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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本期刊发来⾃自德国和美国的两位哲学领域的学者的⽂文章!专题讨论新技术时
代⼈人的意义困境$早在上个世纪后期!德⾥里里达就预⻅见了了媒介技术如何围困我们的意义表达$⽽而
在今天!技术已经延伸到我们的⾁肉身!&媒介’这个概念的内涵正在被悄悄改变$ 埃⾥里里希(霍尔
提出技术的变⾰革带来了了&后感知秩序’命题!⽽而这个具有⼀一点乐观⾊色彩的说法!却可以⽤用张正
平提出来的&意义的传递乃是⼀一种消失或者改变’的话题来拷问$ 在今天!技术和媒介的社会
组织性是否已经深⼊入到我们不不能完全了了解的⽆无意识深处) 这个疑问将会⼀一直纠缠下去$ 值得
⼀一提的是!这⼀一期与下⼀一期刊发的四篇⽂文章!有两篇都是作者授权中⽂文⾸首发$ 其英⽂文稿件明年年
将会在美国发表$ !周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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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依托技术条件发展⽽而⽣生的控制论挑战了了传统的阐释学范畴!标志着⼈人类进
⼊入技术状态的新领域!⼈人类体验世界的⽅方式与建构感知⽂文化的过程也在发⽣生转型$ 感知是
这⼀一领域的本质机制!且感知⽂文化依赖于对特定技术的解读$ 因此!重新对技术世界进⾏行行
本质意义上的哲学描绘显得尤为重要$ 技术条件的变⾰革引发了了⼈人类感知⽂文化的转型!它包
括了了感知的技术移置和⼀一般⽣生态学层⾯面的重议两⽅方⾯面$ 感知的技术移置是技术条件下传
统感知⽂文化发⽣生错位和毁灭的结果! ⽽而⼀一般⽣生态学层⾯面的重议则注重技术基础上主体与
客观世界关系的转型$ 两个层⾯面相结合的技术感知问题将成为⼈人类未来关注的重要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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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的技术移置

!渗透在技术中的意义是遮蔽的#"!⻢马丁(海海德格尔如是描绘 BCGC年年的状况#⼆二⼗十年年前，他毫
不不含糊地论及!现代性本质"中充斥的!完善的⽆无意义时代"，将!⽆无意义"描述成绝对的!现代性视
界"#"!古⽼老老的根植于⼤大地的状态"在⼯工业化$两次⾼高科技世界⼤大战和⼈人类现实的控制论转向之后
便便再也难以维系，尽管如此，⾯面对这⼀一状态的永久失落，海海德格尔最终并未哀叹古⽼老老感知的消逝，⽽而

是转⽽而专注于!新本⼟土性"#的兴起和技术条件下新感知的形成#从很⼤大程度上说，这⼀一转型仍在迫
近，海海德格尔对此有着超常的哲学直觉，他⼒力力图确⽴立⼀一个!⼈人们能再次认同"的!新领域和新基础"，
以期⼈人!以全新的⽅方式繁盛"#$因此，海海德格尔绝⾮非是反对技术和感知，他也不不赞同感知从根本上
说是⼀一种先于技术$反技术，甚⾄至⾮非技术性的实体这⼀一观点#这种实体源于主体性与主观性，受到科
技产品批量量⽣生产$科技器器械和⾃自动装置的威胁（两者也遍布于⼈人类⽣生存空间的各个领域），简⾔言之，
它受到处于主导地位的⼯工具理理性的威胁%%%即从胡塞尔⼀一直延续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独断论态度#
相反的，海海德格尔认为，!技术世界中存在⽆无处不不在时刻影响我们的隐含意义"，因此关键要!对技术
中的隐含意义保持开放"#%⼿手⼯工艺世界的感知⽂文化正在衰退，尽管海海德格尔对此深表同情，但他对
技术产品新兴背景的态度却出乎意料料地开明#
将主体放置于客体世界中，并将⼀一切感知解释为⼀一种本质上与制造有关的情况%%%如果说海海

德格尔早期以⼯工具为核⼼心的!此在"阐释学⾸首先通过这种⽅方式引出!存在"的问题，那么他便便已经意
识到了了客体地位不不可避免的历史性和动态性，这最终为其栽培的此在阐释学耕好了了⽥田地#海海德格尔
对意义强有⼒力力的重塑和对感知的再定义，以及其对阐释学的总体审视最终反⽽而弥漫着⼀一种特定的$
正在衰退的!客体%历史性"倾向#不不过，早在 \[世纪 T[年年代中期，海海德格尔对!实在问题"的传统
阐释持存疑态度，他亲身观察了了新兴的!科学技术客体⽂文化"#受此启发，海海德格尔论证了了⾃自⼰己怀疑
的合理理性：!我们的世界观很⾃自然地认为，⼀一种对物*实在性)的古⽼老老解释主导着我们，⽽而实际上物以
截然不不同的⽅方式与我们照⾯面#"&当思考量量⼦子物理理学和技术问题时，海海德格尔清楚地意识到，!事实
上，⼀一种对事物原初的指涉正在消亡"#’从今⽇日的媒体哲学和技术哲学的视⻆角来看，这个说法是划
时代的，可以被确切认为是⼀一种新兴且⽇日渐⻛风⾏行行的物和客体导向的技术本体论，它具有真正的不不确

定性$原初的不不⾜足$结构缺陷，不不可避免的不不⾜足，以及影响各种指涉性和关联性的基础性错误#
发展⼀一种全新的，对技术世界根本意义上的哲学再描绘，概念⼯工具必不不可少，虽然海海德格尔最

终并未获得这⼀一⼯工具，但他呼吁对技术世界的感知（这在当时是被遮蔽的）保持开放状态，这是颇具

先⻅见之明的#尽管普遍的控制论已变⾰革了了我们与物$⽣生命实体$⾮非⼈人类实体$地球$⼈人类⾃自⼰己及其他
事物的关系，即是说，⼆二次⼤大战⾄至今，尽管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变⾰革了了主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且催

