线式运

动, 人类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否定愚昧趋于理性王国

的历史。尼采作为反基督教和理性启蒙派思想家, 针

对性地提出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学说, 以此来解决事

物来自何方? 走向哪里? 归于何处? 表现出深刻的批

判性。海德格尔就此明言:“尼采关于相同者永恒轮

回并不是其他学说中间某一种关于存在者的学说 ,

它源于一种争辩, 一种对柏拉图———基督教思想方

式及其影响和现代滥觞的争辩。”[1]( P247)

“永恒轮回说”关涉有限和无限、瞬间和永恒、个

体和整体、生存和死亡等相互关系问题的回答, 在尼

采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具有基础性意义。尼采认为 :

“它是人所能达到的最高肯定公式”[2]( P72) 。确实, 永

恒轮回说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的前提, 但本质上是一

种世界观假说, 是用来肯定生存与逝去、战斗与和

平、高贵与卑微、痛苦与欢乐相属共生的生命 ; 作为

“超人”实现的理论公设 , 它对超人生存方式的最终

达成具有重要的激励意义, 它形式上相当于康德的

实践理性公设。为了很好地理解其确切内涵和丰富

意义, 首先让我们看看尼采是怎样谈论它的。

“永恒轮回说”的提出

相同事物的永恒轮回, 亦即一切事物都要一遍

又一遍以相同的顺序发生和消逝的思想, 最初是作

为一个简单的道理而震骇尼采精神的。在《快乐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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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一书中, 尼采叙述道:“假如恶魔在某一天或某个

夜晚闯入你最难耐的孤寂中, 并对你说‘你现在和过

去的生活, 就是你今后的生活。它将周而复始, 不断

重复 , 绝无新意 , 你生活中的每种痛苦、欢乐、思想、

叹息以及一切大大小小, 无可言说的事情皆会在你

身上重现, 会以同样的顺序降临, 同样会出现此刻树

丛中的支柱和月光, 同样出现在这样的时刻和我这

样的恶魔。存在的永恒沙漏将不停地转动, 你在沙漏

中, 只不过是粒尘土罢了! ’你听了这恶魔的话, 是否

会瘫倒在地呢?你是否会咬牙切齿, 诅咒这个口出狂

言的恶魔呢? ”[3]这一令人害怕的设想在《查拉斯图

拉如是说》一书中得到更进一步的经验和揭示, 查拉

斯图拉勇敢地告诉侏儒:“我! 或是你! 但是, 我是我

俩中的强者: 你不知道我最深的思想, 你不能藏孕

它!”[4]( P187) 下面是尼采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对这一

思想所做的较深入的阐述:

看看这刹那吧! 从这刹那之柱门起 , 一个

长无尽头的路向后去: 我们后面有一个永恒。

/ 万 物 中 之 能 跑 者 不 应 当 已 经 跑 完 了 那 条 路

吗? 万物中之能到达者不应当已经到达了完成

了而过去了吗? / 如果一切都已存在过 ; 侏儒 ,

你对这刹那作何解释呢? ———这柱门不应 当

已经存在过了吗? / 万物不是如此地纽结着 ,

为使这刹那挽着未来的一切吗? 而也决定了它

自己吗? / ⋯⋯/ 这个在月光下蠕行的蜘蛛 , 这

月光 , 柱门下低说着永恒的万物之我与你———

不应当都已存在过了吗? ———我们不应当 再

来跑完前面这条路。———这鬼魅光临的长 路

吗? ———我们不应当永恒地再来吗? [4]( P187)

为什么在一个无限的时间中事物就一定会永恒

轮回呢? 尼采在自己生前未发表的一些笔记中给予

了一些说明, 他的主要理由是: 这个世界在总体上是

确定的, 世界上的力也是有限的。他说:

世界存在着 , 它是不生成的 , 不会逝去的。

它靠自身生活 , 因为它的排泄物就是它的食

粮。[2]( P457)

