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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空间问题专题
编者按：当人们早已经习以为常海德格尔哲学意义上的时间和空间———人不只是在时空中，时空

也在人中；人是时空的存在，时空也是人的存在———的时候，当从古至今的哲学家和科学家通过种种
努力构建了一个个新的“空间形态”、创造了一个个新的“时间神话”的时候，当人们无可躲避地生活
在 ２０ 世纪发展起来的高科技背景下创生的赛博空间、虚拟空间、网络空间或零距离空间的时候，人
类已经生活在了与以往似乎“是”又似乎“不是”的物理时空与虚拟时空，通过“亲临其境”的体验，感
同身受地体会到了理性空间、概念空间和自由空间对于人生的重要性，感受到了心灵和世界之间的
紧密关系以及“人的概念的至上性”。这既证明了人类的丰富想象力和高远的思维能力，又证明了正
是人类自身利用最先进的手段、理念和审美形式构建了千姿百态的时空结构和理论实体。那么，人
类未来是否将会同时在物理空间、精神空间与虚拟空间三个方向上齐头并进呢？人类是否可以为自
身开拓、创造或构建更多的观念化、理念化、信息化、电子化和主体化了的空间形态、生存领域和生存
形式呢？为此，本刊组织了这一“空间研究专题”。
虚拟空间与“ 人、地、机” 关系

张之沧



［摘 要］ 虚拟空间不虚也不空。它与“人、地、机”三者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系统。在这里，人
是认识、创造和操作虚拟空间的主体；虚拟人也是虚拟空间的主要构成。大地作为人类的栖息地，既
是虚拟空间的作用对象，也是其作用结果———虚拟地理的载体。虚拟地理涉及的空间形态、地理环
境、地理测量、地理表达以及与现实地理的关系等，都对现实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具有重
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机器，即电脑网络系统在整个虚拟空间中更具本质性作用。没有电脑就没有
虚拟空间。虚拟空间就是一种银屏空间或网络空间。随着电脑的日益智能化和电子化，机器人、电子
人将逐渐替代真人在虚拟空间中的行为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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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２１００２３。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网络虚拟社群对国家政治
安全的影响及政府协同治理研究” （１４ＡＺＺ０１６）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网络虚拟社群对政府治理的影响与
对策研究” （１３ＹＪＡ８１００１５） 、江苏省哲社规划项目“ 虚拟公共领域对政府治理的影响与对策研究” （１２ＺＺＢ００３） 、中国博士后科
学基金第 ５２ 批资助项目“ 虚拟公共领域对政府治理的影响与对策研究” （２０１２Ｍ５２０８６７） 、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金
项目以及江苏省哲学重点学科资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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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人类进入信息社会、网络和虚拟技术时代之后，一种新的空间形态———虚拟空
间便迅速充斥整个人类社会，而且使愈来愈多的人被其无穷的魅力所吸引而“被迫”生活在一种非实
在、非客观的想象空间、模拟空间和虚拟空间。当然在广义上，有了人类就有了想象空间和主观空
间。特别是伴随原始宗教的产生，一种势力及魔力强大的精神空间，也即一种虚构的天堂或地狱便
很快征服了众多信仰者，乃至逐渐颠倒了天地人之间的关系。这使得原本具有至上性的人类在许多
虔诚的信徒那里成为自己所幻想或虚构的主观空间的奴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当然使得那不可
感知的地狱和天堂变为乌有之乡，从而成为纯粹的心灵空间。然而，这并没有完全消灭主观空间。
相反，伴随高科技时代的到来，由人类发明创造的虚拟空间应运而生。所谓虚拟空间，广义上意指网
络世界、网络社会、网络环境以及人们利用虚拟技术创造出来的一切虚拟现实的存在形式；狭义上则
意指人们基于虚拟现实抽象出来的一种可感知的观念性或概念性存在。它作为一种电脑中的空间，
一种以软件和编码形式存在的空间，一种其存在和主体操作紧密相关的空间，是在人类长期社会实
践的追求中，由数学家、科学家和电脑专家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信息资源和想象力将前人的理念世
界现实化和可视化的产物。它是集物质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和客观知识空间之大成
而构建的一种“超空间”或“后空间”。它是物质空间的延伸，也是对精神空间和知识空间的改造、物
化和提升。它标志着宇宙形态的最新发展以及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最新结合。因此它直接
影响到人类的生存方式、生存空间、生存质量以及对未来世界的构建。当然也会影响到政治、经济、
军事、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诸多社会领域的更新与发展。其中，如何认识虚拟空间，如何估价它的
地位和作用，如何认识虚拟空间与人、地、机的关系，也即如何认识虚拟空间与人类、大地和机器之间
的关系，将构成本文陈述和论证的主题。