⽣生了了诸如!控制"$!监视"$!突⽣生"以及!⾃自⽣生"$!⽹网络"$!管理理"等概念，这却并⾮非是对感知的最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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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观点的提出与 .$/(0!’1 23(14 关于感知历史的提纲有关! 请参考 .53(06’1 73(148"9:5 ;<%=5##"(= <> ?:"+<-<@:48#
A:5 B%3C"#4 <> 9:<’=:#8 #%3(-D ;%3( <"- E3>><’+ 3(F B%5=<%4 E511< GH#+3(#"1 I"=:+3(F-8 2.J I’K3("#"5- L%5--8 MNOOP8 QQ!" 参考 *+&’F5 RD ,:&((<(8 "H S/#:5K/#"T/+ A:5<%4 <> *<KK’("T/#"<(8# A:5 U5++ ,4-#5K A5T:("T/+ .<’%(/+ QOD V
GMNWXP8 VON!# 控制论以在法国哲学杂志 A"YY’( 中的深度来理理解$"控制论假设# $A"YY’( 第 Q 期%QZZM&[14\5%(5#D ]<##"#D1<K^!$ 在我的论⽂文"A:5 H%#">"1"/+ _(#5++"=5(15 <> ,5(-5J A:5 I"-#<%4 <> ,5(-5 3(F A51:(<+<=4 3>#5% .53(06’1 73(14 GU4 ‘/4
<> B"+\5%# ,"K<(F<(P8# #%/(-D H%(5 a5 U<5C5%8 ?3%%:5-"3 MO GQZMVP$MM0QW 中$对感知历史有更更精确的定义!% ⽣生态科技概念的提出与南希关于⽣生态技术的演讲有关$在其中$他描述了了"世界的⽣生成’科技#以及"存在的科
技(⽣生成以及其结束#$出⾃自"‘3%8 E"=:#8 ,<C5%5"=(#4(A51:(58# U5"(= ,"(=’+3% ?+’%3+8 #%3(-D E<\5%# aD E"1:3%F-<( 3(F H((5
RD b)U4%(5 G,#3(><%FJ ,#3(><%F c("C5%-"#4 ?%5--8 QZZZP8 MQN0MWQ! 客体(历史原因主要将在此引⾔言的第⼆二部分揭示$我利利⽤用
这⽣生态技术的概念集中关注⽣生态和技术的融合问题$这⼀一点南希没有将之理理论化!& I3(- c+%"1: B’K\%51:#8 ?%<F’1#"<( <> ?%5-5(15J ‘:3# S53("(= *3((<# *<(C54 G,#3(><%FJ ,#3(><%F c("C5%-"#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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牒或是感知在技术世界⾥里里的穷途末路路，更更不不是主体性的消亡#不不过，这却是显赫$固执$独断和⽼老老旧
意义上的!感知"的终结%%%即对具有意义的!感知"的代表性理理解#!

早先，克劳德(R(⾹香农通过其著名的⾮非相关性语义学转向，于⽆无意中为感知史上即将到来的发
展提出了了⼝口号#信息与通信的⼯工程问题的重要意义，以及通信时代全新的!⼀一般理理论"都诞⽣生于此"，
尽管它⻓长期以来遭到误解%%%⼈人们将其视为跨境进⼊入超感知的⾮非阐释学领域表现#控制论的名称
所指涉的不不仅仅是个历史性的元学科，更更是本体论和认识论在!权⼒力力"和!主体性"历史中的存在形
式#，在这⼀一划时代的名称之下，我们⾂臣服于感知史中的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产⽣生并建⽴立了了!后感
知秩序"的新感知#$ 控制论诞⽣生以来，我们已经进⼊入了了技术状态的新领域，这⾥里里进⾏行行着体验世界和
建构感知的过程#这个新领域的本质正经由其⽆无根性⽽而逐渐变得明晰：其本质是感知的体制，它暴暴
露露了了感知原初的技术性，不不断融合⼈人类和⾮非⼈人类活动者，并在主体与客体相分前运作，它永远是修

复和补充性的，是内在⽽而⾮非超越的，它分布在各处，规模空前，同时它是有关⽣生态技术的#这⼀一感知
制度要求以崭新的⽅方式来描述其独具特⾊色的形成过程，⽬目前尚有待于去完成#%
近年年来，针对阐释及阐释学的怀疑论甚嚣尘上，已经说明了了外界对感知史上这⼀一根本转向作何

反应%%%尽管这类在⿊黑暗中摸索的怀疑主义者们有着各⾃自的动机和背景#也即是说，时代的规则同
样也适应于他们#然⽽而，在我看来，要从意义史的⻆角度来描绘我们现今的状况，最不不可或缺的并不不是!在场⽂文化"和!意义⽂文化"的汇集，也不不是回归!对在场的强烈烈渴求"和!临场效果"&，在⻓长期以来!⼈人⽂文学科阐释的中⼼心位置"’和居于主导地位的感知⽂文化的作⽤用下，这些东⻄西都被错位和移置了了#
换句句话说，对!在场"的迷恋或许是因为新媒体技术的发展都会对某种!前技术"和!前媒体"的直观
性提出要求，但描绘现今状况不不可或缺的并不不是!在场"#决定我们⽬目前状况更更重要的⼀一点，似乎是
我所谓的（改编⾃自胡塞尔的说法）!感知的技术移置"，它指的是传统意义和阐释学意义的感知⽂文化
在技术影响下的毁灭和错位，这从根本上改变了了感知的概念，也因此为整个感知⽂文化重新定向#(
在技术条件下，感知成为!共在"聚合在⼀一起的⼀一个维度，它穿越了了既定的本体论等级#在!共在"聚
集的表象下，（引吉尔伯特(⻄西蒙顿的话说）从根本上!重新发现⼈人类现实"已成为可能，甚⾄至技术时
代新型的后⼈人类⼈人道主义可能也即将发⽣生，!设若每个时代都能缔造新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
在某些⽅方⾯面与时代环境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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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超验主体的基础背景! 参⻅见 !"#$%#& ’()"*+"#, -%.)$* /%#" 01 203(4 %$& (4" 5"$"#%()0$67 (#%$68 ’("94"$ :%#."#

