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话剧《哥本哈根》演出剧照 ©  王建⼀（清华⼤学新清华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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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3⽇，清华⼤学哲学系夏莹教授受邀参加《哥本哈根》现场观演和演后谈活动，就剧本内
容和现场演出情况分享了⾃⼰的感受和想法。夏莹⽼师兼具“哲学系教授”和“戏剧爱好者”双重

⾝份，带领哲学学堂*的同学们发起了“哲学-戏剧”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关于话剧《哥本哈根》，她还有什么未尽之⾔？作为哲学学者，她是如何与戏剧相遇的？关于哲学

戏剧的可能性，她⼜有什么样的理念与期许？以《哥本哈根》演出为契机，我们再次约请夏莹⽼师

进⾏访谈，聊⼀聊她邂逅戏剧之后正在⽣成的故事。

On September 3rd, 2022, Professor Ying XIA, from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Tsinghua University,
was invited to watch the drama Copenhagen and attend the post-performance talk, sharing her insights and
thoughts on the play and the performance. As a philosophy professor and a theatergoer, Ying XIA led her
students to initiate a manifesto of “philosophy-theatre” and do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s.

What else does Ying XIA think about the drama Copenhagen? As a philosopher, when and how did she fall
in love with theatre? What are her ideas and expectations about philosophical theatre? Taking the
performance of Copenhagen at Tsinghua University as an opportunity, Ying XIA was invited again for an
interview about her encounter with theatre.

*哲学学堂：为满⾜国家和社会发展对拔尖创新⼈才的迫切需要，清华⼤学于2009年推出了“清华学堂⼈才培养计划”，并于2021年创
⽴“清华⼤学哲学学堂班”。项⽬培养计划采取“哲学+X”模式，课程主要包括通识教育、哲学专业教育、交叉深化即“X”模块教
育、社会实践以及论⽂训练等。此外，学⽣还有机会参加交叉学科论坛、国内外名校暑期游学、海外知名学者短期课程、⻓短期海外交
换等教学活动。

夏莹教授与本⽂作者 ©  卢凌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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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哥本哈根》本次在清华的演出圆满结束，这场话剧演出给您留下了哪些印象？

A：在完整阅读过《哥本哈根》的剧本之后，我在话剧《哥本哈根》的呈现中再次体验到⼀种震
撼。现场演员表演到位，三个⻆⾊，在⼀个差异与重复的叙事逻辑中，把⼀个事件连续上演了三

