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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视野下《死火》的时间意向性
吴翔宇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

摘 要
鲁迅名篇《死火》的时间意识具有现代品质。“空无的时间”和“充实的时间”是
其并存的两种时间经验，它们分别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意义建构模式。
“抛入的此在时间”和“断
裂的梦幻时间”是其共有的两种现在的瞬时类型，时间经验在当下瞬时呈“空间化”的聚集和
撒播形状。从相对中看取绝对、虚无与实有的转化生成的时间“辩证性”，是其“中间物”意
识的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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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年，鲁迅就在《国民公报》“新文
艺”栏连载了一组题为《自言自语》的小散文诗，
其中第二节命名为《火的冰》，作者由火焰形如珊
瑚而想到了火焰冰结为“死火”这一奇异的意象，
并由这一奇异的意象想到了自己的热烈的激情被
压抑和冷落而消沉，就如烈火受冷结为冰冻的“死
火”一样成了“火的冰的人”。
《火的冰》可以看作
是《死火》的引子。“冰”和“火”充满张力的异
质意象，文本的时间意向意义通过异质个体的相互
作用、彼此映衬来获致。诚如厨川白村的《苦闷的
象征》所说：
“有如铁和石相击的地方就迸出火花，
奔流给磐石挡住了的地方那飞沫就现出虹彩一样，
两种的力一冲突，于是美丽的绚烂的人生万花镜，
生活的种种相就展开来了
我就想将文艺的基础
放在这一点上，解释起来看。
” 而这种时间的意
向性深嵌在鲁迅关于自我及其归宿的认识中，沉淀
在鲁迅关于个人在历史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寻
找中。在主体对客体的意向性立义和意义建构过程
中，主体“执着现在”，建构起了“中间物”的时
间意识，重新思考主体的本真命运和终极意义，这
正是《死火》时间命题的基本要义。

一、时间“经验性”的意义构成形式
人除了是一个生活于具体时空体中的有机体
外，更是一个自由的、经验性的意义主体，将时间
的知觉体验与人的生存状况相联，将联结着宇宙意
识的时间境域渗透于人的生命意识中，时间美学注
定彰显。《死火》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精神世界，时
间维度浸渍于迷离恍惚的意识流动中，它需要读者
真正沉潜到鲁迅的灵魂深处去倾听生命的声音，需
要读者调动其所有的人生经验去与之对话。
鲁迅的《死火》中并置了两种时间经验：“空
无的时间”与“充实的时间”。这两种时间经验的
区别来自于规范秩序和价值取向所衍生的意义生
成模式的不同。所谓的“空无的时间”是作为时间
形态的当下处境被完全抽空而导致个人的意义体
验全方位“退场”，由此生成了诸如孤独、迷茫、
困惑、焦虑等时间情绪。这种时间经验颇似法国学
者伊夫 瓦岱所说的“空洞的现时” ，它是一种
过渡性的时间类型，由于人的意义危机导致了过去
和未来凌驾于空洞的现时之上。“空无的时间”本
源于目的性意义（存在之“有”
）拒绝为意向性行
为提供依据。 就《死火》而论，这种“空无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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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焦虑经验主要来源于主体行为的意义背谬和

争，这种斗争无疑比不上昔日显赫一时的战士所进

死亡（时间的终结）的无法超越性。
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
“背谬性”是一个与“明
）是一
见性”相对立的概念。“背谬性”（

