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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把世界人化（Personing） 

荒木修作{ Arakawa }和马德林·金{ Gins }在他们的著作《建筑．．

的身体．．．》{ Architectural Body }的开头说道：“我们论述的有机体把世

界人化．．{ persons the world }”（Gins  and  Arakawa，2002, p. 1, 

字下加点为作者）。我在字下加点是强调这个“人化”在这里是一个动

词。 

  这本书是这样开头的： 

…诞生在了新的领域中。这个领域就是作为有机体的我们自身。

除了这里，我们没有地方可去。每一个人化的有机体觉察新的领

域就是我们自身，并且拥有这种觉察、调整这种觉察。……有机

体―人―环境产生出有机体―人―环境。我们在论述的有机体把

世界人化…（Gins  and  Arakawa,  2002,  p. 1）  。 

  这个“人化”与身体不是相同的事物，但是它们又不是不同的

别的东西。荒木和金没有从通常意味上分离的三个事物即“身体”

、“人”以及“环境”开始讨论。他们所说的“环境”不是由充满

外部空间、被单一化的实体组成的。他们所说的“有机体-环境”

不是身体的构造。他们没有从已经被观察、被思考的东西开始讨论

。“身体”、“人”、“环境”三个事物不是先区别然后再被组合

的东西。他们通过连接号来表示生成．．{ birthing }在最初就存在。这

个“进行进行．．．．{． inging }．
1
”（我叫做生成过程）不是单纯被生成的

现象（或内容）的序列。以下我将要论述这个进行进行的过程。 

   荒木和金认识到在身体性的东西和“高层次”的功能如知觉、意象、
                                                             
1  译者注：关于在进行态上再加进行态的“inging”，本文译作“进行进行”。进行进行的

概念是表示关注被生成的内容之前的生成过程自身。这个概念鲜明地反映了反身性（Gendlin, 

1962）和过程性（Gendlin, 1997）等简德林哲学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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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以及建筑之间不存在边界。身体和世界直接关连着。“毫无疑问，

对和世界关连着的身体的研究还完全没有充分地展开…”（Arakawa  

and  Gins  in  Govan, 1997,  p. 313）。 

    荒木和金的作品是尝试提供接近这个进行进行的手段，由此我

们还可以通过进行进行来创造，还可以像他们在这里所实践的那样

由此来述说。在这些新的用法中，语言要求着新的意味。这表示语

言和身体的本质绝不可能通过已经存在的意味、模式、词句以及概

念来把握。 

    前行中的过程是新鲜的组织化而不是只在某个范畴内的组织

化。这正是荒木和金与我的哲学之间重要的一致点。只有在“父亲”

范畴的内在，孩子才“必须存在．．．．{． must be }．”。实际存在的所有的

父亲会发生更复杂得多的事情．．．．．．．．．．．，绝不可能只被束缚在这个范畴中。 

    当然，不变的（反复可能的）单位或部分对于技术来说是不可

或缺的。60亿人好像没有技术就不能居住在这个星球上。但是单元

和部分是派生性的东西，它们是被制造出来、被再修理的东西。这

些不是既存的事物。我们必须稳定地保持这些明在性的单元（或者

更正确地说，这些单元随着年月也缓慢地变化），但是我们也可以

认识到体验过程总是新的、复杂的。我们是在进行进行，而且进行

进行是不同种类的秩序．．．．．。 

 

2. 进行进行的过程并不是内容 

    荒木和金把进行进行的内容叫作“落地点{ landing sites }”。 

    人通过安排登记周围的环境，“把这个放在这里”、“

那个放在那里”、“还有的放在这里”来前行。不论来的是

什么，都应该看做是落地点．．．（Gins and Arakawa, 2002,p. 7, 

字下加点为作者）。 

    所有的东西都有些微征兆…（Gins  and  Arakawa,  

2002,  p. 9）。     

    落地点不是被分割开来的单元。它们各自具有复杂的、相互

重合的构造。但是这些不是本来分开的、不同的、只是后来再相

互重合起来的东西。落地点在它们中的一些被分开之前就是“相

互重合着的{ overlap }”。 



 

 

