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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我们策划了一套介绍当代西方思想
的二手文献：思想家和思想导读丛书。这套书所
介绍的对象，囊括了萨特、福柯、德里达、巴特、利
奥塔、巴迪欧、齐泽克等上世纪以来声名卓著的思
想家。虽说是二手文献，但考虑到当代西方思想
的复杂性和深邃度，这套书对于中文读者的重要
性一点也不因此而打折扣。也正是基于此，这套
书获得了诸多读者的好评。

对于我们来说，这套书也是一个坚实的基础。
一方面，作为编辑，我们本身从这套书获益良多。
另一方面，这套二手文献为我们之后做原典的出版
带来了契机。2015年，拜德雅图书工作室在重庆创
设。在“导读丛书”的基础上，我们立起了几根柱
子：人文丛书、人文档案、视觉文化丛书、卡戎文丛、
文学·乐游原（原创作品）、文学·异托邦（译介作品）、
文学·回音谷（批评理论）、单本书系。除此之外，还
有“德里达文集”、“巴塔耶文集”这两根横梁。这
样，作为一个有机体的房子，其雏形便基本成形了。

“人文丛书”是我们出版的核心。这套书已经
出了十四种，其中有六种是刚刚出版的新书，包括
福柯的《自我解释学的起源：福柯1980年在达特
茅斯学院的演讲》、阿甘本的《普尔奇内拉或献给
孩童的嬉游曲》和《奇遇》、巴迪欧的《苏格拉底的
第二次审判》、伊格尔顿的《批评的功能》、哈曼的
《铃与哨：更思辨的实在论》。这些新书由西南师
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我们对这套书有个定位，它“既包括那些作为
人类思想精华的经典作品，也包括那些试图冲破
人文学既有之藩篱，去探寻我们生命形式的可能
性的前沿著作”。换句话说，在这套书里，我们既
重视经典，也探索前沿。而这套书的选题策划思
路也很开阔，我们的立意是作为总体的人文学，也
就是我们常说的大文科，因此它既含纳哲学、诗
学、艺术学等领域的著作，也收入社会学、历史学、
政治学等方面的作品。

而我们刚刚出版的这一批六种新书恰好体现
了这套丛书的精神，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大咖齐
聚、领域全开。

所谓“大咖齐聚”，说的是这六本书的作者里，
既有福柯、阿甘本、巴迪欧、伊格尔顿这样的当代
经典思想家，也有哈曼这样活跃的前沿学者。所
谓“领域全开”，则是说这六本书所涵盖的领域，既
有哲学（如《自我解释学的起源》和《铃与哨》），也
有艺术学（如《普尔奇内拉》），还有诗学（如《奇

遇》），还有政治学（如《批评的功能》和《苏格拉底
的第二次审判》）。

当然，这样的区分并不全面。很大程度上，这
六本新书里，几乎每本都是跨领域的。以阿甘本
的两本书为例：《普尔奇内拉》探究的是艺术作品，
但里子却是哲学的；《奇遇》是诗学和哲学的融汇，
仿佛一支生命畅想曲，妙不可言。此外，这六本新
书也互相关涉，因为在本质上，它们都是对生命形
式的探索，互相成就了一张丰富的思想网络。

除此之外，这六本书的写作形式也非常值得一
提。其中，最妙的是巴迪欧的《苏格拉底的第二次
审判》，它的基底是哲学、政治学、历
史学的结晶体，但它的体裁却是戏
剧。众所周知，除了哲学家的头衔，
巴迪欧还是一位资深的戏剧迷，他
写过许多戏剧评论，同时，他自己也
是一位戏剧作者。在这本书里，我
们可以看到巴迪欧丝毫不输贝克
特、布莱希特等戏剧名家的创作才
华。又如《奇遇》和《普尔奇内拉》二
书系作者阿甘本以其惯用的散文短
章的笔法写就，读来如酷暑饮梅汤，

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回味又甘醇无比，而且后者
还是图文结合，全彩印制。《自我解释学的起源》则
是讲座的形式，并收录了福柯与提问者的精彩对
话。《铃与哨》也很妙，它是作者哈曼讲座、访谈和博
客文章的结集，生动有趣，现场感很强。

换句话说，这些书打破了我们对思想著作的
刻板印象，它们不再是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积
灰大部头，它们内涵丰富、形式灵活，宛若书架上
的天使。对于这些巧妙的书，我们既可正襟危坐
于案几前展阅，又何妨在车水马龙间翻览。让思
想的灵犀在读者心中流转，这是拜德雅的夙愿。

《自我解释学的
起 源 ：福 柯
1980年在达特
茅斯学院的演
讲》，【法】米歇
尔·福柯/著，潘
培庆/译，定价：
35.00元

本书收录了
米歇尔·福柯于
1980 年 11 月 17
日和24日在达特
茅斯学院所作的
两次演讲：“真相
和主体性”与“基
督教和坦白”。此
外，两篇与这些演
讲同时的文字也
收录其中。第一
篇根据同年10月
23日在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所举
行的公开讨论会
整理而成，福柯在
讨论会上谈及了
坦白、自我技术等
话题，并回答了相
关提问。第二篇
来自迈克尔·贝斯
于同年11月3日
对福柯的采访。