;’(%$10#&< ’(%$10#& =$)>"#6)(? @#"667 ABCDE, FGHGD" 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一篇著名的⽂文章#关于⼏几何学的起源$中!胡塞尔将
超验主体理理解为 %阅读& 主体! 他从死的形式中抽取出活的意义! 从⽽而 %将储藏在写作中的⾃自明激活&’ 参⻅见 I&J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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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 T%>)& L%## UI>%$6(0$P V0#(4W"6("#$ =$)>"#6)(? @#"667 XYZB[7 G\XHG\F"]0+1*%$* ^6"# 将阅读主体重新定义为具有彻底的
现象学特性!参⻅见(阅读的艺术$)帕德博恩和慕尼⿊黑!XY_‘*’ 关于影视超验主义!参⻅见 !"#$%#& N()"*+"#7 -"O4$)O6 %$& -)J"

GP a)$"J%()O -)J" %$& (4" b3"6()0$ 01 c%+%)6"7 (#%$6S N("94"$ :%#."# UN(%$10#&P N(%$10#& =$)>"#6)(? @#"667 FBCC[7 GdHZ_’ e">

c%$0>)O4 的 e%$*3%*" 01 V"W c"&)% Ua%Jf#)&*"7 cQ7 FBBC[ 也与此相关! 因为它很⼤大程度上定位于电影制⽚片技术 !⽽而
且+++⽤用他的说法+++致⼒力力于通过电影理理论和历史的概念镜头解码新媒体的语⾔言’ 另⼀一⽅方⾯面!c%#. :S VS K%$6"$ 从更更新
的,更更加中央处理理器器集成化⽹网络媒体技术的⻆角度强调了了即将来临的经验综合的⾮非电影原则!参⻅见 c%#. :S VS K%$6"$ %V"W
c"&)%7& L#)()O%+ -"#J6 10# c"&)% N(3&)"6! 更更多关于他以原始的环境条件为题的对于这⼀一新⻆角度的发展! 参⻅见 c%#. :S VS

K%$6"$7 %c"&)"$ &"6 FCS g%4#43$&"#(67 ("O4$)6O4"6 IJ91)$&"$ 3$& 3$6"#" 0#)*)$ #" =JW"+(f"&)$*3$*7&T)" ("O4$0+0*)6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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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0("$()%+)(?P-"O4$)O67-#%$6)$&)>)&3%()0$7%$&FC6(L"$(3#?c"&)%7%N3fN(%$O"jXFY7k0+S‘X7$0SG7FBXF7GFHdY’" K%$6"$7 %V"W c"&)%7&X_XS# 亚历⼭山⼤大-盖勒勒维对于⽹网络 .⾮非阐释学倾向& 的描述概括了了当代的感知⽂文化转向! 原因是数据不不再以传统的⽂文
化+科技感知的主体来阅读!⽽而是由⽹网络处理理!扫描!重新编排!过滤!然后插⼊入’能动性也同样分布于整个环境中!因⽽而主
体不不再是监督的权威’ 参⻅见 Q+"l%$&"# QS 5%++0W%?7 .V"(W0#.67& L#)()O%+ -"#J6 10# c"&)% N(3&)"67 "&S ]S gS -S c)(O4"++ %$&

c%#. :S VS K%$6"$ ;L4)O%*0P =$)>"#6)(? 01 L4)O%*0 @#"667 FBXB[7 FYB/亦可参⻅见 Q+"l%$&"# QS 5%++0W%?7 M3*"$" -4%O."#7 -4"

Ml9+0)(P Q -4"0#? 01 V"(W0#.6 ;c)$$"%90+)6P =$)>"#6)(? 01 c)$$"60(% @#"667 FBBZ[7 Xd‘HXdZ’$ 5)+f"#( N)J0$&0$7 m$ (4" c0&" 01 Ml)6("$O" 01 -"O4$)O%+ mfn"O(67 (#%$6S V)$)%$ c"++%J94? U=$)>"#6)(? 0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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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客体⽂文化更更活跃，更更⾃自动化，更更智能，更更融于环境，渗透于基础设施，加⼯工着我们的背景和

经历，运作于微时间领域，这些都是控制论的⾯面貌及逻辑的典型特征，其兴起宣告着感知历史⽬目前

的转向#我们与这些客体⽂文化紧密接触，它们与!技术逻辑"的完美含义真正贴合，最终将先验主体
的主权与治权分开#在这些情况中，主体均是完整和协调的，体现了了经验⽣生产和意义⽣生产中的媒体
技术条件#因此，主体的结构直接借⽤用了了基础媒体技术的元件，这恰是直接合并媒体技术环境和综
合主体的⽅方式#然⽽而，就阅读和（⽤用⽂文字或是图像）镜像主体来说，新技术型客体⽂文化的运作很⻓长时
间以来都是不不可读$不不可感和不不可辨的，它们也的确渐渐消逝得⽆无影⽆无踪#!媒体技术塑造了了各⾃自
的先验运作系统，⽽而先验运作系统⼜又指向⼀一个全新且⽆无法回避的!先验技术"，基于计算机⽹网络的!先验技术性""⼜又是今⽇日技术世界⼀一切经验的基础，新技术客体⽂文化的消逝不不仅颠覆了了先验的运作
系统，还最终击碎了了整个有意义的感知⽂文化，⽽而感知⽂文化恰是阐释学中主体类型的核⼼心#，因为这
种主体类型将美学客体视为意义的携带者，将技术客体从意义领域内排斥$驱逐出去，并试图否定
和取代它，这种状况⼀一直持续⾄至 FB世纪#

CYd_年年，与海海德格尔同时期，更更深⼊入关注技术客体和控制论发展的法国哲学家$机械学家吉尔
伯特(⻄西蒙顿根据古⽼老老的!客体政治"描述了了传统意义上感知⽂文化的特征#他在奠基之作&技术客体
的存在模式’的引⾔言中提出，如今的⽂文化⽇日渐与以控制和监管为基础的⽂文化形成了了鲜明对照，它是!失衡的，因为当其认可某⼀一客体，如审美之物，并在意义世界中给予其应有的位置，它将其他客
体%%%尤其是与技术相关的事物%%%驱逐到⽆无组织的事物世界，意义在这个世界中荡然⽆无存，客体

仅作实⽤用之效"$#恰恰因为这个，如今的⽂文化仍旧是!古⽼老老⽂文化，它将早先⼏几个世纪的⼿手⼯工艺$农业
技术合并为动态系统"，其标准代码是!建⽴立于⼈人类使⽤用⼯工具的经验"#%

