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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匿于块茎星丛中的区块链美学

张 晖

内容提要 以去中心化为主要特征的区块链使系统内每个节点都有可能成为非永

久性存留的中心，它为数字货币和新型智慧城市的诞生提供了技术支持，并在重

组社会结构的同时重塑人的思维模式和审美形态。本文拟从同中有异的“块茎”

理论和“星丛”概念出发，深入分析区块链不断解域-再结域的悖论本质，借以观

照区块链美学在德语现代派都市文学中的意蕴和功能，探究这些作品是如何通过

蒙太奇技巧缔造解离且联聚的区块链式结构并在其中进行主体性反思的。

关键词 区块链 块茎 星丛 去中心化 蒙太奇 都市

2008年11月1日，金融海啸呈现失控态势后不久，一个自称中本聪（Satoshi 

Nakamoto）的日裔美国人发表了论文《比特币：点对点式电子现金系统》，文中描述

了一种叫做“比特币”的电子货币及其算法。随后，中本聪将这种基于区块链技术的

电子现金框架理念付诸实践：2009年1月3日第一个序号为0的创世区块诞生，1月9日序

号为1的区块接踵而至，并与前者相连形成初始链——此为区块链元年之大事。自兹迄

今，大约每过十分钟便会产生一个环环相扣的区块。各国对比特币这一新鲜事物的态

度不尽相同，但对比特币所依存的区块链技术都不约而同采取了积极探索的姿态。由

分布式数据存储、点对点传输、共识机制和加密算法提供技术支持的区块链应用，旨

在消解中心化机构对管理权的垄断，从而提升系统内每个用户的管理权限，由此带来

两大福祉——容灾能力和防篡改机制。区块链最突出的特征是“去中心化”，但这并

不等于没有中心，事实上，它所提供的技术支持使得节点自主选择中心变为可能：每

个节点皆有希望成为非永久性存留的中心，反过来临时充当中心的节点对他者决不会

构成强制性压迫。

在贸易摩擦、金融震荡、瘟疫流行和种族冲突等风险因素大大增加的未来世界，

经历了十余年的技术实验和市场酝酿的区块链能否在数字货币领域及各种实体经济范

围内成功晋级为不可或缺的底层代码？其自我实现是否顺应着现代社会都市化、网络

化和全球在地化等大势所趋？我们又能否在现代思想先行者和文学实践者处从美学视

角汲取区块链的灵感？本文将借助“块茎”理论和“星丛”概念，从社会批判角度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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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区块链“去中心化-再中心化”的悖论特征，并对其中蕴含的“逃逸”与“聚合”的

双重内驱力略陈管见。基于这些理论，本文还将尝试着在德布林等晚期现代派德语作

家的文学实践中追溯“区块链美学”滥觞之源，以期揭示区块链不仅在具体社会生活

中拥有与虚拟/实体经济密切结合的能力，而且在缔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语境下也

契合着人类社会自我重组的自然之道。

一、沿着块茎的逃逸线解离

1968年五月风暴，一场由经济危机和反越战引发的大规模民众暴动席卷全法。

在此时代背景下，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吉尔·德勒兹与菲利克斯·加塔利于1972年

推出了他们的首部合著《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此书不遗余力地

抨击了代表现代社会父权意志的精神分析师遵循“树”思维模式将一切心理问题都归

因于原生家庭和童年经历的一贯做法。时隔四年，二人合写了一篇谈论“块茎”A

（rhizome）的长文，首次运用块茎概念来描述一种超越西方二元论传统和社会等级结

构的思维方式。1980年，此篇文章被收入《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卷2）：千高原》

