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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生命视角的权力意志
——尼采晚期的生命学说研究
院成纯
（中国社科院 研究生院，北京
摘

要

）

尼采晚期将生命表达为权力意志。尼采打破了传统形而上学的主体化模式，认为

“物”只是作为生成的状态才得以成为自身，“生成”比“物”更为根本。创造性的生成是权
力意志的显现，也是“大地”的无意义性实现自身的方式。权力意志是立于自身创造性中的
生命，其创造具有超越性，然而并非超越于自身之外，而是指向新的生命活动，即生活，也
就是大地。在超越中，权力意志自身创造性得以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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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晚期①将“生命”表达为权力意志。然而，
“权力意志”与早期的酒神精神和中期的自由精神
有何不同？早期尼采的生命视角是在世界精神的
意义来言的，通过悲剧艺术通达世界精神；中期尼
采逐渐转向对作为特定存在者的人的研究，他考察
人的生存条件，从这样一种考察中找到作为人的本
性的自由精神，他认为西方思想史是伟大的人迷失
其自由精神的历史；其批判哲学的任务在于唤醒人
的自由精神，让伟大的人回归并保持于自身的创造
本性。这样一来，自由精神就不仅仅意味着去创
造，而且意味着去从事于超越自身的创造，人的生
命活动在此超越中得以体现。生命的超越活动显现
为大地的意义。
尼采晚期则转向对于我们生存于其中的世界
的考察，这个世界就是大地，而权力意志就是大地
的精神。大地作为现实存在的整体可以理解为现实
存在者的聚集，大地与立于其中的存在者之间在存
在意义上有某种关联：大地给予了存在者以根据。
这里的根据并不是指大地是存在者居于其中的空
间，而是指大地是存在者得以成为自身的根据，因
此大地的本性应在存在的维度上予以理解。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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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权力意志的创造性本性
权力意志，德文为

。学界对
这一语词的理解并不统一。这首先由于，权力和意
志这样的概念在思想史上有许多相关的理论，而这
些理论之间对其含义的理解并不统一；其次，在日
常语言人们广泛地使用着这两个概念，日常语言的
晦暗不明性成为理解尼采这一思想的障碍。
尼采通过对于日常意志观念的清理，将意志自
身解放出来。尼采指出意志作为一种行为并非作用
于某物之上，因为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物’存在。
同样，联系意志与物的因果关系也是人们为解释世
界而进行的虚构，意志行为的产生并没有什么必然
性可言。这样一来，尼采就得以将意志从主客模式
下的世界中完全解放出来了。意志这一语词将被放
置于新的语境之中，这是一个意志的世界，没有了
物和实体等确定的东西存在。一切处于变动不居之
中，因此也就没有了永恒的价值存在，一切皆无意
义；因果关系也被排除于此世界之外，意志行为的
发生是对于偶然性的肯定；意志作用于意志，不同
的意志之间进行着永无休止的斗争和交替。意志只
与自身相关，此外它并无任何根据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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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何谓这里的意志？其本性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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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之下获得其身份。支配行为的本性并不是支配