一、虚拟空间与人
通过对虚拟空间特征的研究，人们基本上确立这样一种认识：不论是何种虚拟空间形式或何种
虚拟现实，都是人类的想象、虚构、发明和创造，都属于人造的空间和人造的世界；是人类特有的认识
和实践能力———科学技术化的产物。它特别地体现了人类思维的自觉性、能动性、创造性和构造力。
但它同时又不是人类纯主观的臆造，而总是有其客观的根据和依托并依赖特定的物质基础。由此，
它又体现了人和自然、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的辩证法。在这个意义上，虚拟空间虽然是人类发明
创造的一种新颖的空间形态，却不是绝对的虚无、纯粹的想象，也不是与他物毫无瓜葛的孤立的存
在。它是一个以人的存在而存在的空间，是一个要通过人的设想、构造和制作而存在的空间，是一个
需要依靠人的感觉和思维而存在的世界。因此虚拟空间既不虚也不空，它有实在的属性。为此，它
既可以被审视和感知，也可以被操作和实践；具有很高的实践价值、工作效率以及十分广阔的应用范
围和使用领域。
当然，它不像一个可以触摸到的物质实体那样，是一种纯粹客观和现实的空间。它是一个典型
的信息空间、数字空间、编码空间和抽象。在不太严格的意义上，它是一个没有重量、质量、距离和时
间概念的空间，因为它只是一张可以利用电脑解读和展示的软件，以至现实中一个人、一件物品、一
个地理区域甚至整个地球都可以转化为一张可供“复读”的软盘。而且虚拟空间在许多方面都优越
于实在空间。比如一个人在现实的有限时空中，它所能展示的只是一个极其有限的方面，十分不利
于他人的认识、了解和模拟性实践，因为在真人那里，本质和现象常常是割裂和分离的，且不具有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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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性。一个人的通常寿命不过是短暂的几十年，而一个有关人和物的软盘则可以展示他的全部信
息，直至永远。在那里，没有本质和现象之分———一切都决定于输入和显现的信息。现实中，一个人
要想在有生之年“脚踏青山人未老”，游遍诸多国家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时间和金钱，然而在虚拟世
界中，一个相应的“虚拟人”即便游遍整个世界也不要花费多少时间。关键是要人们能够利用最先进
的科学技术、信息技术、通讯技术、模拟技术、虚拟技术将现实世界转化为虚拟空间或虚拟现实。所
以，虚拟空间是以人的真实存在为前提的空间。它的附着载体就是人本身。它和有史以来人类创造
的各种神话故事、幻想传说具有类似性质。其区别仅在于它是人类利用现代科技将各种想象变为可
视、可听、可感、可触摸、可操作、可体味、可思索以及可以航行于其中的虚拟空间。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类不论是生活或生存在何种空间，始终都没有失去其认识和实践的主
体地位。人是虚拟空间的主体；虚拟空间是人的作用和实践对象。近似地说，两者的关系就像是艺
术家和艺术品的关系一样。虚拟空间完全是今天的人类所发明创作的一件高级艺术品。它不仅可
以供人类审美和欣赏，而且可以供人类广泛地使用和享受。其区别只是：一般的艺术品仅是一个审
美对象，而一个虚拟现实的变动性、丰富性、延展性以及与人的内在统一性，则可以使人们亲临其境，
与审美对象或作用对象水乳交融，合为一体。再则，一幅画就是一幅画，不论是抽象派画作还是写实
派画作，作为审美对象总是有固定的空间、画面和相对稳定的内容；而一个虚拟空间或虚拟现实则是
由无数个变动的画面和流动的信息所构成，因此它拥有更为丰富和极不确定的内容。它是真正辩证
的画面而非僵死的艺术画面。它是由电子和光构成的纯粹抽象的符号，而非由颜色和线条构成的半
物质性符号。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一个虚拟空间、虚拟现实可以容纳古往今来、广大无边的历史和现
实，包括人类的全部认知、实践、想象和创新。它所包含的信息量绝非任何艺术品可以比拟。
也正因如此，虚拟的天地万物固然具有一定的几何形状，却远远地超越现实天地万物的客观性和实
在性。它在许多方面都类似于现代的绘画艺术掀起的一场艺术革命，其中不论是抽象派还是立体派，都
反对传统的写实作风，即反对或试图超越现实空间。比如立体主义画派就主张用抽象的几何图形表现
物体。他们将自然物体的形象解体，加以主观组成，使画面呈现互相重叠的几何切面或无数个面。其作