行的战斗那么享有盛名，但它并不比后者缺乏英雄
气概。
” 《死火》中，
“死火”在冰谷中的生命复

种对意向和拟充实之间完全争执的体验。是指一个
意向在直观中完全得不到充实。 《死火》中有两

的：“我的身上喷出一缕黑烟，上升如铁线蛇。冰
谷四面，又登时满有红焰流动，如大火聚，将我包

种意向行为的矛盾对立：如果想走出冰谷，永不结
冰，永得燃烧就会“烧完”；如果继续留在冰谷就

围。
”这也激活了“我”幼小时候酷爱列焰的记忆，
无形地拉近了“我” 与“死火” 的距离，由此，

苏来源于“我”惊醒，其复燃的场面是极为壮观

会“冻灭”。
“现时”拒绝为主体的行为提供解释和

“我”与“死火”的极境的行为选择与生命狂放的

言说的可能，这两者必居其一的两难选择无法让意
向性意义充盈。同时，死亡的阴影一直笼罩在主体

超我意志的趋同性也就不难理解了。“我要出这冰
谷 ”和“那我就不如烧完！”的行为选择是主

的意识和意向过程中。时间经验离不开对死亡的思
考与体验，正如英国学者爱德华 摩根 福斯特所
说：“出生和死亡，它们令人陌生的原因是：它们

体现时在场和自由的一种表征，获致的是一种生命

同时既是经验又不是经验，我们只能从别人口中了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人的生命是伴随着一
解。
种遗忘的经验开始，又伴随着一种虽然参与但又无
法了解的经验告终。
”
《死火》体悟到了时间
的不可超越性，死亡导致时间之“无”始终给存在
主体带来精神上的焦虑，也让意义出现了空前的危
机。这与海德格尔所说的源于时间危机感而衍生的
“烦”和“畏”
经验相通。
“畏”没有确定对象，
当其袭来，此在只感觉茫然失措。在“畏”中，周
围的一切存在都变得漠不相干，此在于心底突然升
腾起一种无家可归的孤独与无望，虚无与死亡才是
此在的家。所以在《死火》中，不管是在无不冰
冷、没有生命依托的冰谷中等死，还是走出冰谷后
的烧完、碾死，都使主体（
“我”和“死火”
）步入
绝望的“潜隐的存在领域”，也让行为意向失去当
下的存在根据和意义生成。用现象学来解释就是，
被展示的意向行为都无法被意指，因此，被意指的
行为意向也就得不到展示和认同。
个体存在的“空无的时间”焦虑是目的性实用
理性和整体精神生成的存在之“有”。在这种存在
之“有”思维的影响下，人们往往耽溺于寻找意义
的依据、意义存在的价值取向等超离于人自身本性
之外的“有”，结果却为证实的“无”所吞噬。在
《死火》中，鲁迅从意义危机和死亡阴影中还发现
了另一种时间经验：
“充实的时间”。它是一种激活
了生命空间的时间体悟，向着无限和永恒的时间维
度展示现时的极境反抗，这种时间经验类似于伊夫
瓦岱所说的“英雄的现时”，“它视现时为一个常
常处于危机状的时代，这个时代要求人们进行斗

意义充盈后的“得意的笑”。当行为目的、手段都
失去了意义，只有行动本身才有意义时，这种行为
在线性时间历程中就是没有意向性的行为，然而在
一个瞬时的境域中这种行为意义向多维空间“散
播”，这时的时间不再是等待由主体将某物填充或
丧失了某物的空虚结构，它本身成为主体体验、经
验的对象，它不再是工具性的，而是属己的，自身
实现着的。
“空无的时间”与“充实的时间”的并存使《死
火》的时间系统呈现出意义危机与意义扩充“相交
的运动”的状态，两种时间经验的对立、抵牾、反
刍、抗拒、摇摆、映衬扩展了现时存在的意义构成
空间，同时，作为它们又作为一个整体朝着一个中
心运动着，即统摄于现时的选择和反抗。鲁迅运用
良好的调节机制平衡了两者的矛盾张力，既看到了
彼此的对立性又洞悉到了相互的统一性，“空无的
时间”与“充实的时间”的并存与生成恰是鲁迅时
间意识建构的内在心理机制和辨证思维构成。

二、时间“断裂性”的瞬时状态
“过去”、
“现在”和“未来”一起构成了时间线
性整体，历史发展是按这三维矢性延伸的。就时间
意向性而言，过去、将来都是绝对延伸的，过去是
向更远的过去的延伸，将来是向更远的将来的延伸，
而现在则是一种相对断裂的延伸场态，它是一个从
过去的以及将来的生成转变。时间意向性在非历时
的时间整体中同样可以获致其命题建构和意义赋
“只
予。诚如法国现象学家莫里斯 梅洛 庞蒂认为：
有当时间不是完整地展开，只有过去、现在和将来
不是在同一个方向，才可能有时间。对时间来说，
重要的是生成和消失，不完整地被构成。
” 《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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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时间的延续不明显，“过去”和“未来”是隐

