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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我不曾学会接受它”［1］，在生前最后

一次访谈里，德里达如是说。但“不曾学会”在此

并非意味着回避或缄默，它所指向的乃是更多的

反思。在德里达的作品中，这些反思时常借“哀

悼”这一主题展开。本文想要讨论的是《罗兰·巴

特之死》 ［2］一文。此文出版于 1981 年，随后收入

文集《哀悼之作》（The Work of Mourning）。在这

部文集中，德里达深切缅怀了他的 14 位思想上的

同伴与挚友，他们于 1980 年至 1998 年之间先后逝

世。文集所收的 14 篇文章一反悼文惯常的颂体特

性，在其作为友谊之见证的同时，又以足够的思想

深度成为我们应加以重视的理论篇章。在面对他人

之死的场合，死亡与哀悼一起成为德里达再思主

体、自我、生命等西方哲学核心议题的契机，并进

而在对主体之裂痕与自我之有限性的揭示中向他性

（otherness）与他者（other）敞开。

《罗兰·巴特之死》作为这“哀悼之作”的第

一篇，有如这哀悼思索开始的一个象征（尽管其踪

迹早可见于《明信片》（Postcard）、《丧钟》（Glas）

和其他一些更早的文本），德里达所谓“哀悼”的

结构与内涵皆能在此找到线索。在对哀悼场景的反

思之外，德里达又将讨论集中于巴特生前的最后一

本著作《明室》（Camera Lucida）。巴特此书主要

涉及摄影，其中所论“死者回归”［3］的照片结构

正与哀悼的结构相呼应，而德里达的解读，又与

他写于同时期的摄影专论有着诸多联系，于是此文

在哀悼之思外又可被纳入德里达写于八九十年代对

摄影进行反思的作品序列之中［4］。《罗兰·巴特之

死》有如桥梁或枢纽，为我们理解德里达晚年所讨

论的这两个重要主题提供了思考进路。

1980 年 3 月 26 日，罗兰·巴特因车祸逝世。

在不久后的 1981 年初，德里达便为他写下了这篇

文字。这份“哀悼之作”亦延续了德里达在《丧

钟》里尝试的在边缘处进行写作的方式，文章被切

分成五十多个长短不一的断片，对这些断片之所

以为断片的原因，德里达表示自己“并不知道”，

但又“重视它们的不完整性”，这些断片就像一些

“小石头”，被“颇有考量地仔细放置”，放置在

“名字的边缘并作为一种回归的允诺” ［5］。这似乎是

有意用部分戏仿和更多的文体游戏来破坏这悼念文

体，以便为他对哀悼场合的反思铺路，又像是担心

完整而封闭的话语空间带来的盖棺定论式评价将会

取代这里要纪念的罗兰·巴特本人。无论如何，在

完整的纪念碑和破碎的小石子之间，德里达选择了

后者，这或许也是他一以贯之的解构的叙述理想，

亦是他所谓的哀悼之所在，即拒绝彻底的内在化，

朝向他者的哀悼与摄影

——解读德里达的《罗兰·巴特之死》

苏 林

内容提要 “他者”一直是德里达解构哲学的重要议题，对哀悼的思索则是此议题

的重要组成部分，德里达献给罗兰·巴特的悼词《罗兰·巴特之死》便是其代表性篇

章。德里达以哀悼“给予谁，为了谁”这一问题为引导，对哀悼的悖论性困境作出了深

刻思考。同时，他将注意力集中于对巴特《明室》中所论摄影进行阐释。此二者相互缠

绕、彼此说明，一方面在自身的悖论性处境中揭示了主体的有限性，另一方面更指向作

为解构哲学之最终筹划的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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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将他者完全置于主体性认识的建构之中。而这