⻄西蒙顿之后，阐释现代世界的!阐释学领域"&⾸首要且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通过遗忘或彻底驱逐
的⽅方法来排斥技术客体#此时的技术客体被贬低为⼯工具论功能和实⽤用功能，与⼈人类劳作的⼿手⼯工业及
农业世界相⼀一致，⽽而⾮非与附庸的$⼯工业化和技术化的世界相⼀一致，因此这⼀一现代阐释领域必将因技

技术条件

_CH H



!"#$%& ’% !&#(%)
!"#$%&#’%$ &() *’+#’%$ ,#’)"$- !⼆二!⼀一五年年 第四期

术产品的演进和批量量⽣生产⽽而遭到削弱#⻄西蒙顿将!技术机组"或机器器⽹网络的出现视为!开放的机器器"，
与封闭的机器器不不同，它构成了了⼀一个全然的!技术产物的社会"，也将⼈人类包含在内，作为其阐释者#!
从!封闭客体"到!开放客体""的逐渐转变和⽹网络结构的由此出现，其中不不乏新媒体中的数码$信息
和 *./密集区的植⼊入⾏行行为，同时还有⾃自动环境技术的植⼊入，它们共同代表了了转型中技术的新特性#
这最终超越了了基本的绝对意向和各种形式的直觉，⽽而这两者都处于意向性主体的掌控之下，意向性

主体赋予并携带意义，曾是意义⽂文化的核⼼心演员和关键主演，它⽤用⼀一种⾮非意向的$分散的和技术性
的新主体来取代意向性主体，这个新主体正以机械进程的转变和速度为特征#在这⼀一技术环境下，
传统意义⽂文化的范畴及与之相关的概念和直觉体系%%%也即意识主体与前技术的时空关系%%%失

去了了描述和提供证据的能⼒力力#我们⽇日渐清晰地看到，这些范畴所表达的超越性是⼗十分局限的，因为
它忽略略了了⼀一个事实，即所有主体性的⽣生产和运作都充满了了技术性#当⻄西蒙顿仍旧希望通过⽂文化改⾰革
计划将技术客体融⼊入传统的意义世界，技术客体的演进已经从根本上改造着感知⽂文化本身，甚⾄至改

造着⼈人们对感知的理理解#次要$劣等的技术客体曾在感知⽂文化中⽆无⾜足轻重，或者说声名狼藉，如果它
成为感知⽂文化在技术时代⾥里里的主⻆角，那么就说明客体和主体历史正在发⽣生极其深远的转型#我们必
须以!技术条件"为名对这⼀一转型作出综合应对#
在⼏几乎所有对当今的评断中，感知历史中这⼀一经由技术实现的深刻转型得以被领会，尽管有时

这些评断的初衷是相反的#这种情况在所谓!后阐释学"#中极有可能发⽣生，迪特尔(莫斯恰如其分
地将其描述为 01世纪的哲学先锋团体和当代的哲学政治秩序#这⼀一转型的确是发⽣生了了，其核⼼心内
容是强调⼀一种不不确定$不不合理理$不不可及的$!反常$外在和令⼈人欣喜"的!其它含义"或!根本否定"，简
⾔言之就是!对外在的强调"$#在我看来，阐释学意义⽂文化是!忽略略在外"（$23"-#$(4$）%的，莫斯甚⾄至
将其归因于海海德格尔$列列维纳斯和德⾥里里达等极度极端和激进的传统哲学反叛者，要使!在外"易易于辨
识，就必须依靠技术的!外在性"# 后阐释学对!否定"的执迷以及!发现原初创伤"&时的悲怆有赖
于原初的!外在化"和!置身⾃自⼰己之外"%%%这是种原本就有的$不不可避免的外在性，它跟随历史，通
过技术⼿手段逐渐强化并付诸执⾏行行#不不论何时，杰出的!后阐释学思想"的主导者们都坚信，!存在的
外"对他们⽽而⾔言避⽆无可避，它恰恰揭露露了了!存在本质上的技术性"’和!构成有限的本质的技术性"(：
这种技术性始终指向原初谬误%%% ⼀一种缺席$遗漏漏和缺陷的谬误，由于此种谬误，存于其中的⼀一切
存在永远都是技术性的，且投身于技术性的⽣生成之中#)