对于这样的追问，尼采首先放弃了思想直接通
达的可能性：“内部的世界遍及错误的图画和幽灵，

与被支配者的较量，而实际上是权力之间的相互争
斗与制衡。支配实际是权力的活动。这种活动或为

意志就是其中之一。它仅仅伴随那正在发生的什么，
也有可能根本不在场。
” 对意志，我们只能描述
之：“意志并不仅仅是感觉和思想的混合，它首先

激烈的斗争，或为相互制衡之下的暂时稳定。权力
并非指向自身，而是指向一定的利益，它是达到目
的的手段。支配者为了某种利益就必然需要权力，而

是一种激情——命令的激情
意愿之人命令自身
中服从的或他认为会服从的什么；作为被命令者，

权力作为手段就成为其目的。但是这种与现实的目
的相关的权力却必然相关于某种价值体系，它是一

我们知道了那在意志行为后立即产生的强力感、推

定价值之下的权力，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尼采的权

动感、威迫感、持续感和运动感。
” 意志作为一
种精神诸因素的复合，有待于进一步说明。尼采在

力与它区分开来。由此可知，日常的所谓权力不过是
在价值原则规定之下的存在者层面上而言的，并不相

这里指出：意志首先是一种“命令的激情”。这里

关于价值创造原则的存在层面。而尼采的权力意志

的激情应理解为冲动，它是内心生命活动的表达；
命令是命令者对于被命令者的指令，即令去做某

却是在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这样一个根本视角上来论
述的。
“权力意志并非意味着意志
吉尔 德勒兹指出，
想要得到权力。无论权力意志的起源、含义还是本
质都不涉及任何人的特征。它必须以一个完全不同
的角度进行阐释：权力是意志中想要的那一个。权
力是意志的起源性因素和区分性因素。
”
在这
样的意义上，权力并不相关于任何目的，因而与利
益无关，权力所面对的是价值的荒漠，它所要做的
是批判旧价值创立新价值的尝试。
如前文所分析，意志是去命令，它具有某种指
向性。尼采的意志是指向自身的，即对于自身的命
令。但谁是这里的自身？这里所指的是作为世界精
神的生命。“命令自身去做什么”要结合生命所面
对的根本问题来做出回答。生命喻指生成之世的精
神，生成否定了任何作为价值基础的稳定的“存
在”，因此，生成之世实际上是没有特定价值的世
界。生命肯定生命自身，因此它必然要肯定作为生
成与流变的永恒活动的现实世界，肯定这个世界的
无意义性。这种肯定不同于对于彼岸世界的向往，
因为后者在本性上是对于生成之世和生命自身的
否定。生命要立于自身，保持为无意义的大地，这
种自身立足与保持即是对于遗忘自身和否定自身
的否定，是对于作为生命本性的创造性的肯定。因
此生命的意志命令自身去进行创造性的活动。而这
种活动中生命力得到显现，而这种生命力和创造力
就是尼采所谓的“权力”。在这个意义上，权力意
志的准确含义是指：生命命令自身去进行创造性的
活动。
尼采解构了作为物的存在者的存在，认为物只
是作为活动的状态才得以成为自身，活动比物更为

事，“某事”应理解为生成，即生成自身；命令是
有某种指向性的。但这里，命令并不指向身外的某
物，而是指向自身。意志命令自身去成为自身，即
去活动。所以意志在本真意义上可以理解为那命令
自身去活动的某种内心冲动。
如叶秀山所说：
“有创造力的意志不是‘缺乏’什
么，不是缺乏什么感性的材料要补充进去，因而就和
一般经验上的‘欲求’从根本上区别了开来。意志不
意志与力有某种同一性，
需要（缺乏）什么。
”
这种同一性表现在不是意志拥有某种力，或因缺乏
某种力而欲求之，而是指意志本身就是这种力。意
志是生命力充盈与过剩的，这表现于它的动态意义
上的流射活动，此流射具体化为意志的命令。命令
是有某种指向性的，一般来说，意志指向外在的某
物，然而意志乃此生成之世的唯一存在，意志之外
即为虚无，意志的命令并非指向虚无，而是指向自
身。它命令自身将其充盈的生命力实现出来，这种
实现表现为生命力的创造性活动。意志凭借于其充
盈的生命力而去创造，在其创造过程中，生命力得
到展现，而生命力显现为某种创造性活动的创造者，
因此，这里的力也就是创造力。在尼采那里创造力
被表达为“权力”。
一般理论和日常观念中，权力往往跟政治权力、
社会权力等语词联系在一起理解，权力在这里就成
为一种支配力，因此它必然相关于这样一种模式：支
配者通过权力支配被支配者。权力成为作为支配主
体的人或团体的势力的象征，而被支配者是人或团
体或物，它们成为权力拥有者的施力对象。支配者
在支配的行为中实现自身。被支配者也在这种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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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更为根本。创造性的活动是权力意志的显现，

其中的世界，在尼采的价值哲学之下，世界之所以

也是大地的无意义性得以实现自身的方式。因此，
不是权力意志有其活动，而是权力意志就是其活

成为一个世界，在于世界有其边界和秩序。边界就
是它与虚无的边界，它让此世界立于存在之中，人

动。权力意志居于创造性活动之中。

们可以生活其上，而世界之外则是非存在；秩序则

二、权力意志指向大地的意义
权力意志是尼采价值哲学的价值原则，它创造
了一个又一个价值。创造并不仅仅意味着建造，它
同时也意味着破坏，即对于既定价值的权威性的否
定与批判，这种批判活动也是权力意志的体现，在
建造与破坏的更替之中，生命力得以不断地实现自
身。在这样的意义上，权力意志实际上无所创造，
它只是创造了创造性活动自身。这种活动是一种游
③