 落地点的内部充满着许多落地点。一个桌角即使作为一个

桌子整体的一部分，也可以作为一个完整的落地点。（Gins  

and  Arakawa,  2002,  p. 9）。 

   有一种落地点是通过想象的落地点：“想象落地点…规定

所在事物的基准”（Gins and Arakawa 2002:  13, 字下加

点为作者）。想象的落地点是现在存在在这里的某种未来。同

样地、已经被组织化了的多样性也依然向未来的进行进行开放

着。 

    但是，进行进行是什么种类的秩序呢？许多东西根源性重合、

被复杂地组织化而且又是．．．．依然开放、暗含却不规定其未来。 

    我是一个哲学家而不是艺术家，所以会寻问这种秩序。我的

解明会超越荒木和金所说的，但是并不超越他们所说中暗含的。

进行进行不是事物或场所事先被规定的那样的秩序。但也不是单

纯什么都不被规定。我们不是在虚无中设计着什么。进行进行总

是被再创造着。但是这既不是随意的，也不是什么都好。我们是．．．
一种为了更进一步秩序化而开放着的、非常精密的秩序化．．．．．．．．．．．．．．．．．．．．．．．．．。身体-

环境过程推进其自身。这是一种比那种由在逻辑关系类型内已经

被规定的事项构成的秩序或作为既存事物现时点被假定的秩序更

加复杂的秩序。 

   所谓进行进行是相互依存的“单元”的多样性，它们可以．．被分

开但是永远分不开。这些相互依存的可能性的一些在我们前行中实际

地生起。“它们”的绝大部分在前行中展开而不分开．．．．地存在．．．。 

   通过认识这样的秩序，新的可能性被打开了。如果把秩序理解

为是由个别的被单元化了的要素构成的话，就会认为一切情境已经

被规定了，所有问题都不能解决。但是实际上，情境决不是由这样

的单元构成的。     

    但是，如果实际上进行进行过程最初就存在的话，它的起源是

什么呢？荒川和金说道，“毫无疑问，想象的能力来自于场所化媒

介的移动和变化…也就是在运动感觉上触觉性的落地点、人的身．．．

体．。”（Gins  and  Arakawa,  2002,  p. 13字下加点为作者）。 

    运动感觉上触觉性的场所化就是．．身体，比视觉更加根源性，比

知觉我们以外的什么更早。但是，身体没有知觉而拥有落地点是怎



 

 

么可能的呢？   

    在我的哲学中，这是最早阶段种类的身体过程，也就是作为通过

原始性有机体的有机性的“象征化．．．．．．．．”来说明的。如果身体-环境是一

个过程，身体是怎样即便没有知觉也可以拥有对象（“落地点”）的

呢？我们来论述这个方法： 

   环境的某些侧面欠缺着的时候,整个的身体-环境过程不可能发

生。如果这个有机体没有死，如果一些生命过程还在继续，身体-环

境过程被差异化为继续其自身的东西和不继续的东西。后来，当且欠

缺的环境侧面回来，之前停止的过程又开始重启。观察者会惊讶：有

机体怎么会“认识”它的“对象”的呢？ 

    观察者知觉着对象，但是对于有机体来说对象“意味着．．．”身体-

环境过程的重启。重启的过程是“根源性地象征化”而无关知觉．．．．．．．．．．．．．．．．．．．．{．  The 

resumed process “organically symbolizes” without perceptions }．。 

    在我在这里使用的词语中，“象征化”有了新的（更加基本的）

意味。在这种直接的有机性、环境性方式中我们人的身体也是象征化

的。这样的象征化方式比知觉和表象更加根本，但是对于人来说却也

总是暗隐{ implicit }的。我们“高层次的”功能和这些不是割裂的。

它们总是包含着有机性的象征化过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知觉和认

知比起我们只以我们以前的诸形式来理解它们要暗隐地包含．．．．．更加多得

多的东西。 

   而且，一旦被形式化后，即便这些形式不再被这样保持，它们还

继续暗隐地发挥功能。并且这些形式在暗隐地发挥功能期间进一步发

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昨天的想法到了今天早上会包含更多的内容。 

   所有新的行为和认知都扩展着全身暗隐的功能，而且新的思考、

新的词句和行动可能从被扩展的暗隐过程中不断地呈现。这样的相辅

相成的发展在人类历史的任何地方都在发生，而现在我们可以体系性

地来运用这样的相辅相成的发展了。如果我们能够利用暗隐的身体功

能，如果我们能够在概念和暗隐的复杂之间来来回回，它们就会相互

相辅相成地扩展。 

    我们人生和情境的一些侧面是先于我们的理解而被知觉的。它们

是由意味和从多少英里以外来的信息构成，是更丰富的东西。我们都

是和身体一起活在各种情境中。思考和感觉是包含有机性象征化的特

殊过程。 



 