记住各个意象与暗示，把彼此关联的各个参照片段

而不明的，主体被置于冰谷的空间之中，现在在世
的瞬时状态是文本唯一的时间线索。具体而言，
“抛

有机熔接起来，并以此重构文本的背景，在连成一
体的参照系的整体中同时理解每个参照系的意义。

入的此在时间”和“断裂的梦幻时间”是这种瞬时

从整体论的形态来看，《死火》中两个文化空间是

状态的两种类型。
所谓的“抛入的此在时间”是既不需要依附某

一个典型的“生成性整体”，是建构时间意向性的
当下背景。

个或近或远的过去，也不需要投射到某个想象的未
来之中，是一种“我在且不得不在”乃至“我在且

除了“抛入的此在时间”形态以外，《死火》
还有一种“断裂的梦幻时间”形态。鲁迅利用心理

不得不能在”的此在状态。主体似乎被抛入在现时

学上的知觉体验，如梦、潜意识、无意识等形成时

的荒原空间中，此在的记忆成为主体唯一的记忆。
《死火》中主体的被“抛入”状态与其所依托空间

间的审美幻象，是以直觉方式经验着生命现时存
在，于是，时间回到人的精神内部，回到主体的真

范畴不无关系，时间和空间是文本形象构成、显现

实内心。文本以“我梦见自己在冰山间奔驰”开

与运动的基本阈限，时间和空间交织成人的此在。
卡西尔曾经说过 “空间和时间是一切实在与之相

头，营造了一个梦幻的意识世界。他曾表示过自己
神往于“人间的疆界也不能限制他的梦幻”的“大
旷野精神” ，借助梦境实现了时空的自由组合。
现象学认为，意识始终是关于某物的意识，或者
说，所有现实的时空存在都与一个对它们进行经
验、感知、回忆等等的意识有关。“世界被看作是
意识成就的相关项之总体，所有客观意义构造和存
在有效性都以作为先验主体性的意识为原本的源
泉。
”
因此，对时间当下性的理解必须以对这
个主体性的反思、回溯，对意识构造成就的分析、
把握为前提。在梦境中，“我”幼小时候对“息息
变幻，永无定形”的“火”的认知是当下时间境域
中的前摄性经验，“我”与“死火”的对话、抉择
也是当下的意向体验，当下聚集了所有的时间经验
和记忆，同时，在存在的本真和意义隐而不敞的情
况下，要穿透存在物的遮蔽，让本真的“存在”到
场、显现要求探询者的主体精神介入存在物的内
部，开始领会和行动。可以说，这种梦幻的意识是
主体的“内意识”，它伴随着现时的、在场的体验
并且将这些体验作为内感知的对象。
不管是“抛入的此在时间”形态还是“断裂的
梦幻时间”都将关注点指向现在的存在境域。如果
说本真的“存在”因受遮蔽而处于一片黑暗、一团
神秘中，如果说人类在经验“存在”这伟大神秘时
他们的力量变得非常微弱，那么，主体该如何对与
自己的本质休戚相关的神秘表达自己的存在态度
和生存方式呢？《死火》给予的答案是言说和行
动，海德格尔曾将语言区分为“言说”（
）
和“道说”（
）。道说让存在显现，而日常语
言的言说毫无道说。“我”和“死火”的瞬时对话
不是众声喧哗的嘈嘈杂语，也不是日常生活的庸常

关联的构架。我们只有在空间和时间的条件下才能
设想任何真实的事物。
” 《死火》中“并置”了
两个不同的物理空间：
“冰谷”和“冰谷口外”。
“并
置”强调的是打破叙述的时间流，并列地放置或大
或小的意义单位和片段，这些意义单元和片段组成
一个相互作用和参照的整体，质言之，就是“对意
象和短语的空间编织”。这两个空间位置不是简单
的物理地域，而是一种具有颇深文化意蕴的价值、
伦理秩序，是隐喻和制约人们行为和思想的空间意
识话语。耐人深思的是：两个生存空间之间不是断
裂和孤立的，而是一种多维的复合系统，其所生发
出的意义不等于空间单元的简单相加，而是形成一
个开放的、多元的、动态的新结构。“冰谷”是一
个“一切冰冷，一切青白”，生命体无法生存的黑
暗与虚无境域的隐喻，整个空间弥散着“我”与
“死火”间行为意识的对话和当下境域下主体的意
向体验，这种体验都具有本己的体验时间性，在一
个滞留的原本性时区中，体验的活的现在被意识
到，时间的进程为这种经验、意识的气氛所搁置。
“冰谷口外”是与“冰谷”相对应存在的另一个空
间，它的预设存在既是与“冰谷”外对话的中介，
也是意向体验和行为选择的隐喻坐标。由此，我们
可以对上述的两个物理空间进行意义生成的“反应
参照”。所谓“反应参照”简单地说就是“把事实
和推想拼合在一起的尝试”，其前提则是“反应阅
读”或曰“重复阅读” 。这就是说每个单元的意
义并不仅仅在于它自身，而且也在于它与其他单元
的联系，并置的个体空间部分与空间整体之间是相
互作用，彼此参照的，读者在重复阅读中通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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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谈，而是被嵌合在一个存在之域中饱含存在之思

受完美、在空间中意识时间，是“中间物”意识题

的诗性道说和解释。面对这种存在意义危机，主
体在有与无、实有与虚无、绝望与抗争等二元对

中应有之义。落实到《死火》中，这种“中间物”
意识主要包孕体以下两重辩证关系：

立中确立了自己的选择，萨特说过：“人的存在首

第一，绝对与相对的对立统一。任何主体意向

先是一种自由，这种自由的核心内容是自我选
也正是借助着策划未来的“道说”和自
择。
”
由的“选择”，在遭遇界限和冲破界限的既压抑又
激动的游离中，存在的主体看到了自我选择的独

活动和行为选择，都是在一个特定的时空段中进行
的，都是在一个特定时空段中发挥作用、获得其意
义和价值的。但在这有限和特定的时空段中，一种
意向行为和思想选择的意义和价值就具有了绝对