中。

因果思维模式主导西方思想界两千余年，制造出种种具有中心化倾向的等级系

统。德勒兹和加塔利将这一主次分明的谱系式结构比喻为“树”或“根”B，借此形

象揭示出人如何专横地以单一真理为尺度去界定事物，以求在确定自我与他者边界的

同时实现权力意志。而“块茎”思维则与“树”思维分道扬镳。块茎作为植物学术语

指的是植物茎的一种变态形式，它多呈块状横生地下，沿水平方向绵延，向下可以生

根，向上可以发芽。德勒兹和加塔利借块茎隐喻去中心化思维模式：人们不再把事物

之间的关系视为派生性质的“源”与“流”，由此彻底瓦解了一与多、因与果、主与

次等二元结构。块茎思维绝非对抗性思维模式，其去中心化的目的在于强调个体的真

实，是用“实在的发生”去取代“先验的主体”。显而易见，德勒兹对现实经验和个

体独特性的重视完善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哲学要义，同时也继承发展了马克思关于

“人的解放”的思想。

A在德勒兹著作的汉译版本中，“rhizome”常被译为“根茎”，本文将通篇采取“块茎”这一译法，以便与德勒

兹明确反对的“树-根”的思维模式区别开来。下文皆同，不再赘述。

B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姜宇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4页。后

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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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去中心化倾向的块茎理论不仅适于描述森林和地穴等地理实体，也可精准

概括包括人类在内的各种群居生物的流动性和再生成等特征。从本质上讲，宇宙即

一个时空无限的“反-谱系”块茎结构（《资》：12）。这个系统里每个节点皆可成

为入口，且各自保持异质性，因此在任意两点之间均存在“连接”的可能与必要。

连接一旦形成，便会不断偏离中心，终止与同一性的任何关联，从而打开前往其他

维度的通道。“与结构、树或根不同，在一个块茎之中，我们无法发现点或位置。

在其中只存在线。”（《资》：9）这样一个多元体不是被内部而是被外部界定着，

刺激块茎滋长的并非来自中心的主体指令，而是源于抽象线、逃逸线或解域运动

（deterritorialisation）：“一个块茎可以在其任意部分之中被瓦解、中断，但它会沿着

自身的某条线或其他的线而重新开始……所有块茎都包含着节段性的线，并沿着这些

线而被层化、界域化（territorialiser）、组织化、被赋意和被归属，等等；然而，它同

样还包含着解域之线，并沿着这些线不断逃逸。”（《资》：10）解域运动和再结域

（reterritorialisation）进程相互连通、彼此掌控，每条逃逸线都可能“重新遭遇到对所

有一切再度进行层化的组织，重新赋予一个能指以权力的构型，以及重新构成一个主

体的属性”（《资》：10—11）。

区块链的诸般属性均符合块茎原则，仅以数字货币为例便可洞晓二者的近缘性：

区块链货币持有者仿佛置身于块茎网络之中，网络上的每个异质性节点都可成为入

口，它们彼此区别，又保持着同等地位，共同构成对等的点到点网络，为货币持有者

发布公告提供公开、公平、透明的平台，以便他将某个地址上的区块链货币所有权在

确保周知的情况下移交给另一地址，从而形成一个连接；反过来，新持有者若想要支

出这笔钱，则需提供一个可由公众验证却无法篡改的“数字签名”，并再次发布一条

带有这个数字签名的公告，把所有权移交给其他区块链货币地址。这一过程正如块茎

节点那样不断地引出旁支，完成一系列“界域-解域-再结域”运动，并在整个区块链

系统中形成一个永动不息的矢量场。这里任何节点都不再是凝滞孤立的点，而是随时

准备逃逸的线。这个结构宛如块茎的矢量场作为非中心化系统，功能上等同于有限自

动机制网络，确保交换可在任意两点之间发生，而各分支/渠道皆非预先设定，个体仅

通过某个既定时刻的特殊状态得以界域，以便局部运作可随时相互协调，并促使整体

性效果最终趋于同步，而这一貌似复杂的过程却完全不必听命于某个显形且强大的中

心权力机构。不言而喻，区块链技术所支持的去中心化进程既可有效防止内卷化社会

形成，又能在节约社会协作成本方面尽显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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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星丛的局域内联聚