! ,"56(76(8 9( #:; <67; 6= >2"-#;(?; 6= @;?:("?A+ BCD;?#-8 EF" ⻄西蒙顿在 GHIG 年年已经提到了了封闭和开放客体的区别! 参⻅见 J"+C;%# K"56(76(8 "L-M?:6-6?"6+6N"; 7; +A #;?:("?"#!
OO8# P’++;#"( 7; +$ ?6+; Q%A#"R’; 7; Q-M?:6+6N"; ;# 7; Q!7AN6N"; SGHIGTU 0V030VI% 关于⽹网络的问题!参⻅见 K"56(76(8 W’ 56)$
)$$2"-#$(4$ )$- 6XD$#- #$4:("R’$-8 GYG=%# W";#;% <;%-?:8 .6-#:;%5;(;’#"Z8 P$%+"(U [Z&7;5";8 01G1F$ W";#;% <;%-?:8 .6-#:;%5;(;’#"Z8 GE% W";#;% <;%-?:8 .6-#:;%5;(;’#"Z8 0VF& W";#;% <;%-?:8 .6-#:;%5;(;’#"Z8 V1F’ \;&(3]’4 ^_(4M8 [ ‘"("#; a:"(Z"(N8 ;7F ,"56( ,Q_%Z- S,#_(=6%7U ,#_(=6%7 /("b;%-"#M .%;--8 011VT8 0EF 在南希关于感
知的概念中技术所扮演的⻆角⾊色!参考 c %+8 &a:; [%#"="?"_+ O(#;++"N;(?; 6= ,;(-;#%( P;%(_%7 ,#";N+;%8 a;?:("?- _(7 a"5; GU a:; ‘_’+# 6= >Q"5;#:;’-8 #%_(-F d"?:_%7 P;_%7-e6%#: _(7 J;6%N; *6++"(-
S,#_(=6%7U ,#_(=6%7 /("b;%-"#M .%;--8 GHHYT8 GYIF 第⼀一卷’技术与时间(的主体⾸首先是"原初默认)的讨论!关于错误的*缺少的
和缺失的起源% 这⼀一起源构成了了斯蒂格勒勒处理理技术的基础%) 这正是迪特尔+默施在写作&科技时代的实在性#时避开的问题!对他⽽而⾔言!实在是对那种不不能通达和处理理的东⻄西
的名字之⼀一!&从计算中抽象出来!从⼯工程中删去#以使科技显得绝对惊⼈人% 因此!对于默施⽽而⾔言!这⼀一排除似乎是科技的
⾸首要特征!然⽽而所有破坏性的事物,,,所有对处理理&意义的彼岸#构成障碍的,,,被理理解为⾮非关科技的!被归类为反科技
的⽴立场上% 这对于技术的极简化处理理是独断的和古旧的!因为它忽视了了德⾥里里达和斯蒂格勒勒所强调的&技术的药理理作⽤用#⽅方
⾯面!⽽而且它未能意识到那对不不可通达者的正确归罪的否定*或实际的⽆无根性更更有可能是基于科技和⾮非科技⼒力力量量的⼀一个成
问题的*偶然的会合!即技术和⼯工业的会合8⽽而不不是这样的技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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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格尔体系为这种感知⽂文化的结构提供了了最有⼒力力的表达!德⾥里里达在他关于⿊黑格尔的讲座中概括了了这⼀一结构" 参
⻅见 !"#$%&’ (&))*+", #-)./ 0&’1)*#1&+ 1. 2&3&)"4 5#.3./67 8 9&:&4*"3*’/ ;*1<.%1 0&’&)=&,$ >)*1*3: "3+ (*??&)&3#&, 1)"3’@ 84"3
A"’’ BC<*#":.7 D3*=&)’*16 .? C<*#":. E)&’’F GHIJK, LMGNLII% 海海德格尔也很清楚地理理解了了劳动世界的感知⽂文化!正如他对恩
斯特&荣格尔的 8)O&*1&) 的批评所显示的 % 参⻅见 ’P")1*3 9&*+&::&)Q 2&’"/1"%’:"O& A"3+ HRS T% 5)3’1 !!3:&), &+S E&1&)
U)";36 V-)"3W?%)1 "/ P"*37 X*11.)*. Y4.’1&)/"33, LRRZK, [HS" \*/.3+.3, (% /.+& +(&]*’1&3#& +&’ .O^&1’ 1&#<3*$%&’Q LZ_S 亦可参⻅见 5)*#< 9 )4Q)("’ 8)O&*1’4.’& +&) U&#<3*WS T%)
(&’1)%W1*.3 +&) 5):.31.4.:*& %3+ 8%’")O&*1%3: &*3&) 3&%&3 1&#<3.4.:*’#<&3 \*33W%41%) O&* 9&*+&::&) %3+ \*/.3+.3$Q
E)./&1<&*’#<& Y%41%)S >. W.//&3 %3’&)& 53&):*&3 <&)‘Q &+S C4"%’ a&::&;*&Q D)’%4" 0&33&)Q "3+ E&1&) 0*’1<"%’ VE"+&)O.)37
-*3WQ LRG[KQ GGGNG[_S# 关于劳动和科技活动 *⼯工⼈人和技术员*社团与社会的对⽴立!参⻅见 2*4O&)1 \*/.3+.3Q )b.1& #./c4"/&31"*)& ’%) 4&’
#.3’"$%&3#&’ +& 4" 3.1*.3 +& 4(*3+*=*+%"1*.3Q )2*4O&)1 \*/.3+.3Q a(*3+*=*+%"1*.3 # 4" 4%/*$)& +&’ 3.1*.3’ +& ?.)/& &1 +(
*3?.)/"1*.3 V2)&3.O4&7 P*44.3Q LRRMKQ MR[NMLI%

后阐释学⻓长久以来都坚持特定的⽤用词传统，如!外在性"$!否定"$!不不确定性"$!缺省"和!离场"
等概念和术语，另⼀一个问题在于，如果技术性的感知仍旧沿⽤用这些表述，⼈人们是否还充分理理解其含

义？或者说，技术⼿手段是否已将我们带⼊入了了%%%⽤用亚历⼭山⼤大(科耶夫有关历史终结的⾔言论来讲%%%!否定"的后历史阶段和相应的语义学中#尽管直到现在，技术都毫⽆无疑问地被放在特定理理论背景中
理理解%%%这⼀一理理论背景对!否定性"尤其痴迷%%%技术不不断被认作是弥补与修复的形式，是对不不⾜足$
未成$不不定和有限的⽣生物体的外化$扩张和补充#简⾔言之，作为⼈人类原初否定性的外化，从存在的⼯工
具性来看，这似乎⼗十分合理理#这些理理论都基于!主体与世界的关系"之研究，由于其刚性需要，运作的
主体需要时常否定和转变⾃自身状况#控制论的构成⼏几乎很难⽤用消极⼈人类学或消极本体论中关于!有
限"的概念加以表述，不不过，感知的技术性移置却能将其揭示出来#对于内在化趋势，我思考良多#通
过最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并借助纳⽶米技术$⽣生物技术和聚合技术产⽣生的内在化趋势，!内在化趋
势"与存在的⽣生态化关联在了了⼀一起#在这些领域⾥里里，技术发展本身就超越了了现今对技术的⼀一切消极
描述#
激进的消极语义学甚⾄至在⼤大量量的后阐释学批评中都能够独具特⾊色，但它却完全丧失了了描绘的

能⼒力力和在技术环境下的互联性，这是为何？我们⼀一⽅方⾯面可以从⼯工作$否定性和意义之间的密切联系
⼊入⼿手，另⼀一⽅方⾯面从某种⽼老老旧的技术意象中寻求答案，这两者共同塑造了了⽇日渐消弭的感知⽂文化的形

貌#雅克(德⾥里里达细致检视了了⼯工作$意义和消极性之间的密切联系，这三者是感知历史中的三⼈人帮，
也可以从哲学翻译的⻆角度来说，赋予意义的主体就是!运⾏行行主体"，因此⼯工作就是!消极"和!意义"运
作之下的产物#!然⽽而，吉尔伯特(⻄西蒙顿提出了了颇有洞洞⻅见的观点：整个感知⽂文化依赖某种对技术的
解读，代表了了解读中最有影响⼒力力的表述#他揭示了了!⼯工作范式""中认识论和本体论结构的惊⼈人⼒力力
量量，展示了了感知历史中!形质论模式"的核⼼心，从⽽而将⼯工作中⼼心转化为形⽽而上学的基础#⻄西⽅方感知⽂文
化的整个本体论和认识论结构都限于形式与质料料的并置之中，⽽而这不不过是劳动及其基本客体关系