个他者的影子，亦由文中对摄影的再思再次说明。

一 哀悼的困境

解构的惯用策略之一，便是将我们惯常认为已

无可再疑的概念和观念结构重新置入怀疑之中，对

之予以再思，审视其内部的种种建构和体系，进而

发现其中的矛盾之处，并探寻其源头，以此种激进

的“还原”来为思想重新敞开自由的空间。这篇献

给罗兰·巴特的悼文亦延续了德里达一以贯之的解

构策略，在此被首先予以再思的是“哀悼”这一场

景。德里达在文章开始不久便向我们抛出问题，即

当我们在哀悼之时，当哀悼开始运作之时，我们

是在“向谁而哀，为谁而哀”？［6］这个问题如幽灵

一般出现在德里达许多致哀性的文字中。在《论

触 感： 致 让 - 吕 克· 南 希 》（On Touching: Jean-
Luc Nancy）里，德里达问道：“在哀悼之中究竟是

为谁、为什么而哀？”［7］在纪念保罗·德曼时，德

里达问：“经由‘为了纪念’这几个字，人们说出

了什么，做了什么，又在渴望些什么？”［8］在《永

别了，勒维纳斯》（“Adieu, Levinas”）一文里，德

里 达 又 问：“ 此 刻 我 们 是 对 谁 讲 话？”［9］ 就《 罗

兰·巴特之死》所处语境而言，我们面对的是巴特

之死，那么哀悼便毫无疑问地要致予巴特。但又因

巴特已死，他将永不能听到纪念之辞，更无法对之

作出任何回应。在这哀悼的场合，那个被纪念者似

乎在言辞之中在场，但又因为那无可挽回的死亡永

远缺席。德里达清醒地认识到这点并将之作为运思

的开始：“它们（这些哀思）将永远无法传达至罗

兰·巴特，而这将会是我们反思的起点。”［10］ 

无论如何，哀悼始终是由活着的人进行的活

动，它发生在我们这些生者之间（among us），另

一方面，在死者不可避免地缺席的同时，那在哀悼

的活动中被纪念的言辞带出的则是我们身上、我们

心中、我们记忆之中（within us）铭刻下的死者，

我们的哀思似乎是在致向如此这般的他。于是便又

有了一个追问，即所有这些被铭刻于生者身上的

死者，是否完全一致，是否能够被还原为一个完整

的“他”？答案似乎是否定的，不同人眼中将有不

同的罗兰·巴特，而所有这些被内化于我们的他实

际上并不可能完全地等同于他，他亦不可能完全地

属于我们某人。当我们完全以那被内化于我们之中

的“他”来引路之时，则有以这个“他”取代真正

的死者的危险。还有一种方法是返回到他人留下的

踪迹，例如在书信、作品以及各种档案中找寻他人

的声音。这看起来更像是让他人自己来说话，但在

这过程里必含的挑选与解读之中，不也有着将他人

再次铭刻于己身的内在化渴望么？在此亦有着让罗

兰·巴特再次消失的危险。但如若致哀的“我”保

持缄默，仅仅满足于引用和无言的陪伴，仅仅只

是返回“他”处，那么“这种漫溢的忠诚将会让

我们说不出任何东西，也交流不了任何东西”［11］。

如此便有了哀悼的疑难与困境（aporia），德里达

在访谈集《点……》中将之称为“哀悼的双重束

缚”［12］，它始于对死者的忠诚与留住这死者的愿

望，但当死者在死亡中不可避免地缺席之时，这愿

望最终只能以一种从己出发的再现和回忆的承诺来

实现，再现与回忆替代了死者并消解了不可消解的

死亡，哀悼始于忠诚而终于不忠。面对这一悖谬处

境，德里达在文章开始处便表明，他所写下的文字

并不是要再次对巴特进行编码或评判，但这是能够

成功的么？德里达自己便作出了否定的回答：“我

将不能成功地回避所有这些。”［13］但恰恰是要朝着

这哀悼的困境和不可能性去作出努力的尝试，由此

或许将有对生与死、对内在化与他者的新反思。

对德里达和这篇已然开始的文章来说，诉说和

哀悼已经开始了，但哀悼又真的是在这死亡事件的

降临之后才开始的吗？在文章的最初，德里达便问

道，如何面对这“复数”（plural） ［14］的死亡（要注

意到，在“罗兰·巴特之死”这一标题中，“死亡”

就是以复数形式出现的），就好像在事实上的死亡

之前便已然有死亡事件降临于我们。在此，首先被

思考的是名字（name）。在这追思的场合，我们如

同招魂一般地不断呼唤“罗兰·巴特”这个名字，

但随着持名人的死去，他已不再能应答，亦不再能

为这名字提供担保，就好像这名字已经不再属于

他。德里达接着问：“这名字又曾属于他吗？”［15］

在他看来，名字或签名总是能够脱离其持名者（起

源）而继续留存，它在一些场合甚至比在场的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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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人更具效力。名字在它可被分离于人而存在的