 

    在有机性的象征化的基础上，在我的哲学中把行为的起源以及之

后的认知定形化为包括 “反身．．{ turning }”身体过程自身，“拥有．．{ 

having }”身体过程自身的两种身体过程。植物不反身．．以拥有（知觉

）它的所作所为。植物不像动物那样在．它的知觉中．作出行为。而人进

一步“反身”和拥有，所以人在．被认知的“情境”中．作出“行为”。 

    而且，还存在一个重要的反身：在．特有的暗隐复杂性中．反身拥有

和思考。 

    哲学总是倾向于去把握我们自身的思考。不论主题是关于什么（

就像科学、艺术、社会、语言），哲学总是关心这些主题是如何来的

，关于．．能不能被思考。实际上哲学并不是关于任何事情的。哲学是关

于这个“关于”的。 

但是，哲学往往把握不了思考。自古就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解答，

这些解答总是被概念化。被概念化的是思考的结果而不是思考过程．．{ 

thinking }。 

但是，如果我们也和暗隐的复杂性一起直接思考．．．．．．．．．．．．．，我们就会指出

比概念更多的东西。我们可以让概念通过其自身指示从暗隐的进行进

行创造出来的东西。概念也许会关连其它许多事物，但是概念所指示

的东西可以让概念自身呈现。作为它们对我们的呈现，我们可以让概

念自身表说这个呈现。它们所说的可以成为它们呈现过程的实例
2
。 

    例如，荒川和金在“人的有机体”的语言使用上正是人化着．．．．．的。

所以“人”可以意味着就是这个．．{ this }。我们不需要先从它的定义

开始。相反，我们可以通过从这里开始来定义。然后我们不需要把“

进行进行”还原为进行进行的概念。相反，我们还可以参照老的概念

带来的身体性的暗隐复杂性。 

    在《过程模型》（Gendlin, 1997）中，有一个概念性的模型

。这个模型结合了体验过程和形式化了的诸形式之间的关系，也

就是“进行{ ing }”和“了的{ ed }”的关系。在新的模型中，

没有什么东西只“是”什么。任何生起．．{ occurring }也是进一步生

起的暗含．．{ implying }。这个暗含是在这个环境性生起中的。不存

                                                             
2 原注1）参照 Gendlin（1997）“自身的实例原理{iofi principle}”。 

 



 

 

在与生起分开了的暗含。暗含在环境性生起中．．．．．．变化着，所以暗含

进一步的生起。或者我们可以说，生起改变着暗含去暗含下一个

生起。这我们叫做“过程”。这是一种新的模型。但是很快就会

有比这更好的模型出现。 

   哲学和理论之间产生的对立是推进暗隐复杂性的方式的不同。我

们不去尝试解消这种对立，因为我们不认为这些对立只是些概念。相

反，我们期待通过这些对立它们在体验的复杂性中呈现出些什么。我

们可以拥有所有这些发现。只是它们的抽象的结果才产生了对立。在

阐明、扩展、推进这个特有的暗隐复杂性的方式之间，不存在相对主

义。而且以这样的方法我们可以使用任何的模型、理论和研究。我们

不照搬照抄它们．．，相反，我们只采用这些模型、理论和研究从我们所

在的情境的特殊复杂性中出现的东西。 

各种各样的模型使得情境的复杂更加丰富，而且还总是对进一步的

暗含开放。 

    荒川和金这样提倡： 

…不可能解决的问题被原样地抱持，流动地、柔软地抱持，继

续待在这个问题产生的那个世界的旁边…重要的是为了带来关

于问题是什么的追加信息而更加开放。（Gins  and  Arakawa, 

2002, p. 22）。 

   在直接思考暗隐的复杂性中,我们发现不仅有更复杂的词句和概

念出现,而且还出现揭示情境暗隐复杂性的特殊行为。也许会想到几

个简单的举动。例如，打几个电话，或者和什么人做一点互动。做这

些即便不解决问题，但却可以更详细地解明问题的范畴。思考也与此

相同。下面我来进一步论述。 

    当我们直接地指向前行中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并不受概念和词句

的约束。概念和词句并不意味它们自身。它们指向这特有的暗隐复杂．．．．．．．．
性．。 

现在我们必须来谈如何获得接近各种不同情境特有复杂性的方

法。 

 

3 接近暗隐复杂性的方法 

   暗隐性复杂性在哪里．．？暗隐性复杂性被身体化了。我们从内在发



 

