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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类以数字化虚拟为内核开启了元宇宙的定义之旅ꎬ但元宇宙并不等于虚拟ꎮ 元宇宙并不是我

们所在的宇宙ꎬ不是实体ꎬ也不是虚体ꎬ仅仅是一个元概念ꎬ一种元思维ꎬ一种抗拒人类现存文明形态的执念ꎬ是
一种“被压抑物的回归”和“强迫性起义”的火焰ꎬ一种去沉沦、去绝望的幻象ꎮ 人类的生存之困与第四次科技革

命相遇ꎬ催生了元宇宙概念的耀目ꎮ 元宇宙是人类自我解困的元精神ꎬ走出至“暗”时刻的元共识ꎮ 元宇宙是一

个假象ꎬ但在牵引前行的意义上ꎬ它又是一个超越假象的伟大创造ꎮ
〔关键词〕元宇宙ꎻ虚拟ꎻ至“暗”ꎻ元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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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宇宙概念的形成不同于传统的本体论ꎬ因
为它的形成是由科学技术的集中发力和人类前

所未有的囚困所推动ꎬ不是自我意识的升华ꎮ 生

存危机被每一个人所排斥ꎬ但每一个人又被吞噬

其中ꎮ 破与防的元年ꎬ每个人都“元气”满满ꎮ

一、人类虚拟的“元动力”

一元复始ꎬ万象更新ꎮ “元旦”ꎬ人类文明希

望在新的元点重新开始ꎮ 人是一种虚拟化存在ꎮ
虚拟是人的基本行为方式ꎬ也是人与动物的根本

区别ꎮ 社会及人的发展水平实际上是人的虚拟

能力的发展水平ꎮ
人类先天具有元叙事的基因ꎮ 中国人结婚

掀起盖头来ꎬ就是一种元叙事和元虚拟ꎮ 中国传

统戏剧小说中有抛绣球选婿的情节ꎬ实际上是对

现实的门当户对的反抗ꎬ符合大众的生存美学ꎬ
即社会底层群众迫切需要推倒封建制度所建立

起来的文化理性ꎬ回到资源清零状态ꎬ即元状态ꎮ
而抛绣球就是元虚拟ꎮ

一切宗教都是虚拟ꎬ西方是万能的上帝ꎬ东
方是普度众生的佛祖ꎬ其都具有“元”信心ꎬ也都

反映了人类对“万能”的期盼ꎮ «圣经新约»以
彼岸世界的完美幻象鼓舞人心ꎮ 灵魂学说是对

人的精神世界的元虚拟ꎬ是支配人类全部本质的

“元点”ꎮ “尚方宝剑”就是承载了万能功能的

“元器件”ꎮ 武侠小说就是虚拟一个与现实世界

价值根本对立的“元世界”ꎬ其描绘的丐帮组织

内卧虎藏龙ꎮ 水泊梁山造反ꎬ就是对“帝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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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化摧毁ꎮ “清纯” “返朴”即是对人世界“污
浊”的元清洗ꎮ 一个个理想世界的完美形象ꎬ反
映了在纷繁的世界里ꎬ人类需要一种简单的

“元”生活ꎮ
人类的哲学史实际上就是“元”虚拟史ꎬ从

西方的“水”“火”“原子”“存在” “理念” “实体”
“我思”“绝对精神”ꎬ到东方的“道”“礼”“理”的
本体演变ꎬ无不是一种“元”虚拟的演变ꎮ 站在

科学史角度看ꎬ从西方的“元素”“基因”“细胞”ꎬ
到东方的“气” “阴阳” “本草纲目”ꎬ也都是一种

“元”思维ꎮ 可以看到ꎬ人类的思想史都隐藏着

一股强烈的“元”动力ꎮ
从霍布斯、洛克、卢梭的自然状态ꎬ到罗尔斯

的原初地位、无知之幕ꎬ都是“元”虚拟的代表ꎮ
马克思把生产力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

力量ꎬ也是寻求一种“元动力”ꎮ 时间和空间与

其说是一种现象性存在ꎬ不如说是一种虚拟性存

在ꎮ 普朗克时间和普朗克尺度是我们宇宙中时

间和空间的最小不可分割单元ꎬ反映了人类在探

索时空的“元时间”和“元空间”上所作的努力ꎮ
康德的 “纯粹理性批判” 试图构建一种 “元批

判”ꎬ从而支配其他一切批判ꎮ 弗洛伊德的力比

多、尼采的权力意志也是在“元”的探索道路上

树立的里程碑ꎮ
数字化和象征性符号的大量涌现是虚拟大

爆发的显著特征ꎬ从远古神话的图腾到语言、文
字ꎬ再到数字技术和大量象征性符号的发明ꎬ人
类的虚拟征程发生了根本性的飞跃ꎮ 通过虚拟ꎬ
人类塑造了大量的“原初理想”ꎮ 由于人类对异