时刻便内含了人的象征性死亡，在纪念保罗·德曼

的文章中，德里达便认为，当我们以其名呼唤尚活

着的某人时，我们便知他的名字能在他死后继续存

在，并已经如是存在着，每当名字被用以命名或呼

唤时，每当名字被写入名册、户籍或作为签名被写

下时，它都诉说着并标记着持名人的死亡 ［16］。这

便是为何“名字使得死亡之复数化（plurality）成

为可能”［17］。而哀悼与名字正共享着相似的结构，

它同样复数化了死亡。当哀悼者以自身的全部忠

诚，渴望重新在语言之中将已逝他者呼唤至在场，

以抵抗这不可抵抗的死亡之时，他在进行的始终还

是一种以内化他者为基础的、从己出发的再现和再

建构，这个再现与再建构在其发挥效力之时便如同

签名一般地抹去了自身的起源。而这个将他者纳入

自我同一之中的进程，实为我们习以为常的认识范

式之一，它在哀悼之中有如症状般被显示出来，但

实际上并不须等待事实上的死亡才开启其进程。死

者在死去之前便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名字，而他亦在

死去之前便已经开始被人哀悼。德里达提醒我们：

“在那绝对的被称为死亡的事件之前，内在化（将

他者内化于我，于你，于我们）便已然开始了其

运作。”［18］我们终将发现这在我们身上铭刻下的罗

兰·巴特在他死去之前其实便早已存在，哀悼其实

正始于这个将他人内化于己身的运作。

成为问题的恰是这内在化的运作。自弗洛依德

以来，记忆与内在化便成为了哀悼运作的正常方

式。但在德里达看来，这一运作是“一种理想的

内在化行动，将他者的身体与声音、面容与肌体

吸纳或收编入自身之内，在想象中或在事实上吞

噬掉他”［19］。在《哀悼与忧郁症》（“Mourning and 

Melancholia”）中，弗洛依德从精神分析的角度阐

说了哀悼与忧郁症的运作方式，在他看来，哀悼与

忧郁症皆意味着主体认同于某个丧失的对象并将之

结合进他的自我，这伴随着巨大的精神苦痛，人将

会暂时失去对外部世界的兴趣与爱上一个新对象的

能力。两者的区别在于，哀悼者能够清楚意识到这

丧失并进而割断与逝去他者的牵绊，这一过程使得

人能撤回投注于那丧失对象的力比多，并让它转而

投注于新的客体。在弗洛依德眼里，哀悼之中有着

对丧失的自觉意识，它是一种“决定”与力比多的

重新整合。但忧郁症与此不同，忧郁症患者不能清

晰地意识到这丧失（即对丧失的究竟是什么或对

丧失本身缺乏清晰的意识），于是对丧失的痛苦便

转向自身，自由的力比多并未流向另一个对象，而

是撤回到自我。忧郁症患者用被放弃的对象来建构

自我之认同，对象的丧失便成为自我的丧失，这通

常具体表现为强烈的自我贬低。在弗洛依德的阐释

里，我们再次遇到了哀悼的悖论性处境，它同时是

一种忠诚和不忠：忠诚，因为它生发于与一已死他

者的牵绊与留住这已死他者的愿望；不忠，因为它

是一个在他者死后继续活着并决意要将这他者抛在

身后的决定。尽管弗洛依德认识到人们对放弃一种

力比多立场的抗拒，但他自己亦承认，这个对哀悼

进程的阐说仍无法解释为什么人在放弃持守那丧失

之物时会如此痛苦。其原因或许在于，当阐说哀悼

的成功运作时，弗洛伊德仍将自我的同一视为一种

更健康更可取的状态，这暗示着主体不仅超然于他

者，还超然于与他者的联系，不论过程如何，他最

终能安全地撤回其力比多投注，而另一方面，隐含

的阶级性又让他者成为对主体而言的客体，这使得

曾有所牵绊者能够被新的客体所替代。于是哀悼

者便总能在丧失的苦痛之后健康回归。但这未免

太过理想化，牵绊之中的记忆灌注使之具有独一

性，切断与他者的联系更像是会带来强烈内在冲突

的自我更新，人在这过程中无可避免地发生了改

变，将不会有什么无拘无束的自我从哀悼的过程

中出现，毕竟记忆和丧失将永远伴随 ［20］。无论哀

悼者如何努力地抹掉过去，他都将被这超出自身

控制的过去所纠缠。而德里达所关注的正是这永

远的“纠缠”，在他看来，精神分析对哀悼的解释

尽管精妙，但仍未彻底投入哀悼所固有的悖论之

中 ［21］。而所谓成功的哀悼，则更像是以内在化的

合并（incorporation）为方式进行的失忆：“在成功

的哀悼中，我与那已死之人合并，我将他同化于我

自身，我使我自己接受死亡，同时也因此拒绝了

死亡，拒绝了死去他者的他异性，并且拒绝了作

为他异性的死亡。”［22］这种拒绝实际上亦是抹除他

者，因而即刻成为一种不忠：“如果我将他者内化

于我就像我的一部分，并因此也是我通过一个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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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哀悼运作‘自恋化（narcissize）’了这他者的死

亡，那么我便是抹除了这他者，我降格了或消解了

他的死。”［23］在德里达眼里，并不存在弗洛依德所

谓“成功”的哀悼，他者与死亡永远保持着自身的

绝对异质性，这以融合的方式进行的内在化终将失

败。当罗兰·巴特活着时，“他并不能被化约为我

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所能思考、相信、知悉以及回

忆的他”，在他死后，这种化简亦不能成功，只是

这个“内在化的幻觉可能变得更大并且更小” ［24］。

之所以更大，是因为这内在化总以死亡作为自身之

完成的契机（罗兰·巴特再也无法站出为自己证明

了）；之所以更小，是由于我们终究无法因他者在

我们身上活着从而以之置换这他者的绝对死亡。对

德里达来说，正是这永远无法成功的内在化才有了

“真正的哀悼”的可能。在《多义的记忆》里，这

种他者伦理以哀悼之悖论得到了再次表述，首先

是“成功遭到失败”（La réussite échoue）：“忠诚的

内在化使他者内在于我并在我（我们）身上重新建

构他……这时他者似乎不再成为他者，因为我们哀

悼他，将他包孕于我们，就像一个未出生的孩子”；

反之，“失败获得成功” （L’échec réussit）：“内在化

的流产乃是尊重他者之为他者，一种温和的拒绝，

一个弃权的举动，让他者保持自身独立，让他留在

外部，与死亡为伴，在我们之外。”［25］

在言说着彼此的“将他者作为他者”与自我

的有限性之中，我们发现为他人而哀其实亦是为

自 己 而 哀。 罗 兰· 巴 特 在《 明 室 》 中 以“ 不 合

格”（unqualifiable）一词来形容母亲逝世后的自

己，就好像母亲死后自己的生命已不能再称之为

“生”命，就好像自己也已接近于死亡一般，失去

了生命的来处、失去了名字（命名人）、失去了自

我身份的锚定点，再也无法自洽其身 ［26］。原本外

在于自我活生生在场的增补痕迹借着死亡显出了

自身的不可或缺性。这“不合格”恰与德里达在

纪念德曼时所说的“可怕的孤独”形成共鸣。“孤

独”在他者死去时铭刻在我或我们身上，它“构

成了‘我’‘我们’‘我们之间’‘主体性’‘主体

间性’‘记忆’等自我关系”［27］，正是死者建构

了“哀悼中的我”这一身份。与哀悼在死亡之前

便已开始一样，这个借他者方能自我言说的关系

结构乃是以死亡为契机被揭示的，但并不是在死

亡之中才存在。德里达将之总结为：“‘一个灵魂

（psyché）’——来自他者。”［28］德里达数次提醒我

们，psyché 在法语中同时也意为镜子［29］，就好像

我们需要外在假借方能确定自身个体身份，他者在

此便是这一外在假借，就是这致命的增补。对自我

之有限性的思考，让我们感受到自身的匮乏与必

死性。在《声音与现象》中，德里达便曾将“死

亡”当做现象学所隐含的当下在场自我的反面。而

在哀悼的场合里，当他人在死之中以一种不在场和

绝对的差异（又是一种“延异”）诉说着自身的绝

对他性时，内在化的失败导向了一种自我的有限性

之思；另一方面，他人终有一死，哀悼者亦终有一

死，为他人之死而哀亦有如被提醒这必死性，提

前感受这终将降临于自身的死，在这哀悼的场合，

我们终于发现自己乃是在哀悼自己。死亡成为一

种先在的未来，他者之死与我们的必死性不可分

割，“当它从另一侧降临于我们时也处在我们的一

侧”［30］。 

一方面是我们哀悼着他人，另一方面是我们亦

自我哀悼着，这困境中的不可能的哀悼便向我们显

示了其意义所在，德里达总结道：“葬礼致辞在其

古老形式中仍有好的一面，尤其是它允许人们直接

向死者发出呼唤……这夸张的修辞至少指出，我们

不应再困居于自我守持……必须撕开面纱去面对他

者。”［31］这对他者的伦理开放了一种未来，在这未

来之中，我之绝对个体性正能够借着他者之绝对他

性来予以言说。尊重他者之他性，亦即承认绝对的

差异与异质性，他者的绝对不可内化亦保证了作为

另一个个体的我不可为他人内化。在这他者的无限

差异中，我们得以言说一种真正的个体性。当哀悼

为我们揭示出上文所述的全部结论时，它并不特指

某种独特场合，而是上升为一种人生存于世的方

式，用德里达的话来说，即“我哀悼故我在”［32］。

二 摄影里的死亡与幽灵

在思索哀悼场景时，德里达又以巴特的第一本

著作《写作的零度》（Writing Degree Zero）和最后

一本著作《明室》为主要阅读对象，尤其侧重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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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这不仅因为《明室》在出版后不久便戏剧性地