大咖齐聚，领域全开
——“拜德雅·人文丛书”新书出版小记 ■拜德雅

《铃与哨：更思辨的
实在论》，【美】格拉
汉姆·哈曼/著，黄芙
蓉/译，定价：58.00
元

本书收录了格拉
汉姆·哈曼于2010—
2013年所作的16篇
博文、采访与演讲。
这些文章按时间顺序
编排，每篇独立成章，
这些章节虽不能构成
一部结构完整著作的
有机部分，但其中会
反复论及以下内容：
胡塞尔的现象学；海
德格尔的工具-分析
论；麦克卢汉的“冷媒
介”与“热媒介”学说；
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
理论。在书中，哈曼
用一种亲切的笔触和
诙谐的文风，介绍了
当今哲学界风头正盛
的思潮——思辨实在
论，及其亚种——对
象引导本体论，这是
他从 1992 年便投身
其中的学术志业，那
时，他第一次试图开
创一种对海德格尔的
新的解读方式。

《批评的功能》，【英】
特里·伊格尔顿/著，
程 佳/译 ，定 价 ：
35.00元

在任何时期、任
何文化中，批评理应
扮演督促社会进步
的角色。但如今种
种迹象表明，批评已
陷入无批评的危机
泥淖。面对这一严
峻 问 题 ，批 评 家 特
里·伊格尔顿在本书
中进行了迫切的回
应。他以 18 世纪以
来英国批评制度的
演变过程为经，以尤
尔 根·哈 贝 马 斯 的

“公共领域”概念为
纬，史论交织，犀利
而精确地对批评本
身进行细致的剖解，
直抵其病灶，作振聋
发聩之声言：“现代
批评是在反对欧洲
绝对主义政权的斗
争中产生的，除非现
在把它定义为反对
资产阶级政权的斗
争，否则它可能根本
没有前途。”

《苏格拉底的第二次审判》，
【法】阿兰·巴迪欧/著，胡蝶/
译，定价42.00元

众所周知，公元前399
年，年届七旬的苏格拉底因
亵渎神祇、引进新神论和腐
蚀青年思想等罪名被指控，
并被判处鸩刑。按此线索，
法国著名哲学家阿兰·巴迪
欧虚构了苏格拉底的第二
次审判，并将这次审判的时
间设置在当代。它的戏剧
前提是苏格拉底并没有死，
他仍在当代扮演着自己的
角色，施展着自己的影响
力。同时，色诺芬、阿里斯
托芬、柏拉图等见证人也纷
纷受戏剧的魔力召唤来到
当下，并对这次审判进行讨
论。而这一切，以《革命报》
编委会讨论第二天报纸头
条要刊登的内容为发端。
这部以六幕荒诞剧形式呈
现的政治哲学反思性著作，
表面上看似一部闹剧，但深
层里，却是巴迪欧对当代社
会和生活的深刻思索。同
时，作为哲学家的巴迪欧也
是一位戏剧迷，在此之前，
他已创作过好几部哲思剧，
而在本书中，他的戏剧才华
更是得以彰显，使形式和内
容达到了完满的契合。

《奇遇》，【意】吉奥乔·阿
甘本/著，尉光吉/译，定
价：30.00元

本书是著名哲学家
吉奥乔·阿甘本一部精
彩的生命哲思著作，在
其中，古典学、诗学和哲
学的变奏被他巧妙地织
为一体。本书共分五
章：魔神（Demone）、奇
遇（Aventure） 、爱 欲
（Eros）、事件（Evento）、
希望（Elpis）。阿甘本从
古典诗文和现代哲学中
采撷材料，条分缕析地
揭示了五者之间的关
系。尤为精彩的是，阿
甘本将其还原为代蒙
（魔神）、堤喀（时运之
神）、厄洛斯（爱神）、阿
南刻（定数之神）、厄尔
庇斯（希望之神）这五位
神灵，并对它们进行了
生命哲学意义上的知识
考古分析。而这一研
究，生动又深切地观照
了生命的运动形态，特
别是爱的历险。本书以
阿甘本擅长的散文短章
写就，兼具学术性和可
读性。

《普尔奇内拉或献给孩
童的嬉游曲》，【意】吉奥
乔·阿甘本/著，尉光吉/
译，定价：58.00元

普尔奇内拉是意大
利那不勒斯地方戏剧中
的一个喜剧角色。18世
纪意大利画家詹多梅尼
科·蒂耶波洛曾以其为
主角画过一部题为“献
给孩童的嬉游曲”的画
集。本书即是阿甘本对
这些画作的研究。在本
书中，阿甘本不仅从艺
术史的角度进入，更从
古典学的角度切入，探
讨了该喜剧角色的演变
历程，以及这个角色在
西方文化中所赋生的
重要意涵。但阿甘本
的落脚点却在哲学上，
他将普尔奇内拉的生
命历程视为人之生命
形态的象征，并融入了
他自己的“赤裸生命”
等观念。很大程度上，
此书是其“神圣人”系
列研究的一次具体展
演，可作为进入“神圣
人”系列的前奏曲，也可
作为读罢“神圣人”系列
的回味品。本书图文结
合，全彩印制。

▲“拜德雅·人文丛书”2018年一批六种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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