化世界的抵制ꎬ因而开始走向历史虚拟ꎬ一种原

初的“完美”愿望同大量现代数字化虚拟、象征

性符号混合构成了一种“人造原始”ꎬ这种“完美

快感”既不同于现实生活的快感ꎬ也不同于本真

原初的快感ꎬ而是一种现实生活向“人造原始”
回溯的欲望ꎬ一种基于反异化的原始重构ꎮ 现实

世界的高度脆弱性ꎬ成为虚拟的“元动力”ꎬ即
“在科学精神已经深入人心的现代生活中ꎬ却又

处处充满形而上学的仪式、话语和情绪ꎮ” 〔１〕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把元宇宙定义为数字化

虚拟世界或者说是现实世界 ＋ 虚拟世界ꎬ笔者认

为这是对元宇宙概念的根本性误解ꎮ 若以此为

概念ꎬ对元宇宙进行研究ꎬ所产生的意义是极其

微弱的ꎮ 如果真是这样解释ꎬ那么就不需要元宇

宙这个概念ꎬ有虚拟世界就足够了ꎮ 元宇宙概念

的巨大效应在于ꎬ元宇宙概念有虚拟世界无法容

纳的内涵ꎮ 人类虚拟出宇宙概念ꎬ本以为包含一

切ꎬ没想到出现了虚拟世界(虚拟宇宙)ꎬ同时还

有可能出现与我们现实宇宙平行存在的另一种

我们无法进入的“平行宇宙” “循环宇宙” “高等

宇宙”ꎬ甚至是多个或无数个平行宇宙ꎮ 恩格斯

在«自然辩证法»中早就谈道:“诸宇宙在无限时

间内永恒重复的先后相继ꎬ不过是无数宇宙在无

限空间内同时并存的逻辑补充ꎮ” 〔２〕显然ꎬ恩格斯

早已指出了可能存在平行宇宙和循环宇宙ꎮ 更

有甚者ꎬ我们现在所处的宇宙可能是更高宇宙的

虚拟作品ꎮ
因此ꎬ元宇宙不是现实宇宙ꎬ也不是虚拟宇

宙ꎬ更不是平行宇宙ꎬ而是真实宇宙、虚拟宇宙、
平行宇宙、循环宇宙、高等宇宙等一切宇宙共同

的ꎬ系列宇宙背后的原初宇宙ꎬ即元宇宙生成一

切宇宙ꎮ 元宇宙的“元”体现了五重虚拟:一是

世界的元初ꎬ即一切本体的本体ꎻ二是宇宙的最

微观的元要素ꎻ三是人类生存方式的未知数ꎬ即
宇宙或人类未来的巨大不确定性ꎻ四是人类对自

然状态的双向跨越ꎬ向地球外部跨越的星际旅行

和向地球现实困境跨越的虚拟世界ꎻ五是圆满ꎬ
一种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大一统理论ꎬ万能公

式ꎬ解决人类文明冲突的启明星ꎬ获得最大公约

数的算子ꎮ
元宇宙概念或思维的诞生ꎬ说明过去的一切

哲学概念ꎬ包括宇宙、形而上学、存在、此在、差
异、数字化、虚拟、人工智能、超人等ꎬ都无法解释

人类的快速变化和所创造的成果ꎮ 元宇宙仍然

是人类的一次虚拟ꎬ但它把人类的虚拟之路逼向

了极端ꎮ 宇宙本就是无限大、无所不能ꎬ现在又

增加了元维度ꎬ这就把本体论逼到了极致ꎬ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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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宏观和微观发挥到了极致ꎮ 即是说ꎬ人类的虚

拟之路已到巅峰ꎬ人类的虚拟之力也已被全部耗

尽ꎮ 因为目前ꎬ人类已经无法想象比元宇宙更原

始的原、源、元ꎮ
在此“元动力”下ꎬ商人看到了商机ꎬ元宇宙

游戏、元宇宙时尚秀、元宇宙制药、元宇宙概念股

等应运而生ꎮ 曾经的“数字 ＋ ”“智能 ＋ ”一跃成

为“元宇宙 ＋ ”ꎮ 比虚拟货币更虚拟、比游戏更

游戏、比虚假更虚假的“真实利润” “真实货币”
被放到了大众面前ꎮ 中产阶级看到了财产下坠

又被托起的希望ꎬ一种激励信心的“元气”ꎮ 政

治家看到了人类的最大包容度ꎬ一种政治治理的

“元动力”ꎬ一种统领分歧的最高意识形态ꎮ 科

学家看到了新的研究域和新的宇宙观ꎮ 哲学家

看到了新的概念、新的本体、新的“第一哲学”、
新的“基本问题”、新理性批判、“元异化”ꎬ即哲

学家感受到了哲学新的未来ꎮ

二、生存之危的“元爆发”