的展现，它削弱了了技术客体#我认为，这是⻄西蒙顿研究的要点，对于理理解意义在技术社会中的移置⾄至
关重要#
对⻄西蒙顿⽽而⾔言，劳动并没有任何⼈人类学意义上的原初性#然⽽而在前控制论时代，当技术客体⽂文

化还未⾜足够具体化时，!劳动"是享有特权的，它专于结局$成果$中介和物#没有直接的对话，⼈人类$
世界或⾃自然都会被认为是!客体"，只能通过团体等级结构与外界间接连接，并必须与其功能结构相
符#这种劳动观念和紧邻的⼯工作团体限制和拒绝任何个⼈人技术活动的开放性，也抵制技术客体经由
这⼀一活动⽽而产⽣生的⾃自主性%%%也即是个⼈人技术劳动对!存在"的补充和改造%%%⾄至少，从客体%历
史的⻆角度#来讲，这是讲得通的#!形质论图型"区别了了形式和质料料，因⽽而为我们提供了了⼀一种重要的
本体论描述模式，这⼀一模式的阐述借由劳动之名的同时也维护了了其在感知史上的主导地位#然⽽而这

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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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图型本身在体⼒力力劳动（⽐比如⽣生产砖头的塑形⼯工艺）中不不仅有个清晰可⻅见的!技术源头"%%%由此它

与被迫形成的技术关系之间的关联已经值得怀疑%%%同时它还批判⼯工序中的基本技术#
⻄西蒙顿研究感知历史的主要观点是：形质论以这种⽅方式遮蔽了了技术，并塑造了了!描述具体形体$

⼼心理理和社会进程"的整个⻄西⽅方实践，因此⼈人们主要将这些进程塑造为反技术的模型#!⻄西蒙顿写道：
形质论的表述存在缺陷! 它使真正的中介消失了了""形质论图型符合⼯工场外的⼈人的

知识⽔水平!他只考虑什什么进了了⼯工场!什什么从⼯工场⾥里里出来#为了了体验真正的形质论关系!进⼊入
⼯工场与⼯工⼈人⼀一起劳动是不不够的!还需要进⼊入图型或模式本身!以追踪物质实体在塑形操作
中的不不同层⾯面# "
形质论反对将劳动表象为社会化，也反对嵌⼊入这⼀一背景的个⼈人，形质论也局限于特定的，严格

意义上的前技术感知⽂文化，因此它完全是历史性的#
形式施加于被动和不不定形的事物的⼯工序对旁观者⽽而⾔言!只是被旁观者抽象地看⻅见!他

只看到了了哪些东⻄西进了了⼯工场!哪些⼜又离开了了⼯工场!但却不不理理解这⼀一过程# 这个⼯工序本质上
由不不⼲干活的⼈人命令! 由奴⾪隶们来执⾏行行""形式的积极特性和质料料的消极特性就像命令的
传递!都预设了了⼀一种社会等级""从形式和质料料$灵魂和⾁肉体的差别中可以看到⼀一座由公
⺠民和奴⾪隶组成的城市# #
⻄西蒙顿的技术理理论和同期其他激进的理理论都揭示的⾄至关重要的⼀一点：⻄西⽅方热衷于将劳动看作

是意义的感知⽂文化之典范，没有中间媒介的群体即是这样#与之相反，⻄西蒙顿看重系统意义上的!集
体"，甚⾄至是崇尚精神和技术社会和技术活动下产⽣生的集体性个⼈人%%%!超个⼈人集体"#$同客体历
史相似，这⼀一集体也是参与式的，就像开放客体的⽹网络结构，含有⼀一串串⻓长⻓长的运作链#这种集体状态
模式和对集体关系的再定义就是像!蒙太奇"，能够呈现新兴感知⽂文化的基础#

技术客体变得易易于分割!也可以⽤用蒙太奇的⽅方法与其他技术客体拼接#技术世界提供
了了数不不胜数的排列列和连接!使得解放⼈人类现实成为可能!这在技术客体中越来越明晰# 构
建⼀一个客体就是准备⼀一种排列列形式!再让⼈人们都能获得它# %
⼏几年年后，这⼀一范式被冠以!装配"的名义，被视为新的!后感知图型"，它不不再依赖于能指的绝对

控制权，尽管其技术性总遭到抹杀和否定#然⽽而对⻄西蒙顿⽽而⾔言，正是技术活动⾸首先使集体变为典范，
并创造了了超个⼈人的技术环境，从⽽而开创了了我所说的!新的技术感知⽂文化"# 技术活动⾸首先是分配机
构的⼀一种形式，但应该指出的是，这与⻄西蒙顿在某种程度上是⽭矛盾的，⻄西蒙顿的理理论以活动者为核

⼼心，强有⼒力力地呼吁培养更更多的技术⼈人员⽽而⾮非⼯工⼈人，它不不再归功于个体或主体的联合体，反⽽而表现了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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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语境下!科耶夫关于历史终结的演讲似乎只是对感知历史巨⼤大转型的⼀一个反应" 它只关注某⼀一特定的意
义的感知⽂文化!其特点是专注于劳动和否定!对此⿊黑格尔已经⼴广泛描述过了了"如果科耶夫断⾔言了了#所谓严格意义上的⼈人$的
消失%据称它导致了了劳动的终结&所有的#⾏行行动否定既定事实$以及#主客体对⽴立$’!那么今天⽐比以往更更清楚的是#完整意
义上的⾏行行动$ 绝没有消亡! 参⻅见 "#$%&’()$ *+,!-$! .’/)+(01/2+’ /+ /3$ 4$&(2’5 +6 7$5$#8 9$1/0)$: +’ /3$ ;3$’+<$’+#+5= +6

