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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中叶，时空体验的不同构成了现代主

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严格界限。后现代主义者针对柏

拉图以降的理性主义空间阐释传统，把以前给予时

间和历史重视纷纷转向到了空间上来。“现代性=时

间，后现代=空间”，几乎成为后现代思想家的共

识。然而对于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哈维

并不像后现代主义者那样片面重视空间而忽视时

间的意义。早在《地理学中的解释》一书中，他就

试图寻找空间、时间之间的平衡，并着力克服二者

的对立与分裂，这也成为他一以贯之的学术主张。

尤其是在其影响深远的著作《后现代状况》中，通

过建构时空体验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密切

关系，哈维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转变的语境

中，揭示和探讨了空间、时间危机之下的深层含

义，并找寻推动时空发生新转换的原动力。因此，

充分理解与分析哈维对空间与时间的诠释与论述，

对于从空间角度解读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关

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时空体验：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界限

对时间和空间的思考，在哲学史上是一个永恒

的话题。早在古希腊时期，哲人们把时间理解为

“物理时间”，它是运动、变化的原因；至于空间则

多理解为虚空、位置、距离等概念，包含着实体经

验的空间、虚空经验的空间和广延经验的空间。这

一时期对时空的体验主要依据直观经验和比较粗

浅的自然知识，缺乏科学论证和严密的逻辑体系，

带有猜测成分，具有直观朴素的性质。

自现代社会以降，伴随着牛顿绝对时空观的确

立，关于时空的论述才走进了科学阶段。牛顿的时

空观建立在对宇宙机械运动的解读基础上。他认

为，整个自然界就像一架机器一样有序地运动着，

这些运动能够被认识到是因为有一个参照系，这个

参照系就是绝对时空。可以说，牛顿的绝对时空观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占据统治地位。然而此时，

人们并没有对时空进行过多思考，只是把它们理解

为日常事物，它们仅仅是作为人类的基本范畴而存

在。当然，这一时期，思想家们并没有刻意地区分

时间和空间。地理学家必然是历史学家，历史学家

也同样重视空间的重要性。

从康德开始，在哲学思考中才开始孕育时间和

空间二分的思想。康德提出纯直观形式的时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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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预示着自然科学概念与哲学范畴的分离，也预示

着时间和空间的分裂。他一反过去从客观认识出发

理解时空，而是从认识论角度阐释时空思想。他在

教授就职论文《论感性世界和知性世界的形式和原

则》中指出，不是外部世界，而是先验形式决定我

们对世界的认识。他认为，我们的认识并不是认识

符合客观对象，而是客观对象符合人的认识。在人

的心中先在地存在着直观能力来把握直观对象，这

种先天直观形式就是时间与空间，通过时空人们才

可以获得感性的表象。但直白地说，康德的时空二

元思想并没有试图制造这两者的对立和矛盾。

直到进入现代社会，时空二元对立的倾向开始

趋于明显。尤其是在 19 世纪，时间的价值被哲学

家们充分地表达出来。现代主义者深受达尔文进化

论的影响，强调一种面向未来的时间意识。他们首

先相信历史是一个进步过程，人类朝着美好未来努

力。时间则代表这样一个线性过程，与技术、理性、

科学等范畴密切联系在一起。正如齐格蒙特 鲍曼

在“作为时间历史的现代性”一文中所说的，“时

间历史始于现代性 现代性是时间有历史的那段

时间。”[1] 一言以蔽之，现代主义是关于时间的。然

而，对于空间，此时却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伴随着全球化的兴起和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

城市化，资本以最快的速度在世界范围内流动，人

们被限制在狭小的领域中，空间开始变得越来越重

要。面对这样的形势和发展要求，理论家们开始把

对时间的热情转移到了空间上。福柯在 1967 年的

一次演讲中指出：“19世纪最重要的着魔（obsession），

一如我们所知，乃是历史 而当今的时代或许应是

空间的纪元。我们身处共时性的时代（epochofsimul-

taneity）中，处在一个并置的年代，这是远近的年代、

比肩的年代、星罗散布的年代。”[2] 18 福柯的话不无一

定道理。后现代地理学家爱德华 W.苏贾也评论道：

直到 19 世纪中期，在批判理论当中历史性与空间

性还是大致保持平衡的，但是随着第二次、第三次

现代化的发展，历史决定论跃然升起，而空间观念

相应湮没，历史理论“去空间化”的结果使空间的

批判销声匿迹了将近一个世纪。然而，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随着第四次现代化的开始，这种持续