元宇宙概念被提出来已经 ３０ 年ꎬ但之所以

会在 ２０２１ 年被赋予新的内涵并出现大爆发ꎬ主
要原因是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元宇宙

提供了技术准备ꎬ同时人类遇到了以新冠病毒为

代表的一系列生存和发展困境ꎬ使其感受到了总

体安全的“元危机”和“元对抗”ꎮ
(一)自然主义与人类主义的对抗

自然主义表示尊重自然本身的自发性及其

状态ꎬ反之ꎬ人类主义强调按照人类的目的和需

求ꎬ对自然进行干预ꎮ 生态危机既是人类主义的

结果ꎬ也是人类主义的不作为ꎮ 一望无际的亚马

孙热带雨林已被大片平坦的木厂所代替ꎬ到处是

火焰和浓烟ꎬ正在发生物种灭绝的危机ꎮ 俄罗斯

切尔斯基市的永久冻土ꎬ开始迅速融化ꎬ存在冻

土下数百万年的病毒ꎬ有可能来到人类中间ꎮ 多

个气候临界点正在逼近ꎬ格陵兰岛和南极西部冰

原ꎬ正陷入不可逆转的融化ꎬ北冰洋转向循环可

能陷入崩溃ꎮ 继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荷兰科学家率先在

人类血液中检测到微塑料后ꎬ２０２２ 年 ４ 月ꎬ英国

科学家也首次在活人肺部深处发现微塑料ꎮ〔３〕对

于新冠肺炎疫情ꎬ采取与病毒共存的自然主义ꎬ
还是采取主动接种疫苗、隔离的人类主义ꎬ人类

不但没有共识ꎬ还处于剧烈对抗状态ꎮ 即便在学

术共同体内部ꎬ也存在巨大的分歧ꎮ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ꎬ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执行主任

迈克尔瑞安表示ꎬ降低新冠肺炎发病率的最好

办法是最大限度地为全世界人口接种疫苗ꎬ这需

要更加公平的疫苗分配ꎮ〔４〕 然而ꎬ也有人表示大

规模接种疫苗是不可接受的错误ꎮ〔５〕人们在接种

疫苗上的对立ꎬ实际上已经成为自然主义与人类

主义对抗的典型表达ꎮ
(二)现实主义与虚拟主义的对抗

现实主义主张面对现实、聚力现实ꎬ摒弃脱

离实际的思想与行动ꎮ 虚拟主义强调充分发挥

虚拟在人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中的作用ꎬ以虚

拟推动对现实和自我的超越ꎮ 现实主义与虚拟

主义都主张基于现实ꎬ但不同点在于是否脱离现

实ꎮ 现实主义与虚拟主义都认为ꎬ新冠肺炎疫情

让世界虚脱了ꎮ 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执

行主任迈克尔瑞安发言表示ꎬ人们可能永远也

无法消灭新冠病毒ꎬ这种病毒或将最终成为生态

系统的一部分ꎮ〔６〕 一边是疫情弥漫的经济下滑ꎬ
普通民众生活艰难ꎬ另一边是富豪财富暴涨ꎮ 截

至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ꎬ美国前 ０. １％富人人均年收入是

后 ９０％ 人口的 １９６ 倍之多ꎮ〔７〕 财务危机席卷全

球ꎬ财务主体大都处于难以清零的负债状态ꎮ 对

此ꎬ现实主义主张尊重现实、接受现实ꎬ并在现实

的概念、要素、逻辑框架下寻找对策ꎮ 虚拟主义

主张开辟虚拟场景ꎬ投射到虚拟世界中ꎬ以摆脱

现实困境ꎮ 虚拟主义包括符号主义、数据主义、
现实增强、道德增强、情感增强等ꎬ主张以虚化

实ꎮ
(三)宇宙主义与地球主义的对抗

宇宙主义以宇宙视角看待人类社会ꎬ即地球

与人不过是浩瀚宇宙的一粒尘埃ꎬ随时可能随风

而去ꎻ而地球主义则是以地球为基地、人的理性

为轴心考虑宇宙的存在与发展ꎬ即人具有理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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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驭万物的禀赋ꎮ 地球主义的学术依据是人类

的生物学基础ꎬ是地球的基因ꎬ本质上是人类中

心主义ꎮ 宇宙主义认为ꎬ随着对外太空认识的深

化ꎬ人们很容易发现地球太小ꎬ且一直存在生存

的风险ꎮ 向外太空探寻新的生存空间ꎬ并与外星

生物对话是宇宙主义的基本思想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ꎬ由欧洲航天局和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公