遍，三个⼈对话必须紧密相接，这很考验演员的表演功⼒。对话的节奏特别重要，节奏密了或者疏

了恐怕都很难表现出这种紧迫感。

作为话剧的爱好者，《哥本哈根》之于我而⾔，兼顾了先锋戏剧和传统戏剧（的⻛格）。《哥本哈

根》有⼀个“幽灵故事”，让我⾃然联想到戏剧史上的另外两个幽灵形象，⼀个是《哈姆雷特》⾥

的⽗王的幽灵，另⼀个则是萨特在《囚禁》中所描画的地狱中的三个幽灵。《哥本哈根》中的三个

幽灵类似于萨特《囚禁》中的幽灵，他们都与哈姆雷特式的古典叙事中的幽灵截然不同：哈姆雷特

⽗王的幽灵的回归，把⼀个被遮蔽的秘密全然揭开了；而《哥本哈根》与《囚禁》则通过三个幽灵

的层层叙事，把秘密越发做成⼀个秘密。哥本哈根的会⾯究竟说了什么，在三次不同的叙事当中不

是被揭开了，而是越发变得扑朔迷离。这正如在萨特的《囚禁》在三个幽灵有关于⾃⼰和他者的叙

事当中，反而没有真正彰显出⾃⾝与他者的本质，本质规定永远在他者那⾥丧失掉了。

《哥本哈根》三段叙事的开放性结局构筑了⼀个“⾮确定性”的戏剧表现⽅式，这⼀⽅式在先锋戏

剧当中屡⻅不鲜。现在⼀些实验性的作品要⽐这部现代经典更富有撕裂的张⼒。王晓鹰导演在阐释

《哥本哈根》的时候，似乎不想给出答案，但实际上反而常常是在试图弥补叙事中的漏洞。但“哥

本哈根”在剧中是作为⼀个空能指，因为作者不知道哥本哈根会⾯发⽣了什么，于是⽤“哥本哈

根”这个空间去命名，这个命名下⾯可能什么没有，也可能包含着⼀切。⼤家可以把答案直接抛弃

掉，不要去问“为什么”，只要“它”曾经存在过就对了。

但《哥本哈根》的观看体验总体来说还是带有相当的舒适度的，因为它的舞台呈现并不像某些先锋

戏剧那么碎⽚化、那么多呐喊与撕裂的场景，而是有很多情节，也有传统戏剧的表现⼿法；但它表

达的思想是后现代的⼈所更为关注的。这个结合点可能就构成了⼀些新的突破，这也是它能够成为

现代经典的原因。

Q：您认为本次《哥本哈根》在清华上演有什么特殊意义？对于我们各个学科的同学而⾔，戏剧何
以是重要的？

A：《哥本哈根》是⼀部兼具了传统与先锋的表现⽅式的戏剧，此次演出对于提⾼清华⼤学学⽣的
⼈⽂素养具有重要的意义，清华学⼦有很⾼的学术修养，但在艺术的鉴赏能⼒⽅⾯还有待提⾼。在

演后谈的时候，⼤家仍然在试图捕捉⼀个确定的答案，但其实这个事实没有那么重要。同学们似乎

不太关注这个事实的戏剧化表达，如果这⼀剧本的戏剧性本⾝没有被充分意识到，那么这个戏演出

的意义就要打折扣。

哥本哈根会⾯与原⼦弹爆炸之间的内在关联，说到底不是⼀个物理事件，而是哲学事件。经过两次

世界⼤战，⼈类先把世界毁灭之后⼜重建世界，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体验，现代性逻辑逐渐建⽴起

来，我们开始对于确定性有特别的执念。但与此同时，⾮确定性问题也恰恰源⾃于⼆战以后“理性

的毁灭”，进⼊存在主义之后我们就知道⾃由是沉重的，⾮确定性是⼈类⽣活的常态，每个⼈⼜都

不⾃觉的体验到“⽣命不可承受之轻”。

观看戏剧的同学们并不需要执念于哥本哈根的会⾯与原⼦弹爆炸之间是否存在着根本的关联，而更

应关注这⼀戏剧表现⼿法所带来的对现代社会内涵的⾮确定性原素的体悟。我现在的确在认真地考

《哥本哈根》在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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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开⼀个哲学-艺术的交叉融合的课程。艺术欣赏不是读⼏本书、有很丰富的知识就能把握的，有
时候，不断积累的知识体系还可能会在某种意义上蒙蔽⼈对审美的某些原初体验。

Q：您⻓期关注和提倡学科交融，您在《哥本哈根》的演后谈活动中也亲历了⼀场跨学科对话。您
对于戏剧推动学科交流和交融的可能性有何期待？

A：戏剧作为综合性艺术，或许是最能表达哲学的。传统哲学中概念化的表达⽅式在当代哲学的书
写中已经遭到了批判，并可能会完全失语，但它却可能在戏剧中找到新的表达⽅式。所以我觉得戏

剧是思想的综合体的集中表达，在未来它可能是⼀个很完美的形式，可以把很多学科都纳⼊其中。

作为艺术形式的电影登上历史舞台之后，戏剧好像⾯临着⼀种没落。但实际上它的⻆⾊就类似于摄

影产⽣之后的绘画，绘画原来的反映和记录的功能在摄影诞⽣之后被替代了，但这⼀社会功能被弱

化之后，反而为其⾃⾝的艺术性的彰显留下了空间。经典戏剧原来还能给你讲个故事，后现代戏剧

可能更多的是表达思想。电影就算是有新兴的拍摄⽅法或者拼接技术，就算结局是开放的，但也总

归是屏幕上被规定好的影⽚了，它没有⽣成性了；戏剧现场则留下了⽣成性的空间，它可以把情节

打磨得完美⽆缺，但最后在现场的⼀瞬间仍然是有⽆限可能性的，而且戏剧不⼀定要发⽣在剧场⾥

⾯，因此，戏剧的可能性与开放性之潜⼒是⽆限的。

Q：您与戏剧的缘分是从什么时候、因什么而开始的？最初触动您的那场戏剧演出是什么？

A：2005年我从清华博⼠毕业，⼯作以后就开始看戏剧。曾经痴迷过孟京辉的先锋戏剧，《我爱
XXX》《恋爱的犀⽜》曾经引领我进⼊戏剧的世界。对我影响最⼤的⼀部戏剧，是孟京辉改编的独
⻆戏《⼀个陌⽣⼥⼈的来信》，最早就是在新清华学堂看的，后来在蜂巢剧场⼜看了⼀次。