特性和意义生成。同时，存在的神秘之魅被分解

的性质，就有了真假是非美丑的绝对性的标准，相

为多种具体成型的可能方式，人们对自身的本质
也有了合理的定位。

对时间运动的倾向也就不断敞开自明。《死火》中
的当下境域中的“冰谷”只是黑暗和虚无整体空间

三、时间“辩证性”的思维与意义生成
《死火》时间意识的显在表现是鲁迅的“自我”
及其心灵世界在当下的生存状态，而其基本结构却
是个人与传统、个人意识与历史运动等问题，主体
是在这一结构中形成的，也只有借助这一结构才能
得以说明。鲁迅对于主体的当下审视是完全个人化
的，然而却包含着深刻沉厚的历史性和现实性内
容，他对主体的任何洞悉和调整，都源于对历史文
化和社会现实更全面更深刻的感受与认识。所以，
在主体孤独痛苦的究诘过程中，由历史运动和文化
传统所构成的现实关系始终是鲁迅关注的核心命
题，而且由于是重新审视“自我”和历史的过程，
因此这一历史传统和现实关系在鲁迅当下的意识
中又有了一种崭新的形态，它始终是鲁迅“自我”
的存在条件或基础，始终是与鲁迅的“自我”处在
一个互为制约、互相冲突的矛盾关系中。
对于时间意向性的体认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辩
证意识，一种是绝对主义，一种是相对主义。绝对
主义导向了时间的理想主义，它用对未来的企盼替
代了、模糊了对现实的认识和对现实的反抗，反过
来又用模糊了的对现实的认识和对现实的反抗模
糊了对未来的认识和对未来的追求。相反，相对主
义导向了时间的现在主义，它关心的只是现实的空
间环境和现在自我的人生选择：正视现在、正视现
在的空间环境；正视自我、正视现在自我的生存和
发展。《死火》创作的现实语境恰逢“五四”的退
潮，鲁迅也因此“成了游勇”。他的“中间物”意
识是以相对主义的眼光审视绝对的时间意识，他说
过 “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
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
中间物。
”
从相对中看取绝对、在不完美中感

中的一个相对性的部分，“我”和“死火”的绝境
体验和极境选择使其意向性的意义充盈，获致了在
相对时空体中绝对的主体精神，这是鲁迅直面惨淡
人生的“韧的我斗”精神的极大彰明。需要说明的
是，出“冰谷”的主体选择并不意味着绝对光明和
乐观的未来呈现，
“我”被大车碾死，
“死火”烧尽
表明一个新的绝境和虚无同样相对存在着。
第二，虚无与实有的转化生成。鲁迅与海德格
尔一样，都将“虚无”看成是理解本真存在的前提
和条件。“虚无”似乎是可怕的虚空，是行为意义
悖谬的主要原因，难能可贵的是，鲁迅从“虚无”
出发，看到了生成“实有”的肯定性的力量。而这
种“有”正是自己走出心灵矛盾旋涡的最大心理动
力。在他看来，“虚无”不过只是生命的另一种特
殊的存在形式。从这个意义上看，个体生命的“虚
无”并不是某种真正绝望的虚无，而是绝对客观规
律中的相对构成。《死火》体现的是一种由“空无
的时间”向“扩充的时间”转变和生成的过渡意
识，尽管“我”被大石车碾死，尽管“死火”已经
烧完，然而，他们毕竟冲出了“冰谷”，鲁迅就不
仅在现实语境中看见了“无”的存在，也在其中发
现了老庄式的“无中生有”，他们“绝望的抗争”
所体现出的意义却被绝对性地赋予和扩充。
这是鲁迅从相对出发，向绝对追求的时间辩证
法。这种时间辩证性不是主体简单的本能的反映，
而是在当下的时空境域的一种本真性的表征，在与
社会的疏离中，建构了主体的意义生成。“生成”
）是指一事物源于某些事物而出现但又不能
（
通过还原方式化为该物的情况，
“生”是开端，
“成”
是结果。胡塞尔认为：“意义的生成与意识的意向
性紧密相联。所谓意向性，就是意识对某物的一种
指向性。意向行为和意向对象则构成它的基本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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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意义的实现则有赖于具体的意向行为和有意识

重要的地位。执着于现在，这种“现在”时间意识

的意向对象。
” 鲁迅在《希望》中说过：“绝望
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这句援引自裴多菲的

与文本所生成的意义结构联系在一起，共同参与和
介入作家个人时间的觉醒，这种主观时间的绽出与

名句非常适合理解《死火》中“我”与“死火”行

确信具有现代品质，其现代性意义是不容忽略的。

为的意义获致与生成：希望是虚妄的，可绝望也是
虚妄的。可以说，主体意向意义的“生”是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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