作为力量的世界不允许人们对它作无限的

设想 , 因为它是不能够如此地设想的———我们

不认为同‘力量’这个概念互不相容的无限力

量的概念。[5]

正是从这两个无可证实的前提出发, 尼采假设

世界是不断循环的聚散离合的游戏 , 没有目的、终

点:

假如人们可以把世界设想为有一定大小和

一定数量的力的中心———别的设想始终不确

定 , 因而不合需要———, 那么其结果就是 , 世界

要在自己存在这种赌博中经历相当数量的骰

子点数的组合。无限的时间中 , 说不定每个可

能的组合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出现 ; 不仅如此 ,

某一种组合可能出现无数次。由于每个组合与

其下一个轮回之间所有组合都有可能出现 , 而

这些组合中每一个又决定着同一序列的组合

的整个结果 , 那么这就证明有一个绝对等同序

列的循环。因为世界乃是一个循环 , 它周而复

始无限的重复自身 , 而且无限重复自己的赌博

游戏。[2]( P454)

万物都在跳舞: 它们出来, 张开两手、欢笑、

奔跑———并且循环。万物方来, 万物方去, 存在

之轮, 永远循环。万物方生 , 万物方死; 存在之

时间 , 永远运行。/ 万物消灭 , 万物又新生 ; 存

在之自身永远建造同样的存在的屋宇。万物分

离而相同; 存在之循环对于自己永久地真实。[4]

( P263—264)

尼采形成并接受这个思想经历了悲苦、恐怖及

其最终战胜的心里体验, 这就是黑色的蛇爬进牧人

的喉咙并最终被它咬下的意向所表达出来的意思 [4]

( P189- 190) 。是什么使这个思想成为可怕的呢? 因为

这个思想告诉人们:“一切都相似, 无物有一刻的价

值 , 智慧使人窒息”[4]( P263) ; 并且 ,“你所倦怠的渺小

的人类也永远循环。”[4]( P263) 如果仅仅看到这一点,

这个学说只会厌倦生活, 让人得出生活没有意义的

结论。但是, 英雄必须看到战斗的欢乐而正视痛苦,

必须知道轻蔑而高傲。这样, 英雄从永恒轮回中就能

看出生命的磨难毁灭对于生命的充盈和提升乃是必

须的因素, 确信并热爱永恒轮回是对生生不已的真

实生命世界的回归和融入。

“永恒轮回说”的意义

一切事物都要一遍又一遍按照同样的顺序发生

又消逝, 这样一个内涵相当简明的思想对于人的意

义却是复杂的。在弱者那里, 它是令人恐怖的意象;

第 1 期 杨茂明: 试析尼采的“永恒轮回说” ·41·



而在生命力如尼采一样的强者那里则是智慧的洞

见, 是激励人钟爱生命, 提高生命的力量。具体来说,

它有这样几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 永恒轮回是在权力意志思想的基础上对

世界整体生成方式的描述, 它反对了基督教及其他

种种有关世界发展的目的论观点。尼采把世界理解

为处于权力意志的生成和毁灭的无限轮回的存在 ,

世界本身既不生成, 也不会失去。这样尼采就从生成

方式的视角把宇宙观从神学中解放出来, 使生成获

得了一种纯洁和无辜。尼采也不同意对世界的运动

作机械的目的论的直线式猜想, 他认为若机械的目

的论原则真实有效, 那么它必定会在无限的力的博

弈中实现 , 由于它没有实现 , 所以“永恒轮回就是我

们唯一把握的确定性, 用来充当一大堆可能出现的

世界假说的矫正剂。”[2]( P453) 尼采的永恒轮回说尽

管有其非科学性, 但他立足于世界自身来说明自身,

从而拒绝了对世界作神学及其“世俗理想”的片面推

测, 辩护了世界的自然性。

第二,“永恒轮回说”强调感性事物的永恒在场

性, 高度肯定了变易的感性世界的唯一性, 有力地批

判了无时间性的超感性理想的虚幻性和破坏性。

“永恒轮回说”从根本上说是为变易的感性世界

进行唯一性和永恒性辩护的理论, 它告诉人们, 任一

时间性的感性事物虽然会变易、逝去, 但都不会消失

得无影无踪 , 它会永恒地重现在过去、现在和将来 ;