已久的现代批判传统开始发生变化，人们重新对思

想和政治行为的空间性产生了兴趣。[3] 5-7

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主义的线性时间大多嗤

之以鼻。他们认为，“线性时间”是令人生厌的技

术的、理性的、科学的和层系的。现代性注重时

间，这就从某种程度上剥夺了人类生存的欢乐。另

一方面，他们认为，时间是人们的一种发明创造，

是语言的一项功能，因此它是随意的和不确定的。

只有空间，才能更好地表达时代的特征和意蕴。借

用昆德拉在《笑忘录》中所说的这样一段话可以很

好地表达后现代主义者这种理解：

“在历史缓慢前行的时代，不多的事情很容易

铭刻在记忆之中，编织成一个无人不晓的背景，其

前台上演着令人牵肠挂肚的私人生活的诸多传奇。

今天，时间在大步前进。历史事件一夜之间即被遗

忘，晨光降临便如闪烁的朝露般飘逝，因此也就不

再是叙事者故事中的背景，而是过于稀松平常的私

人生活背景前上演的一幕出人意料的传奇。

历史正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4]

对时间与空间体验的不同，构成了现代主义与

后现代主义的分歧所在。然而，在新的时代背景

下，时间就真如后现代主义者所言一无是处？时间

与空间是否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分离？彼得 奥斯

本曾质疑道：“假定现代性与时间经验的新形式有

关，而‘后现代性’则标明空间的革命，这已是老

生常谈，而且也过于语焉不详。”[5] 33 他认为，时间

和空间“这两个维度是不可分割地系缚在一起的。

空间经验的变化总是涉及时间经验的变化，反之亦

然。”[5] 33 哈维十分认同他的观点，并运用马克思主

义的政治经济学，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内把时间

与空间体验密切结合起来，阐释全球化思潮下的时

代变迁。

二、时空体验：从福特主义到弹性积累

20 世纪 90 年代前后，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西方

世界达到了顶峰。哈维认为有必要对此事件给予回

应，于是，1990 年，他出版了《后现代的状况——

对文化变迁之源起的探讨》，这本著作为他带来了

巨大的声誉，也使他的影响跨越了地理学界走向了

社会理论的方方面面。在书中，哈维并不赞同后现

代主义者简单地用空间来超越时间，彰显空间的当

代意义，相反，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

出了时空压缩，充分揭示了时间和空间在现代主义

与后现代主义变迁中的辩证互动关系。可以说，哈

维体现了另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就是更富有弹性

和更折中的批判理论，重新将历史的建构与社会空

间的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也将历史的创造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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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地理的构筑和构形结合在一起”。[3] 17

首先需要指出，哈维论及时空体验的理论前提

或者说他的前提预设即：空间和时间必须是社会的

空间、时间。这并不是说他不强调空间、时间的自

然属性，而是说哈维的理论出发点是从社会实践的

角度理解空间与时间。他认为，社会生活的空间和

时间具有两个特点：第一，时空的社会性定义是根

据客观事实的全部力量来运转的，无论是个人还是

公共机构都必须对此有所回应。第二，客观时空的

定义深刻地蕴含在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中。这两个特

征说明了空间、时间的双重作用，它们既受到社会

实践的影响和制约，同时又反过来制约和影响社会

实践。按照早期唯物主义的看法，主要是狄尔泰、

涂尔干等人的观点，“时间和空间的客观概念必定

是通过服务于社会生活再生产的物质实践活动与

过程而创造出来的”[6] 255。这说明，既然我们的生

活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时期，社会再生产的物质实

践活动和过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那么对于时空的

体验也随之发生变化，但是狄尔泰、涂尔干等人却

忽视了时空的反作用。

哈维充分认识到空间与时间的这种双重作用，

试图通过对时空体验的描述来表达对资本主义社

会的全新认识，以此为中介在文化变迁和政治经济

推动力之间构建起沟通的桥梁。“我将对社会生活

中的空间和时间加以描述，以便突出政治—经济与

文化过程之间的物质联系。这将使我探索后现代主

义与经过空间和时间体验的中介而从福特主义向

更为灵活的资本主义积累方式转变之间的联系。”[6]