品特征是情感强烈，造型独特。至于虚无主义、达达派和野兽派等艺术流派，则不仅在理论上主张“废除
绘画和所有的审美要求”，“创造全新的艺术”，而且在实践上，主张用怪诞、抽象的符号组成各种超现实
的画面。为此，现代画派的先驱杜桑还提出一种独特的绘画理论，即在他的抽象表现主义的观念看来，
艺术只是一系列动作、过程和空间上的偶然性。绘画不再是单纯画苹果，画裸体或者画梦境，而是将灵
感、情感、造型、强烈的色彩、粗犷有力的线条、夸张扭曲的形象等融合为一，构建出一种表现内心世界、
寓激情于笔端的艺术作品，也即一种虚拟现实或虚拟世界。换句话说，人类利用虚拟技术创造的虚拟空
间或虚拟现实就类似于 ２０ 世纪以来兴起的诸多超现实主义画派的创作活动和艺术作品。他们都试图
利用某种超现实的手法与活动来创造作品，展现某个虚拟对象；主张用抽象的符号表现纯精神世界；反
对具像性，提倡非客观的艺术构想；主张用热抽象，即以感情宣泄式的色彩来表现“无物象”；用冷抽象，
即以理智的几何抽象组成画面。在这种抽象绘画艺术影响下，使得虚拟技术的许多作品都类似于动作
画派和视幻艺术。特别是其中的视幻艺术亦即光效应艺术，直接推动现代的虚拟技术运用色彩学、光学
以及心理学的某些原理，利用几何图像、纹样，制造出各种光色效果和虚拟现实。
所以，产生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的虚拟技术，与这一时期人类进入一个全新的后现代主义阶段之
后，于艺术领域陆续出现的“新表现主义”、“超先锋主义”、“新自由形象”、“新意象主义”、“新表现主
义”、“新具像主义”、“涂鸦艺术”和“图案与装饰艺术”等新流派密切相关。所有这些艺术流派的突
出特征就是表现出非理性、神秘性、不确定性、虚构性、随意性、主观性和灵活性，从而与信息社会科
学技术领域中的电信技术、网络技术、虚拟技术、虚拟空间和虚拟现实不只是遥相呼应，甚至对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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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和虚拟现实的问世起到观念和思想上的启蒙作用。只是现实中的艺术品，可以离开人而独立存
在，成为波普尔所谓的“第三世界”，即客观知识世界中的一个构成部分、一个独立的客体，而虚拟空
间或虚拟现实却只能以编码或信息库的形式存在于电脑软盘和人的感官中。没有电脑、软盘和人的
感官，就没有虚拟的万事万物。虚拟空间是有前提、有条件和有主体性的存在。在这里，虚拟空间、
人和物质世界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过程、系统和整体。
也正是在这一不可分割的整体系统中，现实的人由于作为操作主体身处其中，致使其性质也发
生相应的变化；使得网游者由现实的人变为虚拟的人，由现实主体变成虚拟主体。这种虚拟人的最
大好处，就是可以摆脱现实社会的许多僵死的、反人性的法律规定、道德限制和规则约束，而变成一
个享有充分自由的主体，对“诸如自由、权利、公平、正义等核心问题的解读上也必然存在着巨大的差
异性” 、变动性和多样性，使其在虚拟世界中经常具有无限变动的能力和不断更新创造的能力，当
然也具有变动不羁和不确定的性质。在那里，他行动迅速、主观武断、变幻莫测和诡计多端。有虚拟
的人，当然也就有虚拟的群体、社团、虚拟的组织、社会。在现实的上网人群中，不分肤色种族、国家
地区、男女老幼、地位身份、职务种类，皆可以随机结合、自由组合，建立各种网络群体、网络组织。他
们不只可以谈天说地，更可以研讨问题，自由自在地去干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包括自由地“组建家
庭”、“娶妻生子”、“占山为王”、“称霸世界”，更可以从事各种与现实相关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
活动。所以虚拟的人不只是对现实人的不完善性的补充和提升，而且完全可以克服他的各种固有的
物理缺陷和时空局限性，而将其转化为一种超越自身的更加完美的永久性存在。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虚拟社团会很快成为现实社团的替换物，使现实的人类迅速转向虚拟空间
或网络世界？答案是否定的，但也必须看到：现在的许多家庭和社团都在日益通过网络、网站、聊天
室等多种形式而得以维持、巩固和发展。那种需要克服“空间障碍和距离摩擦力”的传统的面对面的