>?2)2/! $(@ "##&’ A#++<! /)&’:B C&<$: 7B D213+#: C)B E./3&1&8 F+)’$## G’2-$):2/= ;)$::H IJKLM! INKOINJ( 相反!不不仅⼀一种新形式
的⾏行行动⼀一直在靠近)**即科技活动!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劳动所遮蔽!⽽而现在持久地重塑⾏行行动和活动的意义***主体
与客体的对⽴立%此为感知⽂文化的主要区别***仅次于形式和质料料的区别’现在正在被主观性的⼀一种⽣生态科技的重新阐述
所取代(" 7&’: A#0<$’P$)5! Q2)R#213R$2/$’! 2’ ($’$’ S2) #$P$’ T>/0//5&)/8 4$1#&<U IJJVMU IL@# W&% A$’:$U +92/$)&/0)<$/&?3=:2R@ X$) >13)26/:/$##$) 2’ ($) /$13’2:13$’ Q$#/U$ "0:5$S 3#/$ >13)26/$’ A(@Y8 :/3$/2R 0’(

Z$%//3$+)2$U $(@ [#2:&P$/3 Q&#/3$) E>/0//5&)/8 W$/\#$)U IJJKMU IVK@$ W&% A$’:$U +92/$)&/0)<$/&?3=:2R@ X$) >13)26/:/$##$) 2’ ($) /$13’2:13$’ Q$#/U$ IVK@% W&% A$’:$U +Z$13’2:13$ [%2:/$’\U$ "0:5$S 3#/$ >13)26/$’ A(@Y8 :/3$/2R 0’( Z$%//3$+)2$U $(@ [#2:&P$/3 Q&#/3$)

E>/0//5&)/8 W$/\#$)U IJJKMU I]^B 本斯和⻄西蒙顿的理理论有⼀一个显著的相似点!我将在别的地⽅方详述,⻄西蒙顿也强调科技世界
是+⽆无物的世界$,它+不不能被客观化%以物的形式’地描述$!因此+经典的形式-质料料的范畴失败!⽽而功能和结构变得清
晰$. 参⻅见 A$’:$! +*0’:/ 2’ R"’:/#213$) Q$#/!$ :/3$/2R &#: ;)+5)&<<B W&% A$’:$_X&/$’ 0’( >/)$00’5$’! $(B A&)P&)& A":13$)!
7&’:‘F3)2:/2&’ -+’ 7$))<&’’! &’( F3)2:/+?3 7+66<&’’ TA$)#2’8 *&#$2(+:R+?2$’! ]LL^M! KV.本斯 ]L 年年后的世界已经深处⽹网络
世界之中!汉斯/布鲁明⻉贝格清晰地意识到传统语⾔言和感知⽂文化以及新的科技世界万物的不不同0+技术性的领域遭受着⼀一
种语⾔言缺陷!⼀一种范畴缺陷. $& 关于这三种⾃自然状态!参考 >$)5$ W+:1+-212! [::&2 :0) #132:/+2)$ 30<&2’$ ($ #& ’&/0)$ T;&)2:8 a#&<<&)2+’! IJbbM! K]‘

IIV. 泽维尔/古切特也提出第四种纳⽶米技术⾃自然状态. 参⻅见 c013$/! +D&/0)$ &’( ")/26&1/ 2’ D&’+/$13’+#+52$:!$ 7d9[!
.’/$)’&/2+’&# C+0)’&# 6+) ;32#+:+?3= +6 F3$<2:/)= INBI T]LLJM8 N‘I^.’ W+:1+-212! [::&2 :0) #132:/+2)$ 30<&2’$ ($ #& ’&/0)$! K]B( W+:1+-212! [::&2 :0) #132:/+2)$ 30<&2’$ ($ #& ’&/0)$! J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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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的!⽣生态技术性主体"!，我们很快将会讨论到它#
今⽇日媒介哲学的⾸首要任务仍是为技术世界寻找全新的描述#布鲁⻔门伯格提出疑问：!技术的*问

题)在哪？""从精确测定物体位置和问题的全局性来看，这个问题仍旧没得到解决#精确定位不不仅
仅是仔细探测某些地区性地点和当今形势，还要探寻到现今诸多问题的普遍核⼼心%%%也即是，探寻

到当今思想中的⾄至毒和⾄至急之事#⾸首批控制论爱好者⻢马克斯(班斯认为，我们仍处在发展!存在的技
术理理论"#的过程之中#他相当清楚地解释道：!这⼀一理理论检视了了*存在)的技术条件，⼒力力求从其分类
和模式中得出经验性的框架，并符合对真实存在的表达#"$班斯对技术的超理理性的观察以及它所
揭示的旧语⾔言和新事物之间的⽭矛盾在今⽇日仍旧颇具道理理：!对于怀疑或是习以为常的事物，我们必须
要去解读$描述$说明$描绘$呈现$表达$评估$确认和否定它们%%%这是摆脱其压迫的唯⼀一出路路#"%

⼀一般⽣生态学

!技术条件"⼀一词指的是感知历史上的新局⾯面，它受到控制论的驱动，成为第三种⾃自然状态&，
与之前以有机和机械⾃自然状态为特点的!技术条件"形成了了对照#
我这⾥里里使⽤用的是塞奇(莫斯科维奇关于!⾃自然状态的历史性"的理理论#’这个理理论早已将 ]L世

纪 VL年年代!⼈人类和⾮非⼈人类⼒力力量量之关系"解释为!政治技术"这⼀一新科学的关键问题#我认为，莫斯科
维奇将⻄西蒙顿的观点引向了了对技术客体历史性的更更为精确的思考#从新⽯石器器时代末期延续到⽂文艺
复兴的⾸首个有机⾃自然状态，其意义以⼯工具和⼯工匠为特征，居于核⼼心地位，因为制造物体的⼯工作是⼈人

类活动的中⼼心#莫斯科维奇写道：!在这⼀一有机⾃自然秩序中，万物与⼈人类相联系，万物都以某种⽅方式
遵循这⼀一秩序#因此，⼈人类与材料料的关系并未彻底的断裂，⼈人类赋予材料料以形式#"( 因此确切地说，
外界表明的只是劳动者的外延化#!外延化理理论"将物体$⼯工具和⼀一切普遍技能视为⼈人类的扩张和投