整个世界就是永恒变易的世界, 没有永恒不变的、无

时间性的超感性世界。这一理论有力地批驳了柏拉

图主义用理性、上帝的永恒不变来蔑视、否定变易的

现实世界的自残式的呓语。在尼采看来, 柏拉图主义

反生命的超感性理想的张扬就是建立在对感性世界

的“变易性”的怨恨和否定之上的 , 柏拉图主义者正

是从感性具体事物的变易和消逝中通过感受生存的

有限性、人自身的软弱性才生发出对“永恒不变”的

圆满理性和完美上帝的向往。事实上, 这是对无生命

的死亡之永恒的向往。如何使人们在精神上彻底摆

脱虚幻的“永恒不变”的超感性世界对人的诱惑和束

缚?尼采的对策是置换永恒的对象: 用“感性变易”的

永恒来取代“超感性世界”的永恒 , 永恒的不是无时

间性的理性或上帝, 而是充满着变化的感性事物。尼

采想通过这一理论启示人们, 欠缺而有限的感性世

界的变易和流动不论是多么的不尽人意, 它都会永

恒地再现, 企图超越这个变易世界的任何努力都会

使人的生命趋于虚无。因为, 不变意义上的、没有时

间性的永恒是一种彻底的反真实生命的虚构。这实

际上是对变易的时间性生命世界的最高肯定, 它有

力地消解了永恒的无时间性的超感性理想如“永恒

幸福”、“绝对圆满”的虚假的真实性和神圣性。但这

一深邃的思想并没有为后世完全理解。不少大家和

时贤把永恒轮回的循环性和权力意志、“超人”学说

错误地对立起来 , 认为“永恒轮回似乎是尼采为人

类设制的一个巨大无比的铁笼, 他要在这铁笼中进

行一场困兽犹斗的抗争”[6]; 确信“对永恒轮回的解

释剥夺了我们创造价值的行为, 超越被命运之爱所

代替”[7]。而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海德格尔就指出贝

姆勒把尼采的权力意志思想和永恒轮回思想对立起

来的错误[1]( P22- 23) , 并强调“今天的尼采的解释使得

永恒轮回学说丧失了它的指导意义, 并且因而使得

自身最终不可能获得对于尼采形而上学富有成果的

理解。”[1]( P21) 很可惜海德格尔的警示并未让后人深

思。尼采的“永恒轮回说”并没有否定人的生命提升,

而是确立了生命提升的永恒性, 当然它也确立了生

命颓废的永恒性。你是“超人”, 你就有超人的永恒轮

回, 你是小人, 你就有小人的耻辱再世。有人也许会

认为一切无非是重复, 人生的努力和创新有什么意

义呢? 实际上, 人生有没有意义, 其关键并不在于是

否重复 , 而在于你的人生是否有生成、创造和欢乐 ,

是否能品尝生命之蜜酒, 就如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和一个伟大的人心心相印、息息相通, 又何尝不是人

间的快事呢?

第三 , 作为“超人”实现的理论公设 ,“永恒轮回

说”有着激发人的创造活力、促成人的个性化创新的

作用。

“超人”的实现要经历千辛万苦的过程 , 尼采曾

形象地将其描绘成精神的 3 种变形: 由骆驼而狮子

而小孩。但尼采认为,“超人”的麻烦和危机根本不是

跋涉前行的艰难 , 而是人生有限、死亡必至的空虚。

倘若上帝不在 , 而人又总是劳而无功、复归尘土 , 人

们就有理由否认自强不息、建功立业的意义, 就有理

由怀疑高贵的价值: 既然人“譬如朝露”、“昼短苦夜

长”, 何不“对酒当歌”、“秉烛而游”? 既然“粪土当年

万户侯”, 那么“鹰击长空复又何用”? 人的生存的挫

折及其失去生命的空虚的经验必然会重创人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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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怀 , 瓦解人的斗志 , 把人拉向碌碌无为 , 市侩平庸