接触方式，正日益被在网络上轻而易举就可以实现的“网聚、网谈、网见、网感、网恋、网游”等各种超
现实的接触方式所充填。因为通过这种新媒体不仅可以改进一种特殊场所的位置感，而且可以通过
从现实空间向虚拟空间的转变，以推动人类社会、现实世界的虚拟化和赛博化，刺激人们在观念和实
践上发生普遍性和根本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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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虚拟空间与地
在虚拟空间与大地或整个地球之间同样存在一种新颖复杂的关系。尽管表面上看，大地只是一
种简单明白和清晰可见的物理实体，实际上它也是千姿百态、五光十色、精妙绝伦的，充满着偶然性
与随机性，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化的系统和过程，为此，它一经与虚拟空间相结合，就会变得包罗万象、
变化多端和广大无边。正因如此，人们将虚拟空间应用于地理环境所产生的虚拟地理，作为一种特
殊而又与人类的生存现状休戚相关的虚拟现实，无论对于日常生活、科学研究或是生产实践都具有
非常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具体而论，一个现实地理，一般说来都是客观的和自在的，拥有具体的
空间形式、空间位置、空间界线、自然环境、物质成分、人文景观、气候分布以及各色各样的构成要素。
尤其是谁也不能否定它具有先于人类而存在的先在性（当然从认识论上说，它也要依赖于人的意识、
经验和思维判断，由此它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主观性、片面性和虚假性）。然而虚拟地理却主要是依赖
于制作虚拟地理之主体的主观认识、自由意志、兴趣爱好、审美水准、个人的感觉经验、推理判断，及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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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随机应变的创造能力。虽然具体的虚拟地理软件不能凭空捏造，比如一个国家的国界、省界以及
全部的高山大川、江河湖海、矿产资源、景区位置等现实地理要件，需要如实地搬到虚拟地理的软件
之中，然而所有这些物质要素在虚拟地理中，都只具有一种信息和编码的性质。它没有现实地理中
那固定不变的疆域、边界和时间段落。
如果从空间的多维性上看，在虚拟地理中，亨利·列斐伏尔所谓的社会空间，包括政治经济空
间、文化艺术空间以及无处不在的网络空间都会以各种形式跨越“国界”抵达无国界的全球范围。在
这里，人们不仅可以通晓天文地理，洞察古往今来的人类历史、地球历史和整个自然界的演化变迁，
还可以知晓具体的国家民族、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直至著名的城市、广场、街道、教堂、学校、购物中
心、艺术殿堂，使得操作主体可以尽情地根据自身的需要和兴趣来展现相关的图像、路线、文字和信
息。在这一展现过程中，当然包含对现实社会、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模拟成分。但它决不是对物
质空间的僵硬复写或描绘，而是在自由想象基础上对现实世界四维时空的提炼和升华。比如在现实
世界，人们往往是通过街道、广场、商店、教堂等现实空间来进行人和物的集中、交往、交流和交换等
活动，而在虚拟空间、虚拟地理中，则只需一架电脑和网络，就可以完成在现实中可以实现或根本无
法实现的交往、交流、交友与购物等行为与活动。所以虚拟地理中既有对现实的模拟，更有自由的虚
构和创造，而且它往往是对多种要素和成分的重构与综合。在这里，作为制作主体的人类不仅有推
理和判断、想象和假设，且常常给随机性、偶然性以及各种可能性以更多的地位和作用。正因为如
此，一张虚拟地理的软件简直就像一个“万花筒”，可以变化无穷，令人神秘莫测。它既能够弥补人类
感官的缺陷，克服人类思维的机械性和僵死性，也能够给人类以更宽阔的视野，使其对作用对象有更
深邃的思考，更透彻的理解和更全面的认识。
在这个意义上，虚拟地理又是其操纵主体自由选择和航行于其中的地理。现实中几乎没有人能
够俯瞰地球或纵观整个地区，但是通过一个虚拟的地理软件，操作主体完全可以置身于地球之外，像