司联合实施的火星探测项目ꎬ在火星水手号峡谷

中心区域探测到其地下存在大量的水ꎬ这为未来

人类定居火星带来了希望ꎮ 人类已经准确感受

距离地球约 ２８０ 亿光年ꎬ用了 １２９ 亿年才到达地

球的光ꎬ发出光的星球的“元材料”可能与今天

我们周围的恒星不同ꎮ 这束光是宇宙形成初期

的光ꎬ它来到地球ꎬ并被人类感知ꎬ对于宇宙主义

来说ꎬ意义是巨大的ꎮ 星际旅行是宇宙主义的近

期目标ꎬ建立星际文明是宇宙主义的长远目标ꎮ
宇宙主义与地球主义的对抗焦点是人以及地球

物种在宇宙中的定义及其角色ꎮ
(四)全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对抗

全球主义意味着人类站在整体利益的层面

上进行思考和决策ꎬ经济上减少贸易壁垒ꎬ政治

(军事)上减少对抗ꎬ文化上减少隔阂ꎮ 民族主

义则是完全站在本民族、本国的利益上进行目标

选择ꎮ 民族主义的特点是单边主义、文明优越主

义、霸权主义、自我孤立主义等ꎮ 世界上爆发的

战争ꎬ基本上都是全球主义与民族主义矛盾的结

果ꎮ 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打破了地域之间的孤

立状态ꎬ推动了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交流ꎬ然而ꎬ
在民族主义阻挠下ꎬ各民族之间文明互鉴步履维

艰ꎬ甚至爆发战争ꎮ 在西方 “资本—民族—国

家”的结合体中ꎬ资本伪装成自由ꎬ民族伪装成团

结ꎬ国家伪装成平等ꎮ 为了资本的利益ꎬ自由主

义亦是封建主义ꎬ数据主义恰是与全球主义对抗

的新封建主义ꎮ 全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对抗ꎬ实
际上是表层全球化与深层全球化的对抗ꎮ 表层

全球化表现为在经济、技术、生活方式、流行文化

上的一种拉平ꎬ而深层全球化体现为政治制度、
军事实力、文化内核、民族利益的融合ꎮ

(五)变局主义与乱局主义的对抗

人类正处于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变局时期ꎬ
即经济重心从西方向东方转移ꎬ世界政治格局单

极让位于多极ꎬ全球治理多边取代单边ꎬ生活节

奏急剧加快ꎬ科技领导权的争夺更加激烈ꎮ 变局

主义是指积极应对大变局的趋势ꎬ准确识变、科
学应变、主动求变ꎬ在变局中开创新局、在乱局中

化危为机ꎮ 乱局主义是指为了维护旧局ꎬ各类主

体采取欺骗、恫吓、威胁、暴力等手段搞乱世界局

面ꎬ维护自身在旧局中的既得利益ꎮ 比如ꎬ以美

国为首的北约军事集团既是旧局的维护者ꎬ也是

乱局的推手ꎮ 乱局主义本质上是世界发展大势

中的腐朽力量ꎬ其想要扼杀新生力量ꎬ但这种行

为非但无法改变世界大变局的趋势ꎬ反而加速其

自身的失败ꎮ 乱局主义到处挑起战争ꎬ“它不仅

仅会摧毁生机勃勃的生命ꎬ更重要的是会给人类

造成严重精神创伤ꎮ” 〔８〕其既是霸权主义的余波ꎬ
也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代表ꎮ 反之ꎬ变局主义是以

积极的历史主动性ꎬ客观看待历史的变迁ꎬ符合

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ꎮ 不仅在国际上ꎬ在国家、
社会、群体内部ꎬ也存在变局主义和乱局主义的

对抗ꎮ 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

全、新型领域安全等重点领域安全无不存在变局

主义和乱局主义的直接对抗ꎮ
五大对抗的“元危机”使得人类急需一种万

能的、彻底的“元答案”“元方案”“元公式”ꎬ能够

化解一切危机、祛除一切病魔、消灭一切不平等、
吹散一切阴霾ꎮ 是故元宇宙在上述“五大对抗”
中实现了“元爆发”ꎮ

三、无解世界的“元方程”

宇宙大爆炸理论隐含了一个“元悖论”ꎬ即
宇宙是大爆炸产生的ꎬ那么大爆炸之前的“物”
又来自哪里? 这个“元悖论”不仅是其他一切悖

论的源头ꎬ也为元宇宙的诞生留下了缝隙ꎮ 随着

熵增的加快ꎬ人类进入了一个多元制约的无解世

界ꎬ至少存在“五大悖论”ꎬ即存在论悖论、认识

论悖论、辩证法悖论、整体论悖论和人的类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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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论ꎮ
(一)存在论悖论:就虚避实