的世界。这就是侏儒对查拉图斯特拉的判决:“你把

自己向空中抛掷得很高———但是, 一切被抛的石块,

必得落下! 你把石块抛得很高———但是它会落在自

己的头上! ”[4]( P186) 怎样从认知上消解这一精神, 使

它不致于影响祈向“超人”的努力 , 尼采的策略是通

过一个在经验上有一定根据且在实践上有相当用处

的相同事物的永恒轮回的假说, 来帮助人们直面存

在的空虚, 使人实现“超人”的积极有为的生存, 这实

际上是有助于“超人”实现的理论公设。

然而 , 尼采的“超人”实现的理论公设和康德的

实践理性公设有着根本的差异。首先, 公设的内涵不

同。康德的公设是超感性的原则, 所谓意志自由、灵

魂不死、上帝存在都是抽象普遍性的形式规定, 它是

用来否定感性生活的; 而尼采的公设则是具体事实

的永恒轮回,“感性的瞬间”就有永恒, 变易的时间性

生命就是一切。其次, 公设促成的目标根本相异。康

德的实践理性公设是为了促成人间至善的实现 , 而

至善不过是理性德性和感性幸福的统一; 而尼采的

永恒轮回的公设则是具体的超人生存的实现, 这种

生存的本质规定是生命的个性化超越和创新。最后,

公设发生作用的机制不同。康德的公设是由外而内

的他律性道德神学, 而尼采的公设则是由内而外的

个体性的道德玄学。康德的公设理论试图用抽象普

遍性的“他者”如理性自由、灵魂不死、上帝的神圣

来规导感性具体的人, 以使人德福双享; 而尼采的永

恒轮回之公设则是在肯定个体生存的同时使人想到

或者流芳百世、或者遗臭万年, 由此使人无悔于自己

的祈向“超人”的拼搏和追求。“永恒轮回说”告诉人

们: 你的作为、你的表现不会随风飘去 , 它要永恒在

世;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搭建万世流动的纪念碑! 面对

这样的假说, 你还会感到存在的空虚吗?

尼采的“永恒轮回说”的重要意蕴就在于它对人

走向“超人”的激励性, 在于它的实践有效性。不错,

“超人”———一种高贵的生命也难免失败和消失 , 但

他在参与宇宙的大化流行中必将重现自身。这一信

念有力地克服了“一切都空虚、一切都一样、一切都

完了”[4]( P160) 的消极、颓废的生命倾向。

陈君华先生在《深渊与颠峰—论尼采的永恒轮

回学说》中将永恒轮回理解为彻头彻尾的生存哲学,

这是较为确切的; 但他认为永恒轮回类似康德的绝

对命令[8], 则是相当成问题的。因为“永恒轮回说”作

为一种世界观理论, 主要不是建议你应该怎样行动。

其实, 不仅“超人”, 而且“末人”可能也会希望此生再

过一遍以至于千百遍。希望还是不希望永恒轮回还

不能最终把人的高贵和卑微区别开来, 相信并希望

轮回只是为英雄那漂浮无据、破碎般的生命赢得一

种精神上的安慰和激励。

是“选育”还是“重复”
对德鲁兹解释的批评

像德鲁兹那样把“永恒轮回”理解为选择更是误

读了尼采。德鲁兹在谈到“永恒轮回”时说:“只有肯

定才回归, 只有能被肯定的才回归, 只有欢乐才回

来。所有能被否定的, 所有的否定都被‘永恒轮回’运

动本身所驱逐。”[9]且不说这一论说直接违背了尼采

对永恒轮回所作的解释, 而且它还和尼采思想基本

精神相抵牾。尼采哲学- 伦理学的落脚点是开放的

等级制。在这个等级制中,“高等级种类的使命以低

贱者为基础, 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完成使命, 只有

这样它才能站立”[2]( P276) ;“同平庸者相比 , 他( 高贵

者) 需要距离感, 他要居于其上, 以其为生。”[2]( P362)