发生了其作者的意外死亡，更因为在这本以摄影为

主要讨论对象的理论随笔式著作中，巴特所思考的

恰好是摄影中的“死亡”与“死者回归”。“死亡”

和死者之幽灵寓居于影像之中，关乎巴特所探求的

摄影的一般本质，更关乎巴特对自己母亲的哀悼，

亦是巴特对自身那将来之死的哀悼。尽管德里达希

望还他者以发言权并借巴特之哀悼来哀悼巴特，尽

管《明室》之中处处是哀悼痕迹，他仍将重心从

看视着的“我”转向凝视着我的“他”，摄影亦由

此彻底投入那哀悼的宿命之中：作为一种指涉性

（referential）痕迹，当摄影以超越其他媒介的忠诚

保留下那指涉物（referent）曾经存在的痕迹之时，

又在同一瞬间声明了指涉物的不再在场，它正如哀

悼中的他者般隔着死亡深渊抬眼看人，而巴特所论

“刺点”（punctum）之遭遇，则既是这独一他者将

其自身传达于我，又是那生命中普遍的幽灵维度被

铭刻于我身，因此我们在摄影中所经验的，乃是他

者之死与自身未来必有之死。考虑到德里达曾表示

《明室》的结论对他来说是必须的［33］，在此不妨让

我们以巴特的《明室》为导引，再细察德里达对之

进行的阐释。

《明室》并非巴特讨论摄影的唯一作品，早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巴特便曾写下《摄影信息》

（“Le message photographique”）与《影像的修辞学》

（“Rhétorique de l’image”）。这两篇论文仍在结构

主义符号学的总体框架之内，前者侧重摄影的拟真

特质所带来的类比性（analogue），此类比性使得

照片成为一种“无编码的信息”；后者进而注意到

了影像中意义的生产性，这种生产性使得照片中

意义的传达不再是简单的符码与信息的同位对应，

而更具有一种不透明性，即便是指向清晰的广告

摄影也可支持多种读解，由此导致影像的复义性。

在《明室》里，巴特进一步跳出这种二元观念和

结构主义态度，以“刺点”（punctum）和“知面”

（stadium）的协同来强调影像中意义的能产性，以

“这个存在过”作为摄影影像的本质，其用意是要

使影像不再单纯被视为信息和意义的载体，并在此

基础上深究其内在固有结构所揭示的摄影本质与主

体间性。而无论是巴特还是德里达对摄影的阐释，

皆反映出摄影的某种中间处境：它自诞生之初就游

走于独一与普遍、再现和表现的中间地带。一方面

照片作为某事物的光的刻痕总使得摄影被直接联系

于某种真实之再现，这在为摄影迅速地找到一个位

置的同时也使之时常被降格为一种纯被动的、客观

的、可被机械复制的记录；而另一方面，摄影又像

是拥有一种有别于纯然再现的独特语法，那按下快

门的瞬间独一无二的摄影事件不可复现，它在将世

界切割为整齐的时空断片的同时，又拥有取代现实

或建构另一种别样现实的能力，但同时，因为照片

与被摄物斩不断的关联，所有的再建构终须不断地

回溯那已不在场的被摄之物。关于被摄物的在场 /

不在场之悖论始终纠缠着摄影。

正是这种在场 / 不在场的悖论与张力引导我们

去思考摄影中的“死亡”。在《明室》里，巴特以

“成为幽灵”［34］来形容自己作为模特被拍摄的经

历。他发现自己在面对镜头时被变成了另一个人，

他“提前成了影像”，其身份意识被“扭曲了、分

裂了”，在快门按下的一刻，巴特感到自己是个正

在变成客体的主体，这种转变即是他所说的“微观

的死亡经验”，于是，在自己的照片里，他看到的

是“死亡”，“死亡是那张照片的本质（eidos）” ［35］。

拍摄时，主体裂变为在场之主体和被看视、被记录

的客体。记录完成后，被摄下的照片又可脱离被摄

者而存在。照片中的被摄对象不再活生生地在场，

取而代之站出来的则是被记录之“形象”，这个形

象诉说着被摄者之不在场（一种象征性的死亡）。

某种幽灵徘徊于其间，被摄者既立于照片之中，又

因为照片而退入不在场。巴特所分享的这一裂变经

验，或许已经触及吕克·南希在谈论自画 像时所说

的与自身中的他者的关系及与作为他者的自身的关

系，但我们还需意识到的是，巴特所谈论的死亡其

实并不止于人像摄影，它在被摄对象是物或景时也

同样发生着。这些被摄物和人一样在镜头前以不容

置疑的姿态出现过，但又迅速被分离，照片站出，

它们被悬置起来进入不在场之中，这也是一种隐喻

的死亡，某种有别于纯粹再现的他性已内在于摄影

之中。于是，观看照片便如同去经验这种死亡，而

这和哀悼之中所发生的相同。

但摄影之中的死并非单纯地以影像替代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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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在照片之中似乎总有些东西一直执拗地待在那