 

现暗隐性复杂性在身体感觉自身中。 

    荒川和金可能会被误解为为了搅乱对于我们来说舒适的心的地

图而把矛盾具体化。他们提到：“…矛盾编织起来的途径、与自身矛

盾的途径…”（Gins and Arakawa, 2002, p.87）。但是它们的艺术

比搅乱和制造矛盾做出了更加多得多的东西。 

   荒川和金的建筑物的目的是让我们发现我们可以在复杂性中、并

从复杂性中接近并创造。而且他们通过迫使我们使用我们的身体进入

其内部、在其内部活动来构建结构以达到此目的。 

    她自己的手指一根不剩地夹入身体…她卷缩着妨碍通行的手臂，

团起身子挤着通过…弯曲着脖子避开障碍物，头再向另一个方向弯曲，

躯体被拉伸，一条腿跨向前方，另一条腿则弯曲着膝盖。（Gins and 

Arakawa, 2002, p.90） 

    坐在我的客厅里，我可以想象自己在向带有9个小隔窗的通往中

间房间的玻璃门的方向移动。我会隔着这些小窗看到暖炉，以及在书

架上的那些倾斜的书。究竟是怎么透过那些小玻璃隔窗看到这些的

呢？ 

    当我只是在想象这些的时候，我的知觉保持着相同的东西，但是

当我站起来或稍微移动的时候我知觉的东西就全变化了。我绝不可能

从这里看到我走到那个房间里去。但是，在荒川和金的例子中，在某

个地点建筑了三维的房间，从在地面上的一点看和．从天花板看，看到

的两个．．景致是一样的。在他们的创造物的内部到任何地点去都有几条

路径。各个路径都要求低头弯腰、扭曲身体，一边避开其它路径一边

摸索前行。当我们活动和演出一些实际生起的身体-环境现象的系列

（“落地点”），我们就理解了我们自己就是．．环境现象的过程。我们

不单单是遇到的“是什么{ is }”。我们是进行进行的过程．．．．．．．。 

    荒川和金接近暗隐复杂性的方法是通过知觉、想象、建筑，但是

他们运用自己的理论到人类的一切活动上。我提供的接近暗隐复杂性

的方法是通过说话、思考以及在情境中的行为。  

    当有人问我们（或者我们问自己）“现在，通过说话（或者做什

么）你能得到什么？能再说一点吗？．．．．．．．”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这种接

近的方法。这最后6个字立刻让我们感觉到暗隐的还有什么。一个整

个的序列出现了，某件事和另一件事的关连。我们发现我们的任何一

言一行都被暗隐的源泉包含着。“能再说一点吗？．．．．．．．”的词句是打开接



 

 