一个漂浮的“幽灵”，浏览和洞观眼前的一切地理对象或地质现象。在虚拟空间和虚拟地理中，地球
可以转化为一个高密度的信息凝聚体。此时，它既可以充分展示人类对地球的详细认识，也可以充
分展示人类所赋予地球的各种丰富的想象和构建。比如人们完全可以想象在不久的未来整个地球
会变成一个没有沙漠和荒漠的绿色球体。届时，人们不需要借助现行的交通工具，就可以借助电脑
网络、超级媒体和各种超现实的技术工具实现环游全球。当然，这并不能完全替代真实空间的实际
旅行，但这也的确是一种高速、有效和方便的“全球旅行”和“时空旅行”的新形式。而且它会比现实
中的全球旅行获得更多的全球信息和有关全球性的地质、地理、地貌、人文景观以及全部文化艺术圣
殿的基本概况。因为通过这种新技术可以“使得信息和图像几乎在一瞬间就能冲破空间的阻碍流转
全球。在这种类似于“即时系统、瞬间影像和压缩时空”中，时间片断化为“一系列的永恒当前”以及
对微小的空间变化的高度敏感。在这种虚拟地理中，空间再也不能被当作死寂、固着和非辩证的存
在，“而是一种连结各点，并且与自身的经纬相互交错的网络。”
所以，虚拟地理就是人们凭借自己对现实的认识和由此产生的各种理想构造的各种蓝图。其中
有些蓝图可以变成现实，有些可以丰富、装饰和改造现实，有些则始终就是供人类赏心悦目的虚拟现
实。此时此刻，虚拟空间、虚拟地理、虚拟现实就在他的眼前和足下，就是他在虚拟空间中的形迹，就
是他利用锚点、陆标等特殊的符号形式绘制的特殊地图，建构的特殊物体。在这里，他可以脚踏祥
云，呼风唤雨，随心所欲地发号施令，置虚拟空间或虚拟地理于千变万化之中。他没有最终的创造
物，只有无穷无尽的创造过程。而且正是他的无限创造力给现实的人类提供了各种可供选择以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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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转变为现实的虚拟地理。在这里，虚拟地理，表面上看是远离现实，实际上通过它，不仅能够使得
人类自身之间更加易于相互接近、相互了解，就像通过网络可以使身处天涯海角的人们瞬间相聚一
堂，而且能够使人类更加接近自然，使任何一个网友都能够活跃于五湖四海，纵横捭阖各种地貌环
境、人文景观，自由组合各种虚拟现实、虚拟地理。此时之天地再也不显得那样庞大无比、深不可测、
遥不可及。此时的万物再也不显得那般杂乱无章、毫无秩序。通过计算机程序，万物都被有序地纳
入巨大的信息库之中，在那里与人类思维构成一个庞大系统。
因此虚拟空间、虚拟地理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既具有创造性、想象性和虚构性，又具有转变为现
实地理的可能性。它是现实地理最好的认识工具和实践工具，是现实地理的最好的延伸和补充。它
能够为现实地理提供更多的空间、更多的场景和更多的用途。比如中国传统神话中所谓的玉皇大帝
居住的天宫、海龙王居住的龙宫、阎王爷居住的阎罗殿，这在过去几千年显然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
想，然而今天都正在变为现实。现在的世界已经建筑了许多地下城市，城市向地下发展仍将一往无
前。同样现在的世界也已经在海底建立了许多不同凡响的建筑和工程，人类将继续向海底发展，至
于海上岛屿、海上城市也正在世界许多国家的酝酿和建设中。关于传说中“玉皇大帝”居住的天宫，
显然是人类近几十年努力奋斗的目标。星际旅行和移居其他星球必将在不久的未来变成现实。所
以，未来的时空将是“天、地、人”相统一的时空，也是想象和现实相融合的新地理、新环境。虚拟技术
和虚拟地理将在人类征服世界的过程中大显身手和大展宏图。只是我们永远都不应当停止探索，要
清醒地认识到：“在我们经过的地方，还藏着更深的奥妙，像那满山的洞穴，令人感到幽深和遥远。关
于它们，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但是随着认识和实践的不断深化，随着各种认知工具和探索手段的
不断发展与进化，人类面前的奥秘必将被一步步地破解和敞开。
当然，虚拟空间和虚拟地理学要研究的对象和问题是多方面的。这里介绍的仅是虚拟地理的基
本概念方面。其实有关虚拟的地质地貌、虚拟的矿产资源、虚拟的耕地开发、虚拟的气候温度分布、
虚拟的生命运动、虚拟的生态环境、虚拟的地理测量、地理表达、地质绘图以及与之相关的虚拟城市、
虚拟社群、虚拟文化、虚拟政治、虚拟军事、虚拟经济、虚拟区划，特别是与人类生存紧密相关的各种
生态现象，都是虚拟地理要研究的重要领域。
①