“星丛”（constellation）这个术语源于天文学或占星术。从词源学角度考察，该

词由拉丁语词根“stella”（星星）和前缀“con”（共同）构成，组合在一起可直译为

“星辰的聚会”。最早将这一概念应用于认识论和社会历史批判的是本雅明A，他拒

绝卢卡契的整体性结构理念，主张用星丛既松散又联结的存在状态来说明概念与客体

之间非强制性的辩证关系，畅想某种类似于“星座式不断变化的整体格局”B。星丛

理论的提出旨在拆解同一性，维护特殊性，使对象在同一性解体过程中重获新生：一

方面，星丛是保留历史差异性的集合；另一方面，它召唤着人类在这个碎片集合体中

实现宗教顿悟式的瞬间体验。本雅明相信，这种价值观上的体悟可以及时填补同一性

认识论被颠覆时造成的真理阙如。

阿多诺借鉴了本雅明的星丛理论，但这种借鉴绝非简单克隆：他从本雅明星丛

的碎片化倾向发展出一种崩溃式的极端外观，并从瞬间化逻辑推衍出“非同一性”逻

辑。盖因当工具理性协助人类达致占有自然客体的同一性目的之后必将反噬人类主体

自身，故而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里运用星丛隐喻取缔了主客间的等级关系，凸显

出“客体优先”原则，颠覆了同一性的真实存在，转而对异质性给予充分尊重。依其

主张，主体不应仅依赖单个概念对客体进行肆意切割，而应基于一“丛”概念组合去

静观客体。星丛理论缓和了主客二元对立，它既非一意孤行地执着于主体，也没有过

于理想主义地出让自我，它要建立的是一种新型的和平依存关系——各种异质性因素

互不统属，但各自介入。正如天文学意义上的星座，每个星座内部的星辰皆和平共

处，没有哪颗星星会被视为中心，而是由众星共同维系着星座的想象外观。这个尊重

客体差异性、充满非同一性色彩的星丛，表面上看是主体的急遽萎顿，实则是主体性

的真正觉醒。主客重建和谐关系的过程中，非概念性内容从概念的同一性制约中解放

自我，使用价值从交换价值的压制下还原自身。在对资本主义强制性同一化社会的猛

烈批判方面，阿多诺星丛理论显然受马克思的影响甚巨。

星丛概念与块茎概念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相同之处在于二者都致力于在哲学领

域打破“同一性”的主流逻辑，在社会批判方面为加速新鲜事物的产生而倡导建立非

等级化关系；不同之处在于德勒兹青睐逃逸线，而阿多诺则更关注节点之间互为中介

A参见瓦尔特·本雅明《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李双志、苏伟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12页。

B斯蒂芬·布隆纳《修复碎片：沃尔特·本雅明的救世唯物主义（第一部分）》，朱宁嘉译，收入《马克思主义

美学研究》（第7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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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间性关联。设若块茎隐喻的是共存体系所蕴含的“解离”（dissociation）倾向，那么