尼采认为 , 让弱者销声匿迹、勾销自身并不是幸事 ;

相反, 平庸者取得一个阶段的胜利, 因为其保存了他

们自身 , 反而有利于类和生命[2]( P492) 。如果按照德

鲁兹的理解 ,“永恒轮回会排除所有反对肯定的东

西”, 那么, 尼采的神圣肯定怎么也不能实现。尼采不

是乌托邦大师, 他没有提出关于人世的完美理想。在

尼采看来, 人自身的对立性以及人与他人的争高竟

长的权力游戏将永恒地持续下去, 在这个过程中, 颓

废卑微之人的存在是必然的, 他是高贵者、强者存在

的条件。

认识到渺小之人会循环也让“怀着希望开始的”

的尼采感到惊恐和恶心, 而最终靠酒神的勇敢精神

才使尼采担当起生命的悲哀与欢乐、最恶与最爱, 才

克服了渺小之人循环所带来的恐惧和憎恶。在这一

点上, 海德格尔的理解是深刻而准确的。他认为,“与

对轮回思想第一次传达一样, 在尼采做的第二次传

达中( 指的是查拉图斯特拉中的传达———引者注) 的

传达方式首先就比传达内容更为重要。因为其中的

关键在于: 人要变成不为这个学说而心碎的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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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75) 只有勇敢者才能高兴地接受永恒轮回 , 而“侏

儒对下面这一点一无所知: 真正知道这个圆环中的

圆环, 恰恰意味着首先并且不断克服在这个学说中

表达出的那个黑色可怕的东西, 那就是如果一切都

在轮回⋯⋯如果一切都在兜圈子, 那就没有什么值

得了”[1]( P272) ; 正是参与苦难的勇气才使得勇敢者

“取得了作为最大重负的永恒轮回思想的全部内涵。

现在, 他知道, 最伟大者与最渺小者是共属一体的和

轮回⋯⋯现在, 他就是一个同时直面最高的痛苦与

他最高希望的人”[1]( P308) 。在尼采看来, 生命本身是

以“对抗”、“磨难”、“毁灭”、“痛苦”为条件, 所有的这

一切都不是对生命的反对, 而是对生命的肯定; 只要

选择热爱真实生命的英雄式生存就必须欣喜地接受

高贵和卑贱的永恒轮回。尼采对人的磨难、对抗的永

恒性的强调深刻地影响了存在主义思想家。加缪在

其哲理散文《西西弗斯的神话》中所倡导的西西弗斯

精神实质上就是尼采所强调的对抗的永恒循环的精

神。加缪认为, 人世上任何企图彻底消灭虚无和荒诞

的行为, 就如同过去教士在死囚面前拿着彩绘的小

布巾来遮挡绞刑架一样的矫情和没有意义。加缪强

调“各种形式的跳跃 , 向神圣或永恒中猛跳 , 沉溺于

日常的或观念的幻想, 所有这些屏幕都在遮挡荒诞”
[10]( P708) ; 但这种遮挡都是虚假而无价值的。不管怎

样,“地上火焰总抵得上天国的芬芳”[10]( P686) 。因为

“人们登上顶峰的斗争本身足以充实 人 的 心 灵 ”[10]

( P708) 。加缪的上述见识和尼采的“永恒轮回说”在

肯定生命的磨难、斗争永恒存在这一点上并无二致。

德鲁兹对尼采的解读深刻而细腻, 但他否定永

恒轮回的是“相同者”, 并由此出发把永恒轮回说成

是“选育”的哲学 , 背离了尼采“肯定生命热爱命运”

的酒神精神。对于“永恒轮回”的理解, 我们还是要相

信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及伽达默尔这些哲学大师

在这一点上的共识: 永恒轮回是“对一切予以肯定 ,

甚至肯定了最渺小事物回归”的假说[11]。

尼采的“永恒轮回说”根本就不是一种自然科学

理论, 因此, 那种纯粹站在“概率论”和“热力学原理”