三、虚拟空间与机器
在虚拟空间这个“人、地、机”一体化的系统中，机器，即电脑及网络系统显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
用。没有电脑就没有虚拟空间、虚拟地理或虚拟现实。虚拟空间是电脑制作和显示的空间，因此也
是一种银屏空间和网络空间。它既拥有视觉、听觉等感官效果，也拥有计算、判断、分析、综合等智力
效果。在这种系统中，由于计算机的智能化，往往可以替代人而独立工作，以至发展到今天的机器
人、电子人，实质上是人和机器的结合，即这种特殊的机器既具有机器的功能，又具有人的性质，如今
天踏上火星的探测器就是一种高级的机器人。正是它具有超越于人的功能和性质，使得它能够完成
人所不能完成的工作，胜任火星或其他星球上的地质、地理、气候、生命现象等多项探测任务。
当然，在虚拟的“人、地、机”系统中，电脑和网络的任务主要是制作、输入、储存、显示和传播虚拟
空间、虚拟地理和虚拟现实。就人这个操作者来说，电子人就是工具和机器，而对于虚拟空间来说，
它又是与之不可分割的媒介和载体。在现实中一幅画完成之后，它可以离开画家和画笔而独立自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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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成为客观存在，而一个虚拟空间存在则要依赖于人和机器。它需要人去操作，需要机器去展示，
当然也可以通过一个机器人去同时操作和显示。单独的一件艺术品可以直接供人去观赏，而一个光
盘、软件若离开与之相关的人机系统，它什么也不是，其中的信息价值和数码功效全部取决于人和机
器。在这个系统里，现实本身完全陷入且浸淫于虚拟意象的情境之中。换句话说，“所有种类的信息
全都包藏于机器和媒介之中，而且由于媒介变得十分全面、多样和富于延展性，使得媒介在同一个多
媒体文本里总是吸纳了所有人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经验”，因此该系统归根结底是一个人造系统。
正因为如此，在虚拟空间的人机系统中，机器决不是一件死物，它是负载着人类全部智慧的智能
机，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今天的机器、电脑将日益智能化和人机化。那时，今天流行的机
器人将更多地具有真人的性质和功能。在虚拟空间或虚拟世界中，它尽管还不只是一个现实的生物
人或社会人，但无疑它是一个超现实的、超自然的、超时空的人。它是一个有关人的信息体、数字库，
是一种经过严密编码的符号系统。一句话，它是一个“电子人”。在虚拟空间或虚拟地理中，它既是
该制作和掌管空间的主人、拥有者、使用者，也是该种空间中的导游者、游览者和考察者。它与现实
人的区别是：现实人作为生物的人和肉体的人不是超自然的存在，而是一个拥有新陈代谢功能的生
命体。他存在于宇宙之中，生存于大地之上。而电子人则是超自然的存在，它可以存在于虚拟的宇
宙之外，凌驾于虚拟的地球之上；当然同时也可以与虚拟的宇宙和地球融为一体。
也正因为电子人具有这种人机统一的性质和优势，所以今天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国家，不论
是从事战争，还是进行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人类都将逐步地不再亲临其境，而是使用机器人、电子
人直接地进行操作和行动。比如人们要想加速一个落后地区的建设步伐，重要的是借助现代发达地
区的成功经验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利用虚拟空间和网络系统，在远离被开发地的网络节点上，建立起
“开发地指挥中心”或者是“虚拟地区构建中心”。正是在这里，通过机器远距离地进行具体地筹划和
设计、操作和实施、管理和治理、生产和销售以及其他诸如金融、商业、文化、艺术等实践与活动。具
体的做法是，“虚拟地区构建中心”可以利用因特网、万维网转播开发方的规划和决策；构建二维或三
维的场景预见、产品样式；提供具体工程的图纸、图像和模型，进行可视和不可视的相关数据解释；模