星丛则暗示构成整个系统的异质性事物之间始终潜藏着一股“联聚”（association）力

量。星丛系统成员与块茎系统成员一样，皆非受同一性主体钳制、丧失自主能动性的

静止标量，而是每时每刻都在进行方向性运动的矢量节点，只不过在块茎节点上发生

着的是离心方向的逃逸，而星丛成员则转向局域内自主联结。

与星丛理论相比，块茎思维具有更鲜明的降维特征。德勒兹在“阶段性和层

化之线”以及“逃逸线和解域线”等术语表述中透露出对一维之“线”的无限痴迷

（《资》：28）。没有哪条线具有绝对优先权，也没有哪条线是根据同一性来安排

的，它们仅靠连接便可创造出新的质素。逃逸线可以随时阻断连接、打破辖域、穿越

边界、通往界外，它通过解域方式令区块链网状系统不断滋蘖，其结果并非派生出丧

失异质性的子系统，而是在去中心化过程中无休止地衍生着多样性。从块茎理论角度

考察区块链，我们看重的是它的离心力——与其说区块链是一系列物体与空间的组

合，毋宁说是发生在物体与空间之间的一系列永不休止的疏离运动。

而星丛视角下的区块链则更像马赛克图卷，在此蒙太奇拼接取代了线性因果链

条：“思想碎片越是难以直接参照基本构想来测量，其价值就越具有决定作用。表达

的光辉取决于这一价值，恰如马赛克的光辉取决于彩釉的质量。只有对某个实在内容

的细节进行极度细致的考究，才能把握真理内容。”A与以占有为目的的理性认识体

系不同，星丛是极为松散的集合体，其内部的每个主体都以“表达/表征”方式照见

客体，而非侵入客体。同理，区块链里众多不可通约的节点之间亦如星丛那样平等连

接，杜绝形成“控制-被控制”的剥削关系。这种认知方式拥有将直接经验不断陌生化

的潜力，它激活了人对主客体的批判意识，让各种元素相互疏离，得以重置，在承认

悖论和不连续性的前提下，再造一个充满否定性的集合体。“阿多诺用星丛来指吸引

和排斥的相互联系的作用，这种吸引和排斥的相互作用构成复杂想象的动力的、互相

转换的结构。”B归根结底，阿多诺追求的是掊击绝对同一性和维持相对同一性之间

的辩证关系。从该角度看，区块链明显具有星丛的多重特征：它反对同一性系统的封

闭和有限，渴慕的是不断进行自我重构的开放体系。例如区块链货币地址间发生的所

有权移交行为（即区块链内节点之间随时可解除或缔结的链性关系），恰似星丛差异

性逻辑里在主客体之间充当中介的主体批判，擅于通过对单子的否定性批判为新生事

物辟路。另外，个体在移交区块链货币所有权时需通过公告方式敦请公众监督，由此

A瓦尔特·本雅明《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第4页。

B马丁·杰《阿多诺》，瞿铁鹏、张赛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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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起一个公平公开的共识机制，营造出阿多诺所追求的相对同一性，以便在区块链

系统内始终维持一股暂时的强制力。

三、德布林都市文学的区块链结构

德国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经历了一段各派势力互相博弈的动荡岁月，涌现出一大批

经典现代派文学家，他们热衷于在都市题材作品中探讨个体与集体、此在与存在、多

样性与同一性的关系问题，为此放弃了以主体性和工具理性为基础的近代文学主流语

言，回归语言的指示性初始功能，借此将文学实践整合进多样性元素交织而成的网络

中，用蒙太奇解构人类中心主义的认知系统，并对现代都市珊瑚树般的区块链结构图

景进行重新编码。德布林（Alfred Dçblin，1878—1957）的《柏林，亚历山大广场》

（Berlin Alexanderplatz，1929，以下简称《柏林》）很好地说明了区块链美学是如何通

过放弃传统叙事技巧而有效防止主人公或叙事者主体性膨胀的。

《柏林》特有的混杂外观一言以蔽之是由“蒙太奇”赋予的：异质性图像或声音

碎片被密集拼接，意涵丰富的神话寓言和无关联的插曲突然阻断主要情节的演进，天

气预报、官署公告、歌词广告、科普文章、箴言演讲等互文性片段充当着小说人物活

动的布景。在这部拼贴画般的作品中，那些“虚幻的联系性”——传统叙事文学的报

告形式、完整连贯的情节、对主人公的塑造惯例——统统被蒙太奇冲溃，潜伏于社会

秩序背后的“混乱”露出了本来面目。A这种有悖于传统有机美学的蒙太奇写作范式

遵循的正是“界域-解域-再结域”的块茎运动原则：蒙太奇单子在功能上宛如区块链

节点，通过“层叠、堆积、翻滚、转徙”B等运动方式随时随地解除或缔结着与他者

的联系。它们在瓦解中心情节的同时通过意义明确的平行性或臆测的共鸣性构成充满

影射的场域，迫使中心意蕴“向着超现实意义领域敞开”C，将貌似无关的分布式存

在的意义节点连缀成星座般的“母题网”，把诉诸线性阅读的叙事作品改观成“必须

同时从左到右、从上到下进行阅读”的“乐队总谱”D。在颠覆绝对同一性和营造相

对同一性之间如何维持平衡这个问题上，德布林作品体现出的区块链美学和阿多诺的

星丛理念不谋而合。具有区块链属性的蒙太奇驱动着整部小说运转不息，在这个矢量

AErnst Bloch, Erbschaft dieser Zeit, Frankfurt a. M.: Suhrkamp, 1962, S. 221.

BAlfred Döblin, Aufsätze zur Literatur, hrsg. von Walter Muschg, Olten und Freiburg: Breisgau, 1963, SS. 19-20.

CKlaus Müller-Salget, Alfred Döblin: Werk und Entwicklung, Bonn: Bourier, 1972, S. 339.