近特有的暗隐多样性的方法，是接近永远是更多更多的事物的方法。 

    我们还可以有通过反身．．来关注身体中央来更加直接地接近这些

在一起的许多东西——“这个的一切{ all that }”的方法。，我们

有意图地从单纯体验过程转而去指示、感知、拥有“这个．．”身体的体

验过程。对于身体的体验过程，无论是重大的侧面还是无足轻重的侧

面，我们都可以用“这个”来指示。 

    思考和感受都是身体性的，但是如果我们让思考的东西和已经感

受到的东西如是原样地在那里，如果我们作为“这个的一切．．．．．”来指向

整个情境，我们就会发现各个情境在身体中央会引起不同的质感，有

些像沉重、坐立不安、僵硬或者解放——这．个．感觉。 

    起初也许在就像刚装着午餐和咖啡的身体中央一带似乎什么也

没有。但是在关注身体的几秒钟后就有关于这个情境的．．．．．特有的身体性

质感、“这个的一切．．．．．”了。（我们把这叫做“体会．．{ felt sense }”）。

如果我们一直感触着这个质感---它会打开！！“啊，这就是那件事．．．

呀！”然后，进一步的小步骤：“啊，这更确切了，是那件事．．．。”和

“是啊，就是那件事．．．”。像这样有许多小步骤发生。我们发现身体是

如何活在那个情境中的，而且在这个发现中身体进一步发展着。身体

放松了。现在身体舒展了。即便发现的是什么困难的事情，这个发现

的过程也会伴随肉体的解放感，长出一口气，发出“啊啊…”。 

   这个身体性质感和身体性“啊啊…”表示这个行动和认知是身体

性的过程。我们可以接近身体是如何活在各种情境和各种状态中的。 

    我们的网页（www.focusing.org）上教着这种接近的实践。我们

把这叫作“聚焦{ Focusing }”。第二个实践叫作“边缘思考”（TAE- 

Thinking at the Edge）。让我们期待新的词句和范畴从聚焦中呈现。 

    暗隐复杂性既决不是任意性的东西，也决不是被捏造的东西。比

起通过已经形成的诸单元可能的秩序,什么都是“这个”的暗隐性秩

序更为精确．．．．。如果你还不能表达体会只是伴随体会坐着的时候，你可

以觉察到这样的方法是如何地精确。一些句子浮现出来，但是你拒绝

它们：“不，这些没有正确地表达我的意思。”你的意思你无法说出

来。不过，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对于你来说真正的意思比那些

句子说的要更加精确。 



 

 

    最后终于有一个句子出现了．．．．．．．．．．．．，可以表达它了。但是，我们只是描

述了它却不理解它。我们没有必要失去这个暗隐复杂性。非但如此，

这个．．描述帮助我们保持这个．．精确的暗隐复杂性。总是可以有其它一些

方式来推进，但是即便是其中的一个方法也是非常有用的，而把握它

却很困难。 

 

4  把握不尽{  No capture } 

   我们需要在现行的概念、知觉、解释、词句的范围内永远把握不

尽的东西。我的哲学在尝试着导出能够思考身体、语言、情境的本质

的新用语。语言远不只是定型词组的系统。来自特有多样性的全新词

句会出现，新的隐喻性的句子会让我们惊讶。 

    荒川和金以这样的方式记述了实际配置、选址、调整、生产或者

开放性保持。他们从复杂性直接记述。我们也许对于他们的词句不喜

欢或者甚至不理解，但是我们不能以以前旧的方式来把握他们的词语。

如果我们完全理解了这些，我们就以荒川和金表述进行进行的实例的

方式理解了这些词句。 

    我们可以邀请和允许新的词句直接从体会呈现。当我们有了困难，

这是常有的事，因为一些东西不能在现存的范畴和模式中得以明确。

只有新的“疯狂的”（隐喻意味上的）词句才能够穿越那些现存的范

畴和模式。 

    在新的词句中语言获得了新的意味。我们发现那些词语是绝不会

在旧的用法和意味上被把握尽净。它们带来．．旧的意味，是的，但是在

新的词句中这些意味可以扩展和变化
3
。 

    新的隐喻性的词句又带来新的模式。这些新的模式不是旧的模式

的组合。新的模式是我们能够说它之前的开端。 

   举个例子。在体验了TAE的授课之后有个孩子提问：“但是，我

是．我的身体？还是我拥有．．一个身体？”我们这样回答：“哦，的确是

呀，‘是什么’的说法也好，‘拥有什么’的说法也好和这个都不贴

切唉。你和你的身体既不是两个东西，又不只是这两个其中的一个。

                                                             
3 原注2：参照Gendlin （2009）。 

 



 

 

我们就在这里．．．．和这个疑问在一起待一会儿。你是怎样有了这个问题的

呢？是什么让你知道那两个都是不贴切的呢？这．会让你说些新的东

西呢。一旦说出来，听上去或许会有点怪怪的。你会说什么呢？” 

    我们在教学TAE。孩子们喜爱TAE，因为TAE让孩子们发现他们自

己能够思考。聚焦向孩子们展示在他们身体内在的什么地方新的想法

能够出现，以及如何让新的词句呈现。TAE也展示由新的词句如何明

在化新的模式。对于专家们来说，TAE后半部分的步骤是为了导出逻

辑关连的用语---被定形化的理论的
4
。这些全都来自特有的复杂性。

对于你来说既是“是什么”也是“拥有着什么”，正是从那里．．．．．。 

    暗隐复杂性过程是下一步的暗含。这比任何深思熟虑的决定．．．．．．．都更

加高度组织化。当然，我们绝不由任意的捏造而含糊马虎地或排斥地

对待任何深思熟虑的决定。我强调首先．．要让步骤跟从身体的暗含，然

后根据需要使用选项。然后再一次重新观察在身体里呈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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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译注：TAE是由14个步骤构成的创造性思考法。后半部分的步骤10到14是为了构建理论的。

在这些步骤中，把从暗隐感觉到、呈现的几个用语相互连接，构成理论。然后促进把这些理

论扩展、运用到实际的领域。（参照 Gendlin, 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