拟和分析被开发地的开发项目的相关资料、要素、过程和远景；进行具体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管理
与使用，提供最新的信息、意向和理念。这个“指令发布中心”与古代战争的“帅府”或两次世界大战
期间的“战争指挥部”的巨大区别就是：它完全像是海湾战争期间美国的“五角大楼”，几乎是在进行
着一场“无人战争”一样，也在进行着一项“无人的建设工程”。过去的帅府只能给士兵提供进攻的命
令，而今天的“指挥家”，一部全息电脑或电子人，通过三维空间几乎可以把敌方的地理、地貌、地形、
武器设备、兵力多寡、进攻目标都在电脑屏幕上展露无余。
总之，在现实的建设过程中，也像“远程战争、远程教育、远程娱乐或远程购物”一样，能够同样地
进行“远程建设”。一切在现实世界中，在被开发地区必须做和能够做的许多工作，都可以在网络世
界中进行，而无需领导者、投资者、科学家、甚至是工程师等知识和信息的拥有者“事必躬亲”，只需被
开发地有一定数量的高级实践人才和拥有相应项目的熟练技术的劳动力即可。反过来，被开发地也
需要有接收指令的设备或万维网的浏览器，使更多的人能够直接在网络世界中接受指令、获取信息，
以便具体地去操作和实践，去开发和建设，去生产和销售，去工作、生活及娱乐，去打“一场无需消耗
过多人力的战争”，而最后的收获却是最初投入的百倍或千倍。为此，类似利用一批智能人去开发那
些人迹罕至的荒漠或海底世界，以便为人类创造更多的物质资源，将是未来的虚拟技术所要承担的
最重要的项目和任务。
当然，不论是开发者的目的、意图，还是具体方案的设计与实施，都不可能是完全的无中生有。
它必须是基于某种程度的调查研究和实地考察。然而即便是这项工作也仍然可以在网络世界或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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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空间中进行。其做法是被开发地的信息输入者将有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风俗习惯、地方传统、
人口密度、土地质量、地区特产等相关的信息资料、数据图像，包括三维图形、三维地理地质环境一起
输送给“开发中心”专家学者分析、解释、决策、规划和设计之用。就像传统的地质学研究，不论一位
地质学家具有怎样的资历和权威，都必须亲自爬山越岭、深入荒原沙漠，并且主要依靠罗盘、锤子和
放大镜这三个主要工具来获取第一手资料，然而今天的遥感、遥测、电子摄影、数码摄像、高级采样
机、智能分析器，完全可以通过网络空间进行实地的考察和信息存储与传输。一位地质学家几乎完
全可以坐在办公室里或实验室里，凭借电脑屏幕、浏览器和电子人的帮助而进行科学研究和分析。
因此今天的投资者、开发者、管理人员、高级规划师、设计师、工程师和技术员，都可以利用“ｂａｃｋ
ｏｆｆｉｃｅ”进行自己的职业工作，
而无需在被开发地安家落户，或是长期与自己的家庭分居。当然，被开
发地也要有必要的辅助人员来做一些具体的实践工作，但担当这些任务的人只需要能够浏览信息、
理解信息和从事熟练的具体工作即可。理论的建构、图形的绘制、三维环境的构建等等，都可以由专
家、学者通过操作电脑或高级的电子人来进行。而且，这些专家学者在对所接收到的信息资料进行
分析、归纳和提炼的时候，也决不会像传统的科学家或高级技术人员那样，主要地是限于感性材料或
感性经验，而是重在考察现实世界中的某一个地方，而然后凭借想象创造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的三维
场景、三维空间、新的地理环境、生态环境、人文景观、公众场所、娱乐形式以及新的社群成员、社群组
织，塑造新的生活习惯，移风易俗，构建新的社群关系、管理机构、工作模式和社区形式。
总的来说，在虚拟空间中，人作为能动的主体，“必须靠我自身成为我所是的东西，完全靠我自身
制定概念，完全靠我自身制造一种在概念之外存在的状态。” 而虚拟人则是人的创造和升华，虚拟
地理也是人的创造和构建。虚拟人离不开现实人的原型，虚拟地理也离不开现实地理或现实时空的
基本特征。只是虚拟空间占有的空间不是现实的空间，拥有的形状不是现实的形状。它只能在电脑
平面上展示，在网络中运行。它既可以存在于人类思维的自由想象中，也可以存在于电脑网络、虚拟
人、电子人或现实人的鼠标操纵中。
（责任编辑：杨嵘均）
①