里。巴特在《明室》中着重谈论了照片之中的两个

要素。其一是“知面”，它作为“某种一般性的精

神投入”与包括历史、政治在内的文化要素相协

同。这一方面是指照片作为对现实的再现所传达的

信息，另一方面是指观者在文化、道德影响下的观

看反应，它有律可循，如同一种文化上的契约 ［36］。

而更重要的则是“刺点”，它“搅乱”了知面，其

拉丁文本义是“针眼、小孔、污点、伤口”，它

“从照片上的场景里像箭一样射出来，射中了我”，

它是“一种偶然的东西，正是照片上的这种偶然

的东西刺伤了我” ［37］。对刺点的讨论和引申构成了

《明室》的主体，巴特在此书的前半部分，曾用孩

童尸骸前哭泣的母亲手上的白色单子、微笑的小男

孩的一口坏牙、查拉（Tzara）不协调的大手等为

例，予以说明。简而言之，刺点指的是一些游离于

摄影师意图的细节或局部，这些细节为我们提供了

一次“奇遇”（adventure），使得我们在观看时被拉

扯着穿透了照片的再现表层而去往画面之外。相对

于知面之“知”，刺点显然更诉诸直觉，且与“知

面”作为一般性的精神投入相比，刺点包含更强大

的情感与精神介入，在普遍意义上的信息和知识收

获之外，观者因为画面上的某些东西被投入无意识

之中，它更多涉及观者作为具体个人的个体特质。

就此而言，巴特赋予“刺点”的内涵或许首先在于

它是针对那独一观者而言的刺痛之点，其意义不仅

在于影像在其再现层之外为观者所敞开的想象空间

或无意识空间，亦不仅是再次重提“作者之死”这

一话题，当刺点为我们制造一种创伤体验时，它还

诉说着一种独一无二的遭遇关系。这个独一遭遇活

化了照片的表达，观者不再能单纯地将照片仅仅作

为“形”像或“影”像，不再能将之单纯看作被编

码好了的一系列信息。因此，在遭遇刺点时，我们

发现自己似乎难以悬置影像的指涉物，尽管它在照

片站出之时就已不在场，被冰封在照片的时间中。

由此我们来到了照片作为某种曾经在镜头前存

在的东西所留下之痕迹的时间维度。在《明室》的

后半部分，巴特以一种哀悼的心情翻阅新逝母亲生

前的照片，但失望地发现自己仅能在其中“辨认”

出她，而不能重新发现她。最后则是那张著名的

“温室庭园照片”，年仅五岁的母亲在照片中“既

不隐藏自己，也不展示自己”，巴特终于狂喜一般

地在这里“重新发现”了母亲［38］。这张照片在样

貌上与巴特记忆中的母亲并不相像，但又完全吻

合巴特对母亲的印象。它并不是一个刻板的母亲印

象，不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母亲（Mother），而仅

是巴特所要找寻的，那关乎巴特自己的个体生命经

验（“灵魂”）的一位母亲（a mother）。在这母亲的

归来之中，我们到达了巴特对摄影之真谛的结论：

“这个曾存在过（That-has-been）。”［39］在巴特看

来，照片乃是“被摄对象身上散发出来的放射物”，

那个在镜头前存在的事物通过影像触及作为观者的

“我”，如同“一颗星发出的光经历延迟后触及我”，

在镜头两端总有一种脐带般的联系 ［40］。照片似乎

总与被摄物保持着血源联系，这使得它能够成为被

摄物存在的证明。但它既是在场的证明也是不在场

的证明，因为曝光瞬间的时间差使得所有照片的时

间都与那镜头前的刹那有着延迟，并且当照片被摄

下后，它又从时间连续的线条中被取下，被固化为

一个凝滞的过去。于是在诉说观看这张照片的经历

后，巴特发现还有着另一种刺点，它是“强度”，

也是“时间”：在这独一的遭遇之中，我们既发现

了那寻求对象存在的明证，又发现自己与这对象有

着永远的时间间隔，毕竟被摄物之“曾存”又同时

意味着它之不存。刺点不仅是摄影真谛的显现，更

是这真谛“令人心碎”的显现 ［41］。

这个关于摄影本质的结论无疑带着忧郁与悖

论。巴特肯定被摄者在照片中“执拗”存在的同

时，也不得不承认它已然被“分离”与“延宕”

（deferred）［42］。刺点便如同一种不可能的遭遇，但

这不可能性又开放了可能性：其强度有时会提升到

诱发幻觉的程度，它在一并昭明“曾在”之中隐含

的“在”与“不再在”时又将之混同，观者亦因此

“疯狂”地投入到照片之中去拥抱那已死者或将死

者。而另一方面，巴特自身的论述和德里达对巴特

的读解都不断强调了刺点与知面的共生关系，两者

并非二元对立式的相互排除，它们各有侧重，在彼

此协调时共同运作。巴特在描述刺点与知面的关系

时用了“scander”［43］一词，该词意为“标出格律，

划分（诗的）音步”，就好像刺点使得单纯作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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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的知面具有诗一般的丰富内涵，知面诉诸照片之