宇宙是最大的存在、最根本的存在ꎬ它无所

不包ꎮ 现在又出现了平行宇宙、虚拟宇宙、循环

宇宙、高阶宇宙ꎬ那么现有宇宙就不是宇宙ꎬ或者

说ꎬ这些新宇宙就是反宇宙ꎮ 宇宙的存在论悖论

说明了宇宙概念的无解ꎬ也意味着人类从此“失
去”了宇宙ꎮ 虚拟世界的诞生是人类从“实”出

发ꎬ迈出了“实”的界限ꎬ是对“实”的突破ꎬ是对

“实”的否定ꎬ是“实”的反面ꎮ 在数字化虚拟世

界里ꎬ人们从“实”中进入虚ꎬ在虚中感受“实”ꎬ
被包裹在“实的虚”与“虚的实”中ꎮ 机器翻译、
机器伴侣、数字播音、数字演员、虚拟学生、增强

现实等让我们无法判断是实还是虚ꎮ 语音、照
片、视频的剪接技术使“实”愈行愈远ꎮ 在数字

与智能技术的推动下ꎬ人类的“虚拟域”获得了

爆炸性拓展ꎬ“虚拟域”就是创新域ꎮ 在“实的

虚”与“虚的实”的悖论中ꎬ人类开始重新定义自

己的存在ꎮ
(二)认识论悖论:似是而非

人类在大数据、智能、虚拟等环境下ꎬ认识世

界的对象、中介和方法等ꎬ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ꎬ
确定性工具和方法更多了ꎬ但得到的确定性结果