251 当然，除此之外，“我们在理论问题中如何表达

空间和时间，因为这会影响到我们和其他人如何解

释世界、然后如何对这世界采取行动”[6] 256。这是

因为时间与空间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客观范畴，

时空体验已不再是纯粹物理意义和自然意义上的，

它们真切地参与和影响着现代人的当下生活。尤其

是“全球化”，它作为一种改变现状的范式，已代

替“现代化”成为了当今的核心话语。当然，这个

术语向人们描述了这样一种历史趋势：人类社会生

活开始由摆脱地域性的界限而真正卷入到一个复

杂的全球决定机制中，民族国家的经济、文化边界

变得含糊不清。全球化，最大程度地改造着我们的

时空体验。时间、空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深地

牵连着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实践活动。因此，

对空间和时间的思考是对当代充分认识的关键。

哈维认为，从启蒙主义到现代主义是对时空体

验危机的一种回应。通过对传统的分析会发现，对

于时间和空间的理解是分裂的。在各种社会理论中

时间是优先于空间的，“它们一般都是，要么设想

有时间过程在其中运行的某种先于空间秩序的存

在，要么以为各种空间障碍已经大为减少，以至于

把空间表现成一种有关人类行动的附带方面而不

是根本方面”[6] 256-257。在社会理论方面，焦点是社

会变化、现代化和革命的过程。进步是它的理论目

标，历史时间则是它的尺度。进步需要拆毁空间，

最终通过时间来消灭空间。而在美学方面，则是要

在流动和变化中找寻永恒不变的真理，关注“把时

间空间化”。“创造一件美的物体就是用这样一种把

我们从时间的专制之下拯救出来的方式，‘使时间

与永恒联系起来’。‘使时间贬值’的冲动重新表现

为艺术家通过创造‘强大得足以使时间停止’的作

品而进行拯救的意志。”[6] 258 因而，社会理论与美

学理论上的分化必然会造成体验时空时的混乱。或

者说，出现一个悖论：在普遍的空间中审美活动是

如何表达流变和变动的，在这里不得不回到康德，

他提出了审美判断是客观科学和主观道德判断世

界之的一种可能的中介概念。其次，海德格尔的平

衡法。他认为：“全部形而上学和哲学都只有在与

人的命运联系之中才具有自身的意义。”

哈维也希望通过他的努力找寻把社会理论和

美学理论相结合的方法。他依托于对时间、空间性

质和意义的重新解读，而且他相信，这种结合能够

实现。但是他认为，现代主义中最主要是时间的“形

成”和空间的“存在”之间的对立。从资本主义开

始运行之始，时空压缩就存在了，时空压缩是伴随

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进行的。哈维认为是福特主义

造成了这种“压缩”。时空压缩是指“资本主义的

历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征，而同时又克

服了空间上的各种障碍，以至世界有时显得是内在

地朝着我们崩溃了”[6] 300。时空压缩包含两个方面：

加快生产的周转时间和消减空间的障碍。“对资本

主义的现代化来说，与总体效果有很大关系的就是

经济过程步伐的加速及加快，以及由此在社会生活

方面的加速。”加速的目标是为了加快资本的周转

时间，“生产时间加上交换流通时间，构成了‘资

本周转时间’的概念。”[6] 286-287 现代化把世界变的越

来越小。“资本主义卷入了一个长期投资于征服空

间的难以置信的阶段。铁路网的扩展，伴随着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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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现、蒸汽轮船的发展、修建苏伊士运河、无线电