DOtto Keller, Döblins Montageroman als Epos der Moderne: Die Struktur der Romane „Der schwarze Vorhang, Die drei 

Sprünge des Wang-lun und Berlin Alexanderplatz“, München: Fink, 1980, S.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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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里关于主人公的情节叙述总体上尚能向前推进，可视之为“层流”，所有楔入的蒙

太奇片段则汇聚成“湍流”。这两种叙事流的交替形成了一种循环可逆的“层流-湍

流-层流”的转换机制，机制中蒙太奇之间的连接旋生旋灭，主要情节和蒙太奇部分的

关系也变得张弛有度：主要情节→因果关系链崩解→异质性碎片糅合成混杂体→重建

主要情节。A

在叙事层面上使用蒙太奇，产生出既能推进情节又能随时阻断其连续性的“驱动-

制动”机制——这种区块链式的结构方法在两次大战期间的德语文学中绝非仅见于德

布林。实际上，布莱希特的首部正剧《屠宰场里的圣约翰娜》（Die heilige Johanna 

der Schlachthöfe）、贝恩的“桔子风格”（Orangenstil）小说B以及他运用词语直接

聚合创作而成的现代诗，均体现出区块链式的谋篇布局。该现象之所以会在1920年代

的德语文坛上层出不穷，与当时德国社会的急剧变化是分不开的。魏玛共和国于1924

至1929年之间经历了一段短暂的繁荣期，由于外国资本全领域涌入德国，刺激了经济

和公共部门的投资，也将新型生产科技和企业管理准则引入工商业。尤能引发民众直

观感受的是大众文化的勃兴，以电影广播为代表的新型大众媒体迅速崛起，以大众消

费为导向的休闲文化方兴未艾，大都市中产阶级愈发倾向于将金钱和时间大把撒进影

院、画展和百货商店等现代消费殿堂里。这种自由主义消费方式是德国人长久以来被

压抑的现代化渴望的行为表达，其核心理念正是区块链的本质属性——去中心化。

从历史上看，德国，尤其是北德地区的去中心化社会理念由来已久，我们仅以

汉莎同盟为例便可理解两战间德国人的这种心理表达良有以也。共同体是人类文明长

久的存续之道，十三世纪庞大的鲭鱼捕捞业催生出汉莎同盟这一波罗的海-北海贸易

共同体。无论就其网络整体而言，抑或从每个入盟城市的微观来看，它都呈现出既松

散又连接的区块链式结构。与北美十三州相比，依托于北德众多自由邦的汉莎同盟更

加松散却弹性十足：汉莎全体大会的召开不定期；与会城市数量从七十到一百七十不

等；会议决议不被普遍遵守；每个经过严格审核方可入盟的城市都是自治体，只需和

并无实权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直接缔结契约，不必向中间的任何封建层级效忠……这

一切都非常契合区块链去中心化、扁平化、自主连接、平台透明监督等基本属性。虽

然汉莎同盟城市互不统属，但彼此之间却可以自由结盟，于是吕贝克-汉堡-不来梅、

A参见张晖《蒙太奇旋涡中的解离-联聚-整体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21-22页。

B贝恩对“橙子风格”小说的界定：“以橙子风格构筑起来的。一个橙子由众多相同、密匝、等价的小瓣、独立

的自然果室、或人为的切瓣组成，不同的切瓣可能所含的果核有多有少，但它们都不会四分五裂地向外逃逸，而是

趋向核心，向着我们在剥橙子时通常会扔掉的白且韧的梗辐辏。此韧梗即‘表型’、存在者，除它之外，不存在什

么其他的关联。”（Gottfried Benn, Doppelleben: Zwei Selbstdarstellungen, Wiesbaden: Limes, 1950, S.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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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隆、诺夫哥罗德、布鲁日、伦敦五个星丛式经济聚落逐渐形成。1669年汉莎同盟解