戏。 权力意志的价值游戏让生命的创造性和无意义
得以保持自身而不再朝向其它的根据。但保持并不
意味着固守，而是要超越。
权力意志作为诸价值的批判原则立于各种价
值体系之外，对于既定价值起源和区分性因素的评
价和阐释乃是其任务，在权力意志之外，并无其它
的评价和阐释的原则，权力意志自为原则，这就是
生命的原则。生命力的上升与丰盈活动所产生的价
值就是积极的，反之，生命力的下降和衰退活动所
产生的价值就是消极的。而积极的价值正是生命肯
定自身的产物。游戏活动的超越体现在生命并不居
于任何价值成果之中，而是不断地打破这样一种既
定的价值，命令自身永久性地去创造，去游戏，而
在这种游戏中让生命的创造性不断地实现自身。因
为权力意志的价值实际上是无价值，作为价值原则
的权力意志是无原则。无价值的意义是大地的意
义，无原则的原则是生命的原则。这一点让尼采的
生命视角得以在世界维度上显现自身。
权力意志创造了新价值，之后又毁灭了它，在
这样的意义上，权力意志创造了价值的游戏。它将
价值从虚无中带出来，又将它带入虚无之中。因此
权力意志就是活动于有与无的边界之上。正是凭借
于其创造性活动，权力意志回归并保持于一无意义
的世界之上，这是本原意义上的世界，也就是尼采
所谓的权力意志的世界。然而，尼采的权力意志的
世界与现实经验世界有什么关系呢？
一般人们会这样理解：权力意志的世界是从哲
学意义上来理解的抽象的世界本质，与现实无关；
而经验世界则是呈现于人们感官之下的活生生的
生活世界，它才是真实的。经验世界是人们生活于

是世界之内的各种存在者的高低贵贱、前后左右的
区分，秩序得以成立的依据是各种标准，究其本性
则是各种价值体系。但各种价值体系的根本则在于
都肯定一点：世界是有价值而不是没价值的。然而
价值之“有”这样一个肯定性的前提是怎样的一个
命题呢？人们的经验并没有去追问这样一个“有”
的本源。这就是经验世界的边界，此边界显明了经
验之世的晦暗的视角。问题在于经验的世界之内根
本不可经验到“世界是有价值的”这样一个命题的
本源。因为它是立于此世界之外的。在权力意志的
视角之下，尼采的价值哲学却可以追问出经验之世
的价值的本源，它是权力意志的创造，即权力意志
赋予了一个肯定的价值原则进而构建了这样一个
经验之世。然而此经验之世并非真理，权力意志的
世界敞开了世界的本真意义。晚期尼采将它表述为
）。
大地（
尼采指出，人是应该被超越的动物，人的伟大
之处在于它是连接动物与超人的桥梁。人的被超越
性表现为人的自身超越。人的本性在于权力意志。
权力意志在创造中不断地超越自我，在新的生命形
式中实现自身。这样的人就是“超人”。超人是生
命的最高形态。自由精神在孩子所象征的游戏精神
中回归自身。后期尼采在世界维度上将权力意志和
自由精神统一起来，超人也要在世界生命这一存在
维度上来理解。世界作为生生不息、永恒流转的活
动显现为世界精神，而超人就是世界精神的某种形
态。超人是不断超越自身的权力意志的活动。
尼采说道“超人是大地的意义。
”
大地相
对于彼岸天国而言。超人所生活的世界不再是天国
与尘世相对立的二元世界，而是那唯一的生活世界
—大地。首先，超人立于大地之中，而不是超越其
上，因此，超人并非对于彼岸天国的“存在”之世
的向往，超人超越于二元对立的世界模式之外，超
人的超越就在于其生命活动自身，此生命活动形成
了生活之世。超人在生活中超越自身，生命的创造
性本性在生活中得以显现。第二，大地的意义实际
上是生命活动自身的意义。然而生命活动并没有外
在于它的什么作为参照来确定其意义，生命就是世
界的生成与流变活动，生命之外即为虚无。在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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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上来看，生命是没有意义的。但尼采指出，