通信以及自行车和汽车旅行在那个世纪末的开始，全

部都以各种根本的方式挑战时间和空间的意义。”[6] 329

在现代主义中，空间和时间的最大特征是同时性，

比如经济危机越来越以全球性的形式展现。这个时

期比以前任何事情都要分裂和更快的运动。虽然世

界被统一在一起，但是其内部暗流涌动。时空压缩

的两条思路——国际主义和地方化在一战中冲突明

显，它缺少最佳的表达手段。但不可否认，在现代

主义中，时空体验的含义已发生了根本变化，这需

要人们重新理解文化生活中关于世界的表达。

正是这种变化的空间和时间，导致了新一轮的

“时空压缩”，它不同于现代主义时期的“时空压

缩”。哈维认为，自 1970 年以来，时间和空间的体

验发生了某种新的重要变化，这引发了后现代主义

的转折。“最近这 20 年我们一直在经历一个时空压

缩的紧张阶段，它对政治经济实践、阶级力量的平

衡以及文化和社会生活已经具有了一种使人迷惑

的和破坏性的影响。”[6] 355

在后现代主义那里，灵活积累使时空压缩体现

出了不同于现代主义的特征，这一时期的变化主要

出现在消费领域：第一是调动大众市场的时尚，第

二是脱离商业消费、向着服务消费的转变。此时的

时空压缩是使永恒成为了奢侈品。“短暂性使致力

于任何长期计划都变得极为困难”[6] 358，出现了新

的符号系统和意象。于是，人们生活在一个短暂的

创造出来的形象世界中。“正是爱好、时尚及这类

东西的组织者们，正是积极地生产这种短暂性，才

始终是现代性体验的根本。它成了一种社会手段，

制造那种粉碎时间维度的感觉，这种感觉反过来又

如此劲头十足地回馈它。”[6]363-364 短暂性使空间和时

间消失，但是却使场所突显出来。具体指，在当

代，随着空间障碍重要性的锐减，资本对空间内部

场所的多样性就越敏感。“结果就是造成了在一个

高度一体化的全球资本流动的空间经济内部的分

裂、不稳定、短暂而不平衡的发展。”[6] 370 可以说，

新一轮的“时空压缩”造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尤

其是不平衡地理发展。

在后现代的语境中，如何对时空压缩进行回

应？哈维总结了四条路径：第一，撤退到一种患了

炮弹休克症的、厌倦了享乐的或精疲力竭的沉默之

中去，在压倒性地感受到一切外在于个人控制，甚

至外在于集体控制的事物是多么巨大和难以对付

之前就屈从。第二，自由旋转式地拒绝相信世界的

复杂性，以及偏爱根据极为简单化的修辞学命题来

进行表达。第三，为政治生活与知识生活找到一个

中间位置，它摒弃宏大叙事，却真的培植出了有限

行动的可能性。第四，试图通过建构一种能够反映

并希望支配它们的语言和意象而骑上时空压缩的

老虎。[6] 434-435 他认为，这只是一种一厢情愿，事实

上，时空压缩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必然状态，不

可能消除。

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实际上是把空

间和时间的客观品质“商品化”了：一方面是我们

花费在跨越空间上的时间急剧缩短，以至于我们感

到现存就是全部的存在；另一方面是将空间收缩成

了一个“地球村”。这两种相互作用使我们在经济、

政治上、文化上相互依赖。由此让我们在感受和表

达时空方面面临着各种新的挑战和焦虑，并引发了

一系列新的回应。

三、结语：后现代主义并不是神话

双重时空压缩说明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在时空体验上的不同，但是究竟应该如何理解现代