却变少了ꎮ 这种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悖论构成了

认识论困局ꎮ 以考察学术论文的原创性为例ꎬ人
类开发了查重软件ꎬ可以把传统人工无法对比阅

读的大面积文献ꎬ通过大数据进行比对ꎬ即时获

得其是否具有原创性的结论ꎮ 然而相对应的ꎬ很
快就有人开发了降重软件ꎬ可以帮助人类即时实

现降重ꎬ不但不重复ꎬ还不“乱码”ꎬ甚至同人工

书写的逻辑、话语一致ꎮ 此时ꎬ机器的创造似乎

比人的创造更具“原创性”ꎮ 自动驾驶的汽车、
写诗的机器人、写论文的机器人等ꎬ人类以外的

新主体诞生了ꎬ但其权利和义务主体的归属ꎬ是
制定确定性算法的人还是确定性机器ꎬ难以判

定ꎮ 虽然人认识世界的能力在提升ꎬ但人越来越

不能认识自己ꎮ 互联网使世界越来越小ꎬ国家之

间的联系越来越多、越来越紧密ꎬ但彼此也越来

越难以沟通和相互理解ꎮ
(三)辩证法悖论:知行合一

笛卡尔(１５９６—１６５０ 年)在其早期著作«谈
谈方法»中谈道ꎬ动物是一架没有理性的机器ꎮ
其在 １６６４ 年发表的遗作«论人»和«论胎儿的形

成»中ꎬ把人体也看成了一架机器ꎬ认为人体的器

官也像机器的零件一样ꎬ组合在一起工作ꎮ 拉
梅特里(１７３４—１７４５ 年)在«人是机器»中阐明ꎬ
人是一架会自己发动自己的机器ꎬ身体决定心

灵ꎬ心灵不是独立于身体的另一种实体ꎮ 把人看

作机器的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ꎬ受到了西方人

文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猛烈批判ꎮ 然而ꎬ智能

的发展使得机器越来越有“智慧”ꎬ人在越来越

多的方面退化为“机器”(辩证法)ꎮ 从智能机器

反思和生物学进展方面来认识ꎬ“人是机器”的

“形而上学”亦是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ꎮ 人的意

识在神经生物学和智能研究的双重推动下ꎬ其物

理学机理更加清晰ꎬ人的思维可以在机器上复

制ꎬ人的辩证思维可以行为化、机器化、透明化ꎬ
从而实现了“知”与“行”的同一ꎮ 可以说“人是

机器”才是真正的辩证法ꎬ形成了形而上学与辩

证法的悖论ꎮ 知行合一ꎬ在人类历史上以前从未

真正实现过ꎬ不仅是因为人类从未真正认识

“知”ꎬ还因为“知”和“行”始终处于矛盾运动之

中ꎮ 随着生物智能的发展ꎬ以及永生、单性人、数
字人、量子生命、外貌增强等的出现ꎬ人失去了

“生—死” “男—女” “身—心” “美—丑”的对立

统一ꎮ 就制度性来看ꎬ西方民主是从“所有人意

见的表达”的辩证法的全面性出发ꎬ最后却只有

“民主—集中”对立统一的一面ꎬ即只有民主没

有集中的形而上学ꎬ即从辩证法出发ꎬ走到了形

而上学ꎮ
(四)整体论悖论:目中无人

人类为了物种的整体性守候了数百万年ꎬ一
直为了物种的完整性而进行斗争ꎮ 根据遗传学ꎬ
生物隔离使人类物种在数百万年前获得了独立

性和完整性ꎮ 人类的整体性概念也是以自身物

种的整体性为基础的ꎮ 但是由于基因变异ꎬ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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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始终存在缺陷ꎬ以致人类始终无法摆脱各种

遗传疾病的困扰ꎮ 为了克服基因缺陷(不完整

性)ꎬ人类通过基因编辑技术对其进行修补ꎬ甚至

改变人类的基因ꎬ以提高适应环境的能力ꎮ 然

而ꎬ这些做法却使得人类的生物整体性被破坏ꎬ
人类变得更加不完整了ꎮ 尤其是脑机接口技术

的诞生ꎬ生物碳基和半导体硅基的结合ꎬ产生了

新的“人—机”物种ꎮ 尽管“人—机”一体物种在

抗疾病和智力增强方面ꎬ可能远远超过人类ꎬ形
成“超人”ꎬ但无论基因编辑的“超人”还是“人—
机”一体的“超人”ꎬ都彻底改变了数百万年来人

类物种的独立性和整体性ꎮ 关键是ꎬ人类无法在

新的生物增强技术上建立新的独立性、完整性和

整体性ꎬ因为这种独立性和整体性正不断地被破

坏和重建ꎮ 人作为物种的单一性和完整性永远

地消失了ꎬ人类生物整体性基础被摧毁了ꎬ一直

作为 “抽象的整体的神圣” 的人类将不复存

在ꎬ〔９〕人类的其他整体性概念也将不复存在ꎬ人
类把握世界的方式也将彻底改变ꎮ

(五)人的类本质悖论:自不量力

人类相对于其他物种的个性及其本质ꎬ都来

自人类进化形成的智力优势ꎮ 人类发明的工具、
机器ꎬ实际上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ꎬ是人类在

智力上具备优势而导致的结果ꎮ 人类在智力与

体力的物质交换过程中ꎬ会形成一定的“智力增

量”和“体力增量”ꎬ即人类原有智力和体力与人

类发明物的智力和体力之和始终大于人类原有

的智力和体力ꎮ 数百万年以来ꎬ特别是近一万年

来ꎬ人类的创造物不断增加ꎬ但这种“体力增量”
和“智力增量”之和始终无法超越人类原有的体

力和智力ꎬ即使是近几十年快速发展的自动化技

术也一样ꎬ因而人类一直有效地驾驭着人类的创

造物ꎮ 然而ꎬ人工智能的出现ꎬ特别是深度学习

技术的出现ꎬ导致人类可能能够控制机器的算

法ꎬ却无法预测算法的结果ꎮ 此时ꎬ人类来到有

史以来从未有过的临界点ꎬ即人类创造物的“体
力增量”之和、“智力增量”之和超过了人类的原

有体力之和、智力之和ꎬ尤其是“智力增量”ꎮ 此

时的“智力增量”可能会摆脱人类的控制ꎬ获取

一种独立性ꎮ 这种独立性可能存在形成一种高

于人类智力的新物种的巨大风险ꎬ此时ꎬ人类的

类本质就会走向自由的反面ꎮ 人类从此迈向后

人类时代ꎮ
人类面临的五大悖论ꎬ书写了人类物种前所

未有的生存困境ꎬ既有宇宙自身的悖论预设ꎬ更
主要地源于新技术革命的爆发ꎮ 数字、数据、虚
拟、智能、生物等技术的融合ꎬ使人类进入难以化

解的对象之惑、思维之困中ꎮ 面对这些悖论亟须

寻找一个所有“元”都有解的“元方程”ꎮ

四、Ｎ 抛时代的“元宣言”