于尼采思想的重要意义，周国平指出：
“尼采哲学的

生命是无需外物正名的东西，生命自身肯定，这凭
借于其生命力的丰盈和创造力的过剩。由于超人的

惟一主角是酒神精神，权力意志、超人、查拉图斯
特拉都是酒神精神的化身。在他的哲学舞台上，一

超越方式在根本上体现为权力意志的价值原则。因
此超人的超越活动是在价值的荒漠中不断地建立
新价值又走出这样一种价值的努力。超人的家园是

开始就出场的酒神后来再也没有退场，只是变换了
面具而已。
” 与酒神精神相比，权力意志更强调
了生命的创造性本性，生命在持续的价值创造活动

大地，此大地是没有意义的。超人实际上就是价值
世界的流浪者。大地的无意义性消解了一切外在于

中实现了对于自身的超越。而在生命的创造性本性
中仍可以看出酒神精神所强调的作为创造力表现

生命活动—生活的根据。大地之上，只有生命是那

的生命力的宣泄的内容。

最高的价值原则和最后的规定。生命立于自身。这
样的生命便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因此，可以

注释：

说超人这一语词重新揭示了世界生命的创造性本
性，在无意义的大地之中，生命立于自身，肯定自
身，回归并保持于其创造性之中。
晚期尼采所讲的生命不仅仅是在人的生命这
个意义上而言的。生命是世界的本性，权力意志是
本源意义上的存在。尼采对于生命的追问从早期的
世界本性经过中期人的生存条件之下的自由精神
又回到世界本性。中期对于自由精神的科学考察实
际上是对于世界本性追问的过渡阶段，它最终仍要
归于对于世界本性的探讨。与早期的世界本性不
同，晚期尼采的世界生命是自身规定的自由生命。
而早期的世界生命却要在悲剧艺术中寻找生命合
法性的依据。早期尼采通过其悲剧中对于人生痛苦
的转化，而肯定充满苦难的现世人生；晚期生命自
身成为价值哲学的最高原则和最后根据。因此生命
不再是需要外求合法性的了。对于这一点，尼采曾
指出：“我想对阅读我早期著作的读者明确表示一
点：我已经放弃早期著作中占主要成份的形而上学
艺术观。
” 这一点表明权力意志比悲剧精神更好
地提示了生命的创造性本性。
在思想史上，尼采第一次将酒神精神作为一个
哲学语词纳入到哲学中。悲剧精神是日神和酒神精
神的融合，但结合尼采思想特别是其后期思想来看，
酒神无疑具有更重要的意义。酒神精神通过人的生
存本能的宣泄，在一种陶醉的心理状态中，让人体
会到世界生命的源初动力和生成之世的永恒流转，
将生存的无意义性转化为生命的快乐。这种思想都
在后期权力意志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相关于酒神对

① 关于尼采思想的分期及各时期相应的主题，本文认为，尼采
的思想可以分为早中晚三期，在不同的时期生命具体化为不
同的内容：早期代表作《悲剧的诞生》、《不合时宜的思考》
等，生命是超越于艺术形而上学世界的悲剧精神，具体化为
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中期代表作为《曙光》、《快乐的科
学》等，生命是在游戏中回归自我的自由精神；晚期代表作
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超越善与恶》、《偶像的黄昏》、
《看哪这个人》以及大量晚期遗稿，生命表达为立于自身创
造性本性的权力意志。
② 存在是尼采价值哲学的最高的价值原则，这一点贯穿于其思
想的始终。然而，在尼采晚期，它才显现为其思想的主题。
所以对于权力意志的理解也必然要在这一维度上来进行才
能切中尼采的本意。
③ 对于游戏这一语词，尼采晚期和早期有所不同，早期的游戏
是对于表象世界破坏的关于世界本性的游戏，而晚期的游戏
则是对于世界价值的游戏化设立。游戏的含义的转化表明价
值哲学在尼采思想的后期得以真正在为其思想的主题。其早
期关于生成之世的无意义性的观点在晚期价值哲学中得以集
中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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