中带着普遍性的信息传达，刺点则为人与图像的独

一遭遇开放可能性。于是摄影中的困境亦开启了一

种新的可能性、一种乌托邦，照片的意义既非单纯

机械地复现现实，亦非在建构另一种现实时沦为摄

影师的意志或意识形态重塑与操纵现实的工具，它

为一种个体间独一的遭遇经验敞开大门。照片之为

“曾存”既有着一种“爱的痛苦”，同时也是摄影

难以被驯化的“疯狂”  ［44］。

德里达表示自己同意巴特的结论，但又在对

《明室》的读解中并不掩饰他对阐释重心的移置。

在《明室》里，巴特以“自由无拘的现象学”［45］

为指引，冀求乌托邦式的与照片背后“那爱恋的客

体，那欲望的身体”［46］重新相遇；德里达则将出

发点从这观看着的“我”转向了抬眼看人的“他”，

并更加强调摄影指涉物如哀悼中的他者一般的幽灵

本质。同样以刺点为分析引导，德里达注意到，当

刺点作为那对观者而言的独一点时，它其实必然是

那早已存在于画面上的点，这也如巴特所说，它从

画面的场景中升起并刺中了观者 ［47］。当照片作为

曾存物的痕迹攫住作为观者的我，正是那被摄物在

我眼前显现，但它又是以一种不在场的方式显现自

身，在显现之时又当即被凝固在过去的时光之中。

摄影中的指涉物因照片而死去，又因照片与观者的

遭遇而归来，这正显示出其幽灵维度。由此德里达

发现，尽管巴特坚持照片与指涉物的共生，但《明

室》所揭示的照片的时间结构恰能提供悬置指涉物

的可能，毕竟照片中指涉物正在其差异与延宕中永

远与我们相隔。悬置在此并不是要将指涉物予以排

除，而是以悬置方式使之免于任何被建构的可能，

同时又保留下与它的关联，让它在一种绝对的差异

与延宕之中与我们遭遇。而这也使得摄影之中的指

涉物正如哀悼中的他者，一方面他已绝对地、非辩

证地死去，无法再被带到在场，另一方面又隔着死

亡深渊回以凝视，指引着我们的哀悼。由此，德里

达这样定义刺点：“那绝对独一的他者将其自身传

达于我。”［48］反过来，这也是刺点之所以刺痛观者

的原因：照片背后并无一可触的身体，只有死亡赤

裸裸地呈现。更进一步，德里达不满于传统哲学与

理论体系总要在“在场和不在场”、“揭示自身与隐

藏自身”［49］之间抉择，他拒绝在指涉物与指涉行

为中做出抉择，而是用“指涉性”（referential）一

词将两者结合，避免将指涉物作为一个先在于指涉

结构的独立的被建构的客体，同时又保留下指涉行

为中的独特结构：“我选择指涉性一词……因为那

照片上铭刻下的，与其说是指涉物本身（其现实的

有效在场），倒不如说是指涉行为之中暗含的独一

之曾存。”［50］

但这“独一”同时也有着普遍，“曾存”者

亦能将我们带向未来。德里达对巴特所作阐释

的另一重点在于刺点的“转喻”（metonymy）特

质，在他看来，这转喻乃是刺点与照片之力量的

说明。正是转喻的运作丰富了照片中的所有表达，

它不似隐喻虽潜在但总是要回到本体之中与之同

一，它悬置起一种天真的指涉物观念又保留了指

涉的结构，而在时间层面上，它又能将我们从一

个瞬间带到另一个瞬间。在这里“转喻”来源于

修辞学又超出修辞学，它关乎整体与部分、独一

与普遍之关系以及照片中的时间。“转喻”一词

亦曾在《明室》里出现过，巴特用它来形容刺点

的“扩展力量”［51］，即照片中的局部细节在刺点

的情感投注之中替代了整个画面并蔓延出画面之

外。德里达并未将转喻的作用局限于整体和部分

的关联，他所重视的首先是刺点的“增补”特质。

巴特不断强调刺点是本就在照片上的东西，而又

是观者所补充上去的。这意味着刺点就在每一张

照片的平面之中，但在未经观者触发之时又无迹

可寻；当刺点被激活时，它所昭明的摄影之本质

（有什么曾在镜头前存在过）又使得照片的存在成

为可能。在此基础上，知面与刺点协同运作，互

为彼此的增补，而非对立，刺点之中的独一遭遇

并不以抽空知面的一般认识为前提。这提供了一

种既独一又普遍的可能性：刺点导向独一遭遇，

同时保留下来的指涉结构又见于所有的照片。当

我们遭遇刺点，既是那独一的他者将自身传达于

我，又是那普遍被铭刻在照片之中的生命的幽灵

维度回返至我。时间也是一个关乎刺点的替换性

（substitutive）力量的转喻［52］，刺点总能将照片中

的瞬间带到另一个瞬间（但并不是如传统转喻般

将瞬间转喻为整体的时间）。在德里达看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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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中的时间机制有着自身“残酷的语法”［53］，即