以前我觉得先锋戏剧就是⼀种呐喊，⼀种重复，⼀种对传统戏剧的形式上的冲击。但从《⼀个陌⽣

⼥⼈的来信》开始，我意识到先锋戏剧对舞台的重构，实际上就像当代哲学对于传统哲学的重构⼀

样，没有精致的布景，但有成段的故事化的叙事，⽤⼀个⼈的独⽩把它们串起来。⼀个⼈格的⾃我

分裂，⼀个⼈可以分裂为多种⻆⾊，介于癫狂和正常之间；我是⼀个⾁⾝，但我同时也是多个⾁⾝

中的⼀个。这是最典型的“⼀即是多，多即是⼀”，是当代哲学最难拿捏的形而上学的状态。

然而时⾄今⽇，孟式戏剧逐渐成为了时尚小资的标签，而我也开始对先锋戏剧感到失望。“先

锋”正在成为⼀种典型、普遍的类型，创造⼒也⼏近消失，先锋精神正在沦为⼀种新型的媚俗。

Q：您是如何在哲学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并注视“戏剧”的？这与您的研究领域和对象有关、出于您
个⼈的兴趣爱好，还是内在于哲学与戏剧的某种必然联系？

A：我认为当代哲学的思考必须要有戏剧化的表达。德勒兹曾提出有关“哲学剧场”的问题。我现
在试图对哲学做如下粗犷的分类，⼀类可被称之为“剧场”哲学，⼀类可被称之为“⼯⼚”哲学，

这就是当代哲学和传统哲学最⼤的区分。所谓剧场化的哲学，其所彰显的是⼀种内在张⼒，意味着

打破了⽇常的规范（routine），忽然呈现了我们意料不到的东西，出现了断裂性的事件的介⼊，
这往往构成了⼀个戏剧性的场景；它因此注重的是⼀种单纯的表达（expression）。而传统哲学之
所以是⼯⼚类的哲学，是因为它着重⽤再现抑或是表象（representation）的⽅式来解释这个世
界，给世界⼀个连续性的叙事。这就如同拥有⼀个模板，经过流⽔线⽣产出了很多复制品，缺乏根

本性的创⽣。

哲学与戏剧之缘

110



哲学的戏剧化，并不是（哲学家）简单地把⼀个故事再现（represent）到舞台上，而是要使⽇常
的事物戏剧化，让它的张⼒凸显出来，所以这种哲学往往寻找的是叙事的断裂、词与物的错位。当

代法国哲学完全打碎了传统概念谱系，把概念的问题看作是可以不断⽣成，而不是把握世界的唯⼀

道路，这种哲学就必然要戏剧化。这不是“哲学+戏剧”的外部相加，不是我们⽤⼀个故事把哲学
理念表达出来；而是现在的哲学观念只能采取⼀种戏剧化的⽅式，才能真正表达出不同于传统的哲

学理念。“哲学-戏剧”不⼀定会创造⼀种新的戏剧类型，但我觉得近乎于是当代最先锋的哲学的
⼀种存在样态。

Q：就您⽬前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历而⾔，您如何看待哲学与戏剧的关系？您个⼈的哲学研究与观
看戏剧的经历有何种关系？

A：我⽬前对哲学的戏剧化理解，肯定与我⾃⼰观看戏剧的经验形成了⼀个很⼤的勾连。哲学与戏
剧会互相激发。

⽤今天的戏剧⼿法去表达哲学观念，其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哲学，同时也特别有助于我们哲

学学堂班的学⽣们去学习当代哲学。因为有时候你光看⽂本，会感到20世纪以后的哲学概念都不好
理解了。当代哲学的概念创⽣，如果你没有具象化的想象⼒，就很难去理解这些概念。因为这些概