元宇宙是尊重绝对个性差异的思维ꎬ是无限

包容的概念ꎬ是个性绝对自由的张望ꎮ 在现存的

知识体系里ꎬ生命被定义为一种外在的理念ꎬ缺
乏一种真理性和现实性ꎬ“只是生命过程的尸骸ꎬ
这样有机体就是作为非生命存在的、机械的和物

理的自然界的总和”ꎮ〔１０〕 面对生命意义的质疑ꎬ
以“五大抛弃”为代表的 Ｎ 抛ꎬ是一种生命呐喊ꎬ
也是一种“元宣言”ꎮ

(一)抛“真理”:抛弃一切“颠扑不破”的真

理

尼采认为:“相信真理是从怀疑所有那些至

今被相信的真理开始的ꎮ” 〔１１〕我们发现过去一直

被称为“真理”的信念ꎬ恰恰是最大的谬误ꎮ 现

实世界的统一性破缺了(数字化虚拟)ꎬ生命周

期被打破了(生物增强、生命永生、实验室生产奶

粉和牛肉等)ꎬ人的万物之灵的地位动摇了(智
能意识的诞生)ꎬ人与动物的区别模糊了(动物

也会用工具ꎬ也有自己的语言ꎬ也有意识)ꎬ传统

遗传学被质疑了(知识也可以获得性遗传)ꎬ宇
宙无穷大的信念垮塌了(平行宇宙与平行宇宙之

间有空间)ꎬ量子计算、生物计算结束了二进制和

数字化ꎮ 抛弃真理就是抛弃信念ꎬ抛弃对传统价

值的信念ꎮ “对真理来说ꎬ信念是比谎言更危险

的敌人ꎮ” 〔１２〕关于物质丰富带来幸福的信念、西
方文明优先的信念、科技产生美好未来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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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ꎬ都失去了真理的至上性ꎮ 抛“真理”不等于

抛弃一切真理ꎬ是要重新寻找“元真理”ꎮ
(二)抛“真实”:抛弃一切虚假的真实、表演

的真实

元宇宙形式上是以创造一个虚拟世界为动

力ꎬ试图冲破现实世界的藩篱ꎬ实际上是对现实

世界的失望ꎬ是要与现实世界决裂ꎮ “虚假的真

实”表现为主体的假、客体的假、内容的假、形式

的假、理论的假、实际的假、个人的假、集体的假、
物质的假、精神的假、科学的假、技术的假、情感

的假、关系的假、符号的假、话语的假、品牌的假、
数据的假、经济的假、政治的假等所有的假构成

的一个单一的假ꎬ即人的假ꎮ 从主体的假来看ꎬ
从福柯的“主体之死”ꎬ到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