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必须进一步思考。

哈维依据对时空体验的分析，实现了对这些问

题的回答。首先，他认为，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下的

今天，现代主义仍然没有失去其鲜活的生命力。哈

维赞同詹姆逊等人的看法，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

种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当然，在詹姆逊、贝尔等人

的作品中都有关于新的时空体验的内容，但是他们

却没有一个人准确地表达了这些时空体验是依据什

么而产生及它跟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经济关系。哈

维弥补了这一缺陷。但他并不是简单地描述事物的

现象，而是透过现象发现了事物发展的本质和规律。

通过对双重时空体验的阐释，不难发现从现代

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其实是从福特主义到更为灵活

的资本主义积累方式的转变。哈维认为，资本主义

在文化上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不过是社会

生产方式转变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看，现代主义

和后现代主义在文化上的矛盾，表面上呈现为如何

征服时间与如何征服空间之间的矛盾，实质上却是

资本生产与积累之间的矛盾的反映，以及由此带来

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后果。

哈维对空间和时间的定义依据的原则是历史

地理唯物论，抛开个人经验，“我们必须穿透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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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生产和交换系统而围绕着我们的拜物教的面

纱，并去发掘后面隐藏了什么”。他认为，无论是

现代主义所发生的时空体验的变革还是后现代主

义的时空变革，其根本原因是依据社会政治经济大

变革。1848 年社会变革的时空体验的最主要特征

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同时性。资本主义世界

以无法想象的方式连结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

完整的统一体。1973 年所引起的时空体验的特征

是：先进的资本主义世界被逼进入了一场关于生

产技术、消费习惯和政治经济实践的大革命里。决

策的时间缩短了，而且生活方式的时尚快速变化。

1848年和1973年分别代表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

义发展的两个时期。从对它们的时空体验的描述

上，不难发现，始终存在着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加

速发展，即“使时间空间化”和“用时间消灭空

间”。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而不是完全脱离和与现代主义决裂的，它并不是一

个神话。

“后现代理论需要面对的是它的思想根源——

20 世纪后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转化。”[7] 235 在这

个意义上说，现代主义从来就没有离我们而去，它

只是以一种新的形式展示出来。因此，哈维提出把

历史唯物主义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只

要资本依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资本主义就会

存在。正如伍德所说：“紧随其后的是一个我们称

之为‘全球化’的时期，也就是资本的国际化时

期，其内容包括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快速流

动和最具掠夺性的金融投机。这与其他许多事情一

样，不是对资本主义成功的反应，而是对其失败的

反应。美国动用了自己对金融与商业网络的控制机

制从而推迟了它的国内资本的清算日，使其得以将

压力转嫁别处，并使到处寻求获利机会，疯狂进行

金融投机的剩余资本的流动得以从容。”[8] 100 这与

哈维的观点很相似。无论是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

义，不过是资本逻辑的文化形式，是资本造成了现

代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深刻转变。总而言之，社

会再生产的基本过程深深地根植在转变的时空范

围里，时空转变又深刻地根植在资本运行中。

[参考文献]

[1] Bauman, Modernity as History of Time [J]. Concepts and Trans-

formation, 1999,4 (3): 230.
[2] 米歇尔 福柯. 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 [M] //陈志梧, 译.

包亚明, 主编. 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 上海: 上海教育出

版社, 2001.
[3] 爱德华 W．苏贾. 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

的空间 [M]. 王文斌,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4] 米兰 昆德拉. 笑忘录 [M]，王东亮, 译. 上海: 上海世纪出

版社, 2004.
[5] 彼得 奥斯本. 时间的政治 [M].王志宏, 译. 商务印书馆，2004.
[6] 戴维 哈维. 后现代的状况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7] 乔治 瑞泽尔. 后现代社会理论 [M]. 北京: 华夏出版社，2003.
[8] 埃伦 M 伍德. 资本的帝国 [M]. 王恒杰, 宋兴无, 译. 上海

译文出版社, 2006.

Between Space and Time: David Harvey's Thinking about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CUI Li-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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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mid 20th century, the differences of space-time experience led to the strict boundary be-

tween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Almost postmodern thinkers reached a consensus of "modernity is equal

to time, post-modernist means space". On this problem, unlike postmodernists who emphasized on space and

ignored the significance of time, the marxist geographer Harvey proposes space-time compression in the fra-

mework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y the us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and reveals the dialectical interaction

between time and space in the change of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Key words: space-time experience; space-time compression; modernism; postmodern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