念本⾝所表达的理念是反概念的、反抽象的，但它们作为概念⼜必须以抽象的⽅式去表达。概念是

要扼杀所有⽣⽣不息的东西，追求本质不动的东西；而当代哲学却试图在⽤概念表达⼀个流动中的

创⽣过程。你看，它天⽣就是张⼒，天⽣就是⼀个Drama嘛！所以，⼀旦戏剧进⼊哲学，⾯对这种
张⼒和悖论，你就会觉得它本应该如此，就不会觉得特别错愕。

这就如同刚刚在清华上演的《哥本哈根》：在三个⼈的对⽩⾥⾯常常出现这样的场景，即我跟你讲

量⼦物理，你跟我讲木屋滑雪，两个⼈的对话是脱节而错位的，而有关哥本哈根会⾯所意指的那个

所指，却正是在这个能指链条当中被回溯性地呈现出来了。

Q：近期您发起以“数字时代的概念拼图”为主题的先锋论坛。活动采取了新鲜有趣的盲盒抽取概
念、线上线下对话的形式，⿎励哲学、艺术、技术等领域的概念创⽣和观念碰撞。您把这次活动喻

为“⽆剧本的思想戏剧”。我所好奇的是，当您使⽤“戏剧”这个概念，它的意义可能是什么？本

次先锋论坛，在何种意义上可能是⼀场戏剧？

A：在这⾥我其实就是把“⾮确定性”纳⼊进来。我⼀直觉得戏剧就是表现悖论的东西，如果没有
悖论事件的闯⼊，就不能称为戏剧。

我把这次先锋论坛叫做“盲盒会议”，它的展开⽅式就是⼗⼏个学者随机抽取⼗⼏个概念，由随机

概念的链接串联成⼀个哲学叙事。由此，⾮确定性介⼊到思想的创⽣当中，以此对抗⼀种被规定好

的、程式化的学术研讨⽅式。

⼀旦有⾮确定性的介⼊，概念的创⽣性才会被激发出来。我们现在creation的丧失，就是因为我们
有太多的production，是⽣产而不是创造。真正有创造⼒的东西就是要靠这些事件突然的迸发和
袭击，创造⼒产⽣于事件与我突然的遭遇和碰撞。如果⼀个戏剧的前⾔也搭后语，故事也有结局，

看完让我很平静，我认为是不够挑战的。我对戏剧的理解可能有点太激进了，但是传统戏剧已经完

成了，如果当代戏剧要真正有所突破，总是要完成⼀种对传统的否弃。

Q：当您观看⼀场戏剧，是全⾝⼼地享受戏剧演出的现场魅⼒，还是将戏剧看作哲学的⽂本？当您
对⼀场戏剧发表评论或感想，如何避免哲学家的“⾃说⾃话”，把戏剧当作空壳去填充哲学的概念

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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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其实在哲学⾥⾯⼀直有个悖论性的视⻆：“剧中⼈”与“剧作者”。⻢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
雾⽉⼗⼋⽇》中其实就把这个维度拿捏得特别好，既要做历史的剧中⼈，⼜要做历史的剧作者。我

认为哲学的⻆⾊也应该在“剧中⼈”和“剧作者”之间，我之所以特别喜欢“之间”这个观念，是

因为现在太多“⾮此即彼”的东西⸺要么我沉浸式地站在舞台上，要么作为⼀个完全旁观的评论

家，但是能不能找⼀个居中的位置？我既可以沉浸到戏剧⾥⾯去享受它，还可以保持⼀度的清醒，

这是不是不可能的？

我永远是处在⼀个戏剧爱好者的⻆⾊走进剧场，当然我不可避免带着我的学科背景和对戏剧的基础

理解。我把我和戏剧的每⼀次遭遇都当成是对话，我也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我们俩通过对

话，聊出了⼀些不同的东西而已。我拒绝专业化理论对我的束缚，接纳所有富有创造的可能性迎⾯

而来。

 
 

Q：今年7⽉，您和哲学学堂班的同学们尝试创作剧本，并进⾏了哲学⼴播剧的录制活动，探索了哲
学与戏剧相结合的可能性。您对未来的“哲学戏剧”有什么样的想象和期待？

A：⼴播剧还是要有故事，我要把⼀个哲学理念表达出来，所以通过对话去争辩，更类似于⼀个哲
学讲堂。在⼴播剧中，只有听觉这⼀种感知，这还不是我梦想中最终的戏剧呈像。我还是希望有⼀