体，但它的城市组织理念广泛沉淀于波罗的海周边地区。

德布林的出生地什切青和长期生活的柏林都曾是汉莎同盟成员，散点多元的城市

结构奠定了作家活动空间的底色，也赋予了《柏林》先天的区块链美学气质。柏林在

等级制退场、重塑契约精神、社会一体化暂时缺席的1920年代发育成包含多元板块的

块茎式城市，作为小说故事背景的亚历山大广场便是其中一个星丛式聚落。底层民众

为讨生活在此聚集、联络、离散，他们的生存状态正如书中勾勒的利林大街一所居民

楼里的日常生活那样孤独隔绝A，然而为了求存，他们能与任何一个他者发生关联，

但由于始终缺失一个公平公正的监督平台，到头来每个人都不免陷于幻灭的绝境，并

最终走向强行一体化的政治漩涡。1920年代德国的黄金时代昙花一现，很大程度上是

用力过猛的现代化尝试与尚未发育成熟的现代政治经济介质之间脱节造成的，而现代

都市社会内部种族之间、阶层之间、城市管理环节之间以及意识形态光谱层级之间的

“技术失润”对此也难辞其咎。

结  语

不论百年前的魏玛共和国，还是人皆奋袂攘襟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充满危机

的时代往往也是社会结构重组的时代。此时人们作为生存系统里的“此在”节点既有

个体崛起的冲动，也有自我放逐后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回归渴望。这种随时准备疏离

中心、又寻求与他者平等互动的矛盾诉求集中出现在百余年来人类的城市化进程中：

正如《柏林》中所展现的柏林，现代都市即令时时处处存在着暴力、混乱与无常，然

而它通过貌似芜杂的块茎式生长也在时刻充当某种“保障”功能系统——仿佛一张互

联互通且开合自如的大网，不见中心，但见节点，它依靠人际间充满偶然性的交换与

沟通织就自身，反过来又不动声色地为新的人际交换提供特殊保障。

这种比单一中心的传统城市更高效的多元中心都市兼具块茎系统的散点外观和星

丛区域内联聚合作的特点，而赋予现代都市灵活功能的正是区块链“解离-联聚”的组

织原则，它以次协调逻辑构筑起晚期现代派德语都市文学的基本审美特质：蒙太奇碎

片和插曲式情节等零散板块的自由组合，使原本具有中心化倾向的传统文本结构在区

块链化过程中受到牵制，而建立在有机美学基础上的同一性认知被丰富的意义群组合

AAlfred Döblin, Berlin Alexanderplatz: Die Geschichte vom Franz Biberkopf, Münche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2008, SS. 12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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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观众习以为常的文本元素不断逃离情节中心，彰显出区块链美学“文本-离心”

的本质属性。这些解域后的碎片令作品的主体结构块茎般旁逸斜出、摇曳生姿，并接

二连三地引发观众的认知错愕，这种陌生化效果诱使他们展开无尽的想象，区块链单

子得以在想象内重新联聚，形成星丛般的新意义组合，最终使文本总体上仍不失完整

性的基本外观。

现代社会结构的调整诞育出文学审美的新型表达，晚期现代派德语都市文学为

我们提供出区块链美学一种可能的发轫点。区块链美学自滥觞之日起便没有停歇过它

进化的脚步，反过来也不断优化着城市文明的想象蓝图。如今区块链与互联网、物联

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相结合，不仅重组了实体与虚拟经

济，而且与城市管理服务积极融合，不断提升城市治理水平，疏解着中心化治理导致

的大城市病。这种新型智慧城市是一个追求高扩展性和快速迭代的“敏态”系统，在

这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内不但能实现跨界的横向联动，而且也将大大优化垂直管

理的纵向协同。尤其是在抗疫与经济并重、安全与效率兼顾的时代语境下，由于应对

逻辑相反（抗疫重在隔断，经济重在联通），以“界域-解域-再结域”为组建原则

的区块链都市恰好可以发挥其节点连接自主性高的优势，既能为抗疫工作提供隔断条

件，也能为经济活动的重启随时提供互联互通的保障。

自隆古而垂今，中华文明对“和”的理念孜孜以求，而被区块链美学奉为圭臬的

不正是以“和”为代表的非等级制连接逻辑吗？——于“和”中求平等联系，以臻于

“和”而不同的境界。在瓦解中心霸权、谋求区域合作的全球在地化的当今世界，人

类命运共同体庶几乎唯有建立在不断解离不断联聚的区块链网络上，方能开创“黔首

绥和，文身向化”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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