“先过去时”（past anterior）与“先未来时”（future 

anterior），一个前在的过去与前在的未来，照片总

在那事实上的死亡之前（不管这死亡是否已经发

生）便以其对生存的幽灵维度的揭示预示了死之

可能性，它使一个未发生的死提前降临于被摄者

与观者。照片在此正如哀悼般复数化了死亡。德

里达引述了巴特观看刘易斯·佩恩（Lewis Payne）

的照片时的经历。照片摄于此人因企图行刺当时

美国国务卿而即将被绞首前，巴特所见知面为照

片构图和照片中男孩的面庞，而触动他的刺点在

于：“他将死去”［54］。这个未来的死不仅浮现在这

张死刑犯人的照片里，巴特在母亲的照片中所看

到的亦如是（“她将死去”［55］）。这里所发生的未

来之死既是个人之死，亦是结构性的死亡。照片

总能脱离照片上的人或物而被复制，这个幸存结

构总是预示了被摄者身上必存的死之可能性。而

他者之终有一死亦如我之终有一死，对必死性的

言说亦会回返到观者身上，于是我们可以听见巴

特说：“在这第一个死亡之后，我的死亡也被铭刻

下来”［56］。经由这两方面的阐释，德里达其实亦

将摄影引向了一种“疯狂”的命运：当指涉物可

被悬置起来时，当它可以勾连哀悼之中的他者时，

当刺点的转喻保证了一种独一又普遍的遭遇并扰

乱了时间时，照片作为一种“证明”所证明的，

正是一种普遍被铭刻于生命之中的本质性的延异，

而这种普遍性又是在与独一的他者遭遇时得以显

明。由此巴特所论的“曾存在”之“在”里所残

留的对在场的眷恋亦被消解了。

在以转喻对刺点进行阐说时，德里达不断地将

我们带回到“温室庭园照片”。在他看来，这张照

片恰是《明室》的核心，它乃是“整本书的不可见

刺点”［57］，并使得全书成为了一个不可替代的事

件。我们知道巴特是在这张照片中达到对摄影“真

谛”的理解的，而正是刺点的转喻作用确保了这独

一事件的普遍性，使之成为运思照片本质的一种

“准 - 工具”［58］。“温室庭园照片”无疑是一张独

一的照片，但它又在与巴特的遭遇中诱发了某种普

遍存在于摄影影像中的潜在结构，巴特借之思考照

片的本质。它亦是《明室》全书的一个部分，由它

所诱发的思考导向了这篇摄影研究的最终结论，并

因此统摄全书。此外，它也是刺点在时间上的转喻

能量的说明。在母亲的照片里，巴特想到的是母亲

的死和自己在母亲逝世后“不合格”的生命（也即

自己的死）。这个死亡统摄了全书的忧郁笔触，《明

室》的摄影研究如同其知面，而这带着追忆的哀悼

则如同刺点，它越过巴特所讲述的关于摄影的“知

识”，同时又传达一份独一的哀悼之情。在巴特眼

里，温室庭园中的母亲并未展示自己也未掩饰自

己，而他自己在书中，亦既不展示（他并未展示这

张照片）也不隐藏这张照片（毕竟他花费如此多篇

幅谈论了它）。用巴特与德里达都认同并援引的布

朗肖的话来说，其意义乃在于它“作为在场的缺

席”（absence-as-presence）［59］。

此处照片所承载的忧郁，其实正与哀悼相同。

照片成为曾存的痕迹，而哀悼亦是向某个曾存的他

者呼告（尽管这之中的死亡有时不是事实上的或理

想化的，但总是结构性的）。知面中的刺点则是这

呼告的方式，在一种情感的投注之中，我们遭遇他

者，这个他者已然隐没入过去的时间，但又幽灵般

地归来，它似乎活在了我身上，但又在我之外，在

死亡之中，我们可以言说的是（再次）遭遇而非

（再次）占有。紧接着便是触摸某种有限性和必死

性，以他者之死来思我们之死。当巴特以母亲的生

命来思自己的生命之时，当哀悼者以死者的生命

来思自己的生命时，一种崭新的我—他关系得以开

启。在德里达看来，照片之中发生的正是那“来自

他者（指涉物）的某个部分在我的身上或在我之前

找到了自身，但同时也是已然在我的身上就像我的

一部分”［60］。这一“我—他”关系在同样充满致

哀之情的《论触感》里被德里达表述为“se toucher 

t  oi（touching oneself touching the other）”［61］， 是 触

摸自己对他者的触摸，亦是通过触摸他者来最终触

及自身。因此，哀悼和摄影一道构筑的乌托邦允许

人们说“我死了” （I am dead）。德里达在悼文的最

后提及这一句子，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悖论性的，句

中的“我”作为一个指涉行为指向一个独一的指

涉物“我”，这个“我”又如何能说“我”已经死

了？毕竟如果“我”真的已死，那么死亡将会剥夺

人说话的可能性。但刺点一般的转喻力量能够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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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带向未来，带向对我们的有限性和必死性的言

说。在摄影与哀悼之中，与我们照面的乃是我们自

己的幽灵。

结 语

“死亡”几乎出现在德里达所有以摄影为主

题的讨论里，在看筱山纪信镜头下的女性时，德

里达首先发现的便是“她正死去，衣着婚纱而殉

葬”［62］。在讨论摄影师博诺姆（Bonhomme）所拍

下的雅典废墟照片时，他看到的也相似：“在沉默

之中，它们每一件都象征着死亡，每一件，都召回

一个业已发生的死亡。”［63］在德里达笔下，似乎所

有照片被拍下时都如同一份遗嘱。但这摄影之中

的“死亡”并不仅仅是因为照片可“无我而在”这

一特点，更是因为照片中独特的时间结构与在场 /

不在场之悖论表明一种延异本质性地存在于我们的

生存经验之中。这一维度动摇了时间的连续性和在

场的神话，同时又召唤着我们在觉知自身有限性时

感知那既出现又不断隐匿的他者。而德里达所谓的

“哀悼”，亦是以死为契机再思自我的有限性并迎

来他者。这对他者的敞开，其实正是德里达一直以

来所从事的解构事业的最终筹划，在一次访谈中，

他开诚布公地说：“解构主义本身便是对一种他性

与异质性的热诚回应……它不是在虚无主义中困地

自守，而是面向他者的敞开。”［64］在德里达看来，

他者是真实而绝对的，不可归约，不能同化，永远

无法被纳入同一之中，它与我们在绝对的差异之中

共在，承认他者之绝对他性正如肯定个体之绝对个

体性，最终我们乃是借着这他者来言说“我”或

“我们”。

在 1990 年的一则访谈中，德里达再次谈及

哀悼中他者之他性，他强调道：“如若人们想要在

解构之后重建主体概念，那么他必须将此纳入考

量。”［65］主体问题一直是西方哲学的核心议题之

一，在传统观念中，它常常被当做一个自足自主的

在者。当这种在场自足的主体成为认识的源泉与整

合的核心，它又与同一化的观念相合，将差异者贬

低放逐或同化吞食，同时源源不断地为内在化与再

现范式提供资源和动力。而这一传统正是德里达所

致力于对抗的对象，他以对生存中本质性的延异的

揭示来拆解在场，又通过对他者位置的重申来破坏

同一并指明主体的被建构本质。我们可以发现，无

论是在哀悼还是在摄影中，主体都不得不去面对自

身的有限性并最终借助他者来锚定自身。然而这一

对他者的定位又使得他者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准

形而上的意义核心。虽然德里达希望通过强调每一

个他者皆是整全他者来让他异性、差异性、个体性

三者互相言说，但这种激进的主体间性或许仍是一

种盲目与洞见的混合体。例如在一次访谈中，刺点

中的“我—他”遭遇便被德里达化为一种与死亡面

具的遭遇，我们在照片前，就如同哈姆雷特站在其

父亲的鬼魂前，面甲使得我们无法看到他而他却看

着我们，于是我们只能在其言语与命令中战栗并铭

记自身责任 ［66］。而当摄影成为见证他者与他性的

又一个场合时，它成为了德里达笔下的另一种“书

写”。在《罗兰·巴特之死》中，他便在解析刺点

的转喻作用之时说，“人们能在所有的符号身上谈

论刺点”［67］。在 1992 年的一篇关于摄影的访谈里，

德里达再次肯定了巴特对摄影所做的结论，但又

认为这个结论“并非专属于摄影”，并且“任何原

初的痕迹都即刻被分离，作为一种档案（archive），

它保留着它的自身的指涉行为，一份原初的手稿和

信件亦如是”［68］。德里达并非没有注意到摄影的

化学过程与技术特质，只是在他看来，这种机械中

介既新又老，毕竟中介性的经验早在摄影诞生之前

就普遍存在于各种指涉性符号甚至普遍意义上的感

官之中。这或许是他与巴特的又一个不同之处。

最后，让我们再次回到哀悼与他者。1989 年，

德里达受卢浮宫之邀策划了一个名为“盲者的记

忆：自画像及其他的废墟”（Memoirs of the Blind: 
Self-Portrait and Other Ruins）的展览，这个展览从

图示性再现中必有的盲目出发，进而将这个不可见

的他性导向他者。作为导览的同名著作有着《明

室》一般的自传色彩，德里达在此多次提及自己的

个人经历，其中亦包括他对其时正病重的母亲的

看护。在这次展出中，德里达为陈列出的所有作品

都写下了详尽的说明，但唯有费里西安·洛普斯

（Felicien Rops）的《戴夹鼻眼镜的女人》（Woman 
with Pince-nez）例外，它的评论框中什么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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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论者认为，这是因为这幅画让德里达想起了自己