经济学批判”ꎬ再到齐泽克的“主体的空无”ꎬ无
不都在说明“虚假的真实”已经成为文化肿瘤ꎮ
从数据的假来看ꎬ数据污染导致数据生态文明建

设的新学科ꎬ也是数据主义泛滥的原罪ꎮ 真作假

时假亦真ꎮ 真实世界不一定真ꎬ虚假世界不一定

假ꎬ以极端克极端ꎮ 在“虚假的真实”世界里ꎬ疲
倦的人类走向了追寻“真实的虚假”之路ꎮ 元宇

宙的“虚拟”就是对现实不“实”的革命ꎮ
(三)抛“法则”:抛弃一切“权力文明”的法

律道德

法律、制度、道德、规则等既是推动文明演化

的中介ꎬ也是文明的内容ꎮ 在尼采等学者看来ꎬ
人类发展到今天ꎬ始终是以权力争夺为中心的文

明建构ꎬ并塑造了对应的权利制度、机构、法律、
道德等规制ꎬ而代表这种利益获得者的思想家以

哲学、意识形态等方式对其进一步塑造ꎮ 尼采谈

道:“我们既不愿意以康德的方式受骗上当ꎬ也不

愿意以黑格尔的方式受骗上当:———我们不再像

他们那样相信道德了ꎬ因而也不需要为任何哲学

奠定基础ꎬ以便使道德保持权利ꎮ” 〔１３〕 尼采的观

点表明ꎬ康德、黑格尔式的“伪道德”不仅不能推

动人类进步ꎬ反而是一种本体式地对人的控制ꎮ
对此ꎬ福柯进一步认为ꎬ现代制度就是一个全天

候的监狱ꎮ 到了数字化时代ꎬ数字规则下的数字

难民、数字监控等不但没有让人类获得解放ꎬ反
而以更严密的形式进一步控制人类ꎮ 元宇宙抛

弃法则ꎬ不是不要法则ꎬ而是不要为了权力的强

制化的法则ꎬ是要从人类整体原初愿望的“元规

则”出发制定法则ꎬ即无规则的“规则”ꎮ
(四)抛“身份”:抛弃一切反映身份的社会

资本积累

元宇宙表达了一种小人物(元)颠覆大人物

(宇)的审美ꎬ每一个小人物都是一个元ꎬ一个元

宇宙ꎬ其所追求的就是小宇宙战胜大宇宙ꎮ 元宇

宙带来了至极公共性ꎬ让一切社会资本变得无穷

小ꎬ并要荡平一切优势和优越感ꎬ让所有人在同

一赛道上比拼ꎮ 以背景、资源、平台、称号等要素

构成的社会资本包括经济资本、政治资本、身体

资本、精神资本、学术资本、名誉资本、关系资本

等ꎬ它们共同构成人的社会资本总和ꎮ 在社会资

本积累逻辑下ꎬ身份是人与人社会区分的主要标

准ꎮ 元宇宙要成为一个新标准、一个元标准ꎬ瓦
解过去一切名誉、身份等社会资本的沉醉ꎬ检验

每一个人的真实水平ꎬ暴露其原型ꎮ 元宇宙是一

种能力元的释放ꎬ所以元宇宙的内在动力是以微

克宇、以小胜大ꎬ是对传统现代性世界(社会资本

积累)的反叛ꎮ 人们需要一切归零ꎬ任何人都必

须回到同一起点ꎬ需要回到“元初”ꎮ “元”的价

值才是永恒的价值ꎬ因此ꎬ需要对现有的社会资

本积累体系进行颠覆ꎮ 元宇宙在现存文明体系

内掀起了“海啸”ꎬ是对现有“自然状态”的起义ꎬ
是对自己身份的解放ꎮ

(五)抛“中心”:抛弃一切中心主义

元宇宙是最彻底的去中心化ꎬ去中心化不是

仅去技术中心化ꎬ而是去宇宙全部中心化ꎬ包括

去城市中心化、去权力中心化、去人类物种中心

化、去种族中心化、去科学知识中心化、去学术中

心化、去权威中心化、去文化中心化等ꎮ 从人类

物种中心主义看ꎬ人类处于一切物种的顶端ꎬ保
持对其他物种的优越感ꎬ而非以人类为中心赋予

其他物种更多、更明确的道德关怀ꎮ 去人类物种

中心主义的理论依据和去种族中心主义一样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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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去除对自己民族的偏袒ꎬ要去除人类对自己

物种的偏袒ꎮ 从种族中心主义看ꎬ西方世界长期

存在对亚洲、非洲的种族优越感ꎬ以西方文明作

为人类的未来范式ꎬ用西方价值体系作为人类的

普世价值ꎮ 西方霸权主义本质上是种族中心主

义理性ꎮ 从去科学知识中心主义看ꎬ以人类理性

建立起来的科学知识体系始终是人类文明成就

的标志ꎬ但科学知识体系对亚科学、非科学逻辑

体系的排斥导致科学知识体系霸权ꎬ引发科学知

识绝对化ꎮ 去科学知识中心主义就是要解放边

缘知识ꎬ让每一个“元知识”都处于无中心的境

地ꎮ
人类理性及其伟大创造铸就了人类的辉煌

与自信ꎬ但同时也带来了人类的不堪重负ꎬ而这

种负担对人类的制约已经到了至暗的时刻ꎬ产生

了一种临界状态ꎮ 有自我意识的人类已经认识

到我们需要一种元初精神、一种轻简式的生存方

式、一种抛弃一切理性的归零态ꎮ

五、结　 语

海枯石烂ꎬ誓言还在ꎮ 元宇宙犹如宇宙大爆

炸一般响彻世界ꎮ 撕破一切虚张声势的外衣ꎬ就
是元宇宙的“初心”ꎮ “五大虚拟”构成了“元宇

宙”的概念内核ꎻ“五大对抗”点燃了“元宇宙”的
世俗火焰ꎻ“五大悖论”等待着“元宇宙”的万能

密钥ꎻ“五大抛弃”努力为“元宇宙”拓荒开路ꎮ
元宇宙是最后的形而上学ꎬ是对过去一切形而上

学的否定ꎮ 作为承载人类一切希望的元宇宙效

应爆发后ꎬ人类从此有了新的最高理想ꎬ它覆盖

了过去一切理想ꎬ它最包罗万象ꎬ又最简单ꎮ 它

是对一切传统最彻底、最根本的批判ꎬ又具有最

强的饱和度和亲和度ꎮ 元宇宙的“元共识”特征

在于构建一个一劳永逸、化解一切不安的最元始

方案ꎬ既具有本体性ꎬ也具有道德规范性ꎬ更具有

理想性ꎮ 元宇宙的“元共识”意义在于突破共同

价值的狭义性ꎬ开启了广义伦理学的新范式ꎮ 宇

宙的尽头是元宇宙ꎬ但“元宇宙”仍会被追问其

“元”ꎬ追寻一个新的精神托架、一个新的精神家

园、新的尽头ꎮ 即是说ꎬ无论怎样跨越宇宙的元

宇宙ꎬ永远是人的元宇宙ꎬ这就是元宇宙的最大

悖论ꎮ 元宇宙作为人类虚拟的本质ꎬ其最大的意

义在于人类在至“暗”时刻看到了“元”的爆破

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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