，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Ｍａｎ Ｅａｒｔｈ ａｎ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ＺＨＡＮＧ Ｚｈｉｃａｎｇ

：
，
，
ｗｉｔｈ ｍａｎ，ｅａｒｔｈ ａｎ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ｙｓｔｅｍ，ｍａｎ ｉｓ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ｈａｔ ｋｎｏｗｓ，ｃｒｅ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ｓｐａｃ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ｍａｎ 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ａｓ ｍａｎｓ ｈａｂｉ
ｔａｔ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ｓｐａｃｅ，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ｃａｒｒｉｅｒ ｏｆ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ｂｏｕｔ ｓｐａｃｅ
ｆｏｒｍ，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ｆａｌｓｅ ｎｏｒ ｅｍｐｔｙ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ａｌ ａｎｄ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 ａｒｅ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ｏ ｏｕｒ ｐｏｌｉｔ

，

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Ｍａ

，

，

ｃｈｉｎｅ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ｗｈｉｃｈ ｐｌａｙｓ ａｎ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ｒｏｌｅ ｉｎ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

ｓｃ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ｏ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ｐａｃｅ． Ｎｏ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ｎｏ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Ａｓ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ｖｉｒｔｕａｌ ｓｐａｃｅ；ｌｉｖｉｎｇ ｓｐａｃｅ；ｍａｎ；ｅａｒｔｈ；ｍａｃｈｉｎ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ｒｏｂｏｔｓ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ｍｅｎ ｗｉｌｌ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ｒｅｐｌａｃｅ ｒｅ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ｓ ｉｎ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ｓｐａｃｅ．

①

０１２

［德］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 年，第 １４９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