的母亲，它之于《盲者的记忆》正如“温室庭园照

片”之于《明室》，德里达和巴特一样以“既不隐

藏，也不展示”的方式诉说了自己的哀悼 ［69］。虽

然这个观点并未得到德里达本人的证实，但《盲者

的记忆》依然表明，对他者的伦理足够成为一份献

给他者的礼物。《罗兰·巴特之死》亦如是，在此

发生的，是以他者之伦理回赠那曾给予我们馈赠的

他者，而那独一的记忆与哀思则献给那独一的他

者，两者如同知面与刺点，这两者的关系，用巴特

的话来说，是“古典奏鸣曲式的”［70］。

［1］雅克·德里达：《最后的谈话：〈我向我自己开战〉》，雅

克·德里达：《解构与思想的未来》，杜小真、胡继华等译，

夏可君校，第 12 页，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

［2］《 罗 兰· 巴 特 之 死 》（“Les Morts de Roland Barthes”），

1981 年首刊于《诗学》（Poétique）第 47 期，1987 年被收

入《精神：发明他者》（Psyché: Inventions de l’autre）。英

译 本 首 刊 于《 大 陆 哲 学 》（Continental Philosophy）1987

年第 1 期。此处引文主要依据《哀悼之作》所收录的版

本， 参 见 Jacques Derrida, “The Deaths of Roland Barthes”, 

trans. by Pascale-Anne Brault and Michael Naas, in The Work 

of Mourning, ed.by Pascale-Anne Brault and Michael Naa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pp.31-67。

［3］［26］［34］［35］［36］［37］［38］［39］［40］［41］

［42］［44］［45］［46］［47］［51］［54］［55］［56］［70］

Roland Barthes, Camera Lucida: Refl ections on Photography, 

trans. By Richard Howard,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1, p.9, 

p.75, p.14, pp.14-15, p.26, pp.26-27, pp.67-70, p.77, pp.80-81, 

pp.95-96, p.77, pp.115-117, p.8, p.7, p.26, p.45, p.96, p.96, p.93, 

p.27.

［4］德里达对摄影的讨论可追溯至其早期作品集《书写与

差异》（Writing and Difference）中收录的《弗洛依德与书

写舞台》（“Freud and the Scene of Writing”）一文，但此文

所讨论的对象仍聚焦于弗洛依德及其所谓“书写”，摄影

仅在其作为与弗洛伊德所谓“魔术板”之对照时提及。到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德里达写下了一系列讨论摄影的作

品：1981 年发表文章《罗兰·巴特之死》；1985 年的著作

《检视的权力》（Droit de Regards）讨论了普利萨特（Marie-

Françoise Plissart）的摄影作品；2010 年的《副本，文档，

签名》（Copy, Archive, Signature）收录了一则来自 1992 年

的以摄影为主要谈论对象的长篇访谈；1992 年德里达受邀

与斯蒂格勒进行了一次电视访谈，内容涉及摄影、电视、

电影等诸多媒介，后收录于 1996 年出版的《电视超声波》

（Echographies de la television. Entretiens fi lmés）一书；1993

年的《解 - 蔽》（“Al theia”）一文则讨论了日本摄影师筱山

纪信一系列照片；1996 年的《雅典，仍然留存》（Demeure, 

Athènes）讨论法国摄影师让 - 佛朗索瓦·博诺姆（Jean-

François Bonhomme）所拍摄的雅典照片；摄影师布雷内

（Frédéric Brenner）出版于 2003 年的两卷本影集《流散》

（Diaspora）则收录了德里达对书中照片进行的讨论。

［5］［6］［10］［11］［13］［14］［15］［17］［18］［24］

［28］［31］［48］［49］［50］［52］［53］［57］［58］［59］

［60］［67］Jacques Derrida, “The Deaths of Roland Barthes”, 

trans. by Pascale-Anne Brault and Michael Naas, in The Work 

of Mourning, ed. by Pascale-Anne Brault and Michael Naas, 

pp.34-35, p.35, p.35, p.45, p.44, p.34, p.45, p.46, p.46, p.47, 

p.47, p.52, p.39, p.48, p.57, p.60, p.60, p.43, p.58, p.48, p.54, 

p.61.

［7］  Jacques Derrida, On Touching—Jean-Luc Nancy, trans. by 

Christine Irizarr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17.

［8］［16］［19］［25］［27］［30］Jacques Derrida, Memoires: 

for Paul de Man, trans. by Cecile Lindsay, Jonathan Culler, 

Eduardo Cadava, and Peggy Kamuf,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p.19, p.49, p.34, p.35, p.33, p.39.

［9］雅克·德里达：《永别了，勒维纳斯》，雅克·德里达：

《解构与思想的未来》，杜小真、胡继华等译，夏可君校，

第 24 页。

［12］［21］Derrida, “Dialanguages”, in Points…, ed. by E. 

Weber, trans. by Peggy Kamuf and other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52, p.152.

［20］关于弗洛伊德论哀悼时所假设的超然于他者的自我的

讨论，更多可参见 Martin Hagglund, Dying for Time: Proust, 

Woolf, Nabokov,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115-135。杰西卡·本杰明亦指出，弗洛依德所谓正常

的哀悼其实是又一次将与他者相分离作为人类发展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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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ds of Love: Psychoanalysis, Feminism, and the Problem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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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ination, New York: Patheon Books, 1988, pp.169-181。

［22］Derrida,  For What Tomorrow, trans. J. For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59。 在 此 需 要 注 意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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