之上对其所作的反驳就会遗失这一理论的世界观意

义。当然, 我们可以说明这一世界观缺少或违背这样

或那样的自然科学前提, 但仅仅有这样的说明还是

不能完全理解或驳倒这种世界观; 因为世界观从根

本上说是一种奠基于人的生命感受和一定的经验概

括之上的对世界的超验猜想, 它总是渗透着人的价

值祈向和生存信仰。理解世界观必须有价值维度, 完

全经验化地理解世界观总是有问题的。整体考察尼

采的“永恒轮回”, 我们就会发现 , 尼采在谈论“永恒

轮回”时 , 更多的是一种新断语、一种对旧世界观的

批判性争辩、一种快乐的诗意信仰。毋庸置疑, 尼采

这种“宏大叙事”在经验上是无法证实的 , 但问题主

要不在这里, 尼采的局限在于他还没有最终摆脱传

统的形而上学叙事话语, 他也如他的前辈一样一定

要不自量力地给这个世界厘定一个终极的说明框

架 , 以好让自己的“生存价值论”有其宏大理论的支

撑。但尼采不知, 他这样做, 恰恰弄巧成拙: 不仅使自

己的理论趋于神秘主义的玄想, 以至于陷入自然科

学家们有力的经验批驳之中, 而且他让人们在信仰

“肉身轮回”中去从事“超人”的事业 , 也严重淡化了

持续化、个性化创新生命的自在魅力。其实, 人的生

命力的提升以及由此形成的生命形态的个性化创新

和转型, 本身就是人的价值所在, 就值得人们为之欢

呼奔走、前仆后继, 尽管英雄的身后也要归于无边的

冷漠和空虚。人之最高境界不是“以出世的心情做入

世的事业”, 而是“向死能生”, 是“子规半夜犹啼血 ,

哪怕春风唤不回”的绝地豪迈与高风亮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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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Nietzsche's“ Ever- Transm igrating
Theory”

YANG Mao- ming

(Social- Science Institute,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Province 518060, P. R. of China)

Abstract: Nietzsche's “ever- transmigrating theory”was intended to answer the world- view question on the

end- results of the movements of things. It is of primary importance to his ideological system because of the fol-

lowing:(1) it argues against the Christian theodicy view of history and all teleological views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and defends the naturalness of the world; (2) it highly affirms the mutable realistic world while

strongly criticizing the unrealness and subversiveness of the non- timely senseless ideals;(3) the theoretical as-

sumption as the realization of“superman”is supplied with the function that arouses people's creativity and indi-

viduated innovation. Those who ever- transmigrate are the“same ones”. In interpreting the“ever- transmigrating

theory”as a“breeding- selection”philosophy, Deleuze deviates from the Dionysian spirit advocated by Nietzsche

who “affirms life and loves fate”. Nietzsche's limitation lies in that he didn' t break away from the traditional

magnificent narration, hoping to find some metaphysical support for the existence of“superman”, thus diminishing

the inward value of the individuated life- creation.

Key words: ever- transmigration; superman; the same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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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信息】

中国金融发展面临的十大制度困境

王江、徐爱田在《东岳论丛》2005 年第 6 期撰文

指出,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 在社会经济发展中

的作用越来越强。中国金融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制度

困境, 主要表现在以下 10 个方面。一、信用基础脆

弱; 二、公司治理结构存在重大缺陷; 三、金融监管乏

力 ; 四、金融产业政策缺位 ; 五、金融业退出制度缺

失; 六、国家对金融的相对垄断; 七、金融机构的制度

性失衡; 八、金融资产价格形成机制扭曲; 九、金融风

险分散机制不健全; 十、金融产业保护过度。只有努

力克服这些困难, 才能保证中国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近期国家有关加快国有银行重组与股份制改造步

伐、加大力度引进券商重组等重大举措, 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缓解中国金融业的制度困境, 加快中国金融

业的开放程度, 提高中国金融业的整体竞争力。

( 孙卫峰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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