天可以走向舞台，戏剧有它所应该有的背景、⾳乐、动作、肢体，有和观众之间的眼神交流，和观

众之间的偶然性的碰撞，这才叫做真正的戏剧。

我们学堂班哲学戏剧小组的两位同学赵竞川与李晨刚刚完成了⼀个《“哲学-戏剧”宣⾔》，其中
表达了⼀种可能的独属于哲学的戏剧理念，这些理念不仅是⼀些原则，同时还具有⼀定可操作性。

我们⼀直想做这样⼀个舞台：中⼼是观众，周边才是舞台。让观众知道⾃⼰在戏剧当中，但⼜不是

要那种传统戏剧的代⼊感，不是要让他们在⻆⾊⾝上看到⾃⼰；他们知道⾃⼰就是观众，但所处的

位置⼜不是那种传统的旁观者。当然，这个戏剧究竟该如何展开，拥有怎样的主题，还需要我们继

续的探索。

Q：您有没有尝试写过剧本？如果您现在要写⼀个剧本，它最可能会是什么题材、什么⻛格？如果
把您的⽣活也编制成⼀出戏剧，您会如何定位⾃⼰的⻆⾊？

A：如果我有⼀个完整的故事架构来创造戏剧，我想构想⼀个以“⾯壁⼈”为主⻆的戏剧。这是出
⾃《三体》中的“⾯壁⼈”形象：⾯壁⼈，是在⾯临着三体⽂明危险之际，出现的⼀个特殊救世

主。他的荒诞性就在于，他有⼀个宏⼤的理想，即想出⼀个⽅案来拯救我们的⽂明，这个理想所有

⼈都知道；但是他做的每⼀件事都不能去确证这个理想，要让所有⼈都猜不透他为什么要去做。通

过在⽬标周围不断漂移的⾏为，⾯壁⼈最后或可达到这个⽬的。

⾯壁⼈的⻆⾊特定全然表征了我对戏剧的全部理解：悖论、张⼒和⾮确定性。如果想把这种理念剧

场化，⼀定要有⼀个⻆⾊，那么⾯壁⼈可能就是最好的⻆⾊。他可以激发剧作者所有的设计和⽆限

的情节，他最后会呈现为什么，怎么在剧场⾥⾯去⾔说，最后达到什么结果，都必然是出⼈意料

的，因为他的诉求和他的⾏为总是错位的。

Q：您有没有觉得哲学家也是⼀个⾯壁⼈的形象？

“哲学-戏剧”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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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哲学家与其说是⼀个⾯壁⼈，不如说是在这个世界上唯⼀能够看得⻅“墙壁”的“⻅壁⼈”，
全世界的⼈都在⾼歌猛进当中，只有哲学家总能预⻅到⼈们正在朝向⼀个墙壁奔跑。并且正是这⾯

墙壁，隔开了⼤众与哲学家之间的可理解性。哲学家都变成了不可被理解的怪⼈，而⼤众也总是充

当着有待哲学家启蒙的对象。

作为⾯壁⼈的哲学家，似乎让我们发现了仅属于我们当下这个时代所独有的特质。如果你⽣活在古

典哲学家的时代，他们其实是挺浪漫的、⼼灵很安宁，因为他们觉得世界是透明的，他们认为⾃⼰

⽤眼睛就是可以看的到这个世界。但我们现代⼈其实是很沮丧的，我们是看不清这个世界的，因为

我们⼀直⽣活在悖谬⾥⾯，悖论就成了常态。我们今天的⼈从来没有这么乐观，当我们看⻅表象可

能不再相信背后⼀定有本质。尤其是到了元宇宙之后，⾯对着这个⼈你也得问问，哎，你是真的还

是假的？你是数据流还是⾁⾝？

在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去做“哲学-戏剧”？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没有那么澄明的双眼，我们需要在⼀
个悖谬的时代当中去⽣存，并试图在这种⽣存中体会到这种悖谬，那么哲学-戏剧就是不可或缺
的。

 
在采访的最后，我们到新清华学堂的后台走了走。夏莹⽼师眼⾥充满了光，她说：“从后台往观众

席看，感觉真不⼀样。希望有⼀天我们的哲学戏剧也能登上这个舞台。哲学会因为戏剧而更富有⽣

机，而戏剧也会因为哲学而更富创造的潜能。”（完）

 

话剧《哥本哈根》王晓鹰导演与观众合影 ©  王建⼀（清华⼤学新清华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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