‰� ƒ�
‰�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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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2 3--4" -’% +!5"-#/"%6 5’78"(6 96 +8 (8#’%62 :;<" ./-=/1"="2 3--4" -’% +!5"-#/"%6 5’74"(6 96 +4 (4#’%62 :;<# ./-=/1"="2 3--4" -’% +!5"-#/"%6 5’74"(6 96 +4 (4#’%62 >?><$ @/-=/1"="2 3--4" -’% +!5"-#/"%6 5’74"(6 96 +4 (4#’%62 >?A<% ⼆二级控制论核⼼心技术的出现与 >:BC 年年来愈演愈烈烈的观念⽣生态化有着直接联系" 例例如#洛洛夫洛洛克在$全球概览%和$共进化季刊%中提到了了&盖亚假说’#布鲁斯(克拉克指出此背景下的&⾃自⽣生’概念在新控制论中的表现是怎样的" 参⻅见
D%’0$ *+8%E$2 &F$/0GH$%($#"0- /I J8"8K L56 376%M6(=6 /I ,6=/(9NO%)6% J8"8 L56/%GP’ J8"8 "( L’%7/"+K *+"78#6 *58(M62
D"/)6Q+6#"/(2 8() 38%#5 3#5"0- "( 8( RM6 /I *%"-"-2 6)< 3"+66( *5%"-# 8() S< D%’06 T"(E6% U*87H%"9M6P .RK .VL W%6--P X??:YP
X:AZA>[) 以及 &,#$Q- #/ 8( 30/+/MG /I ,G-#$7-K \5/+$ 38%#5 8() ,G-#$7"0 S/+"-7P’ R))%$--"(M ./)$%("#GK ,/0"8+ ,G-#$7-
L5$/%G 8() ]<,< *’+#’%$-P $)< S8(($- D$%M#58++$% 8() *8%-#$( ,05"(E/ UR7-#$%)87K T/)/Q"P X?>>YP XB?ZXCC"& 参⻅见 F"05/+8- J8($P */’^6 _6((P 4(9 .4%#"( S4(9P &]‘"a’"#/’- ,’%16"++4(=6K V(#6%1"6b b"#5 c4#56%"(6 S4G+6-P’
L56/%GP *’+#’%6 d ,/="6#G X[<;ZC UX??;YK A[:"

射%%%这个理理论今⽇日看来仍旧很有道理理%%%精准勾画了了有机⾃自然状态的现状，因⽽而从此观点出发

它们能够对技术图像加以定义#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亚⾥里里⼠士多德提出的形质论确是这种!⾃自然状态"
的本体化的途径，它将活跃的主体与被动的材料料分开，前者赋形$赋意义，后者⽆无形$⽆无意义，并将其
提供给他⼈人，⽽而!⾃自然状态"恰巧能将活跃主体予以分解#
在随之⽽而来的机械⾃自然状态下，劳动已转变为⼯工具性的了了，或者更更确切地说，已转变为!活物和

⽆无⽣生命的物质⼒力力量量的共有特征"!#因⽽而⼈人类⾃自身就已经机械化了了，因为!⼈人类和⾮非⼈人类物质⼒力力量量间
相互同化，它们共同组成了了统⼀一$同质的机器器#""莫斯科维奇解释说，在传统机械的机器器状态下，这
⼀一⾃自然状态的主⻆角是!传导装置，是机械⼯工具和能量量来源的媒介，赋予运动以⽅方向$强度和复杂性"##
第三种是控制论的⾃自然状态，产⽣生于莫斯科维奇反思之时，它摈弃了了由传统⼯工具技术和劳动形成的

的!感知⽂文化形质"#在信息技术的基础上，核⼼心的活动变成了了⼀一种超越⼯工具的控制⾏行行为，不不能再⽤用!对⽴立的形式和材料料"等词汇来描述它#尽管莫斯科维奇仍旧坚持劳动的概念，他却看得极为清楚：!管理理属于新的类别，其任务并不不是制造事物#"$
本⽂文的论点是，在控制学关系中，物体的形成不不再是⼈人类和⾮非⼈人类参与者的核⼼心活动%%%这是

技术条件的典型特征%%%同时在物体地位中也存在这样的转型，甚⾄至⼀一个物体对其它系统的$活跃
的$智能的和信息交互的客体意味着什什么这⼀一问题也在转型#这⼀一转型意味着我们整个客观状况和
主体地位都要经历极为重要的再定义#感知⽂文化要通过技术来修正，最终⾛走向对认知和存在模式根
本的$⽣生态学意义上的再定位，我们才刚刚开始辨识这两者模式的轮廓⽽而已#
控制论⾃自然状态第⼀一阶段中，⼈人们对技术条件的出现仍旧作⼀一般意义上的理理解，从器器械⽽而⾮非物

体和历史的视⻆角为其建模，其原因最可能源于机械时代对机器器的某种固恋#加根特(巩特尔早在 X?
世纪 e?年年代就反复强调了了从!传统机器器"到!超传统机器器"的转变，吉尔伯特(⻄西蒙顿提及的封闭与
开放机器器间的区别；亨茨(福斯特在 X?世纪 B?年年代后期提出的⼩小型和⼤大型机器器的区分；汉⻉贝托(⻢马
图拉纳和弗朗⻄西斯科瓦雷雷拉区别了了⾃自我再⽣生和他⽣生的机器器，这些从某种程度上说都能够反映由技

艺向技术世界转型的!系统性区别"#
然⽽而，⻄西蒙顿与乔治(康居朗的本体论和之后的新控制论系统理理论⽆无疑有着直接的联系，⻄西蒙

顿已然意识到客体历史的根本趋向，将重点转向能够更更精准描述技术条件的问题和概念，如背景$
环境或周围世界#因此，这些概念⾸首先倚靠新兴媒介技术的发展和视域，获得了了⾃自身的实在和范围，
从⽽而引领了了控制学⾃自然状态的合理理阶段#%正如凯瑟琳(海海尔斯所说，⾃自 X?世纪 C?年年代末，运算已
开始!从封闭的盒⼦子移动到周围环境中了了"#&从机器器及其附带的概念政治的⻆角度来看，控制化$集
成化和综合化的阶段已超出了了⼈人们的理理解能⼒力力#它⾸首先是从军事产业⽅方⾯面对物与物关系进⾏行行位置
调整，但这还不不是封闭的，同时还会将我们带⼊入严格意义上的控制论，也就是说，将我们带⼊入⽹网络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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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关系中去，这⼀一环境中充斥着各类技术产物⽂文化，其特点是拥有⾼高速率的连接和⼤大量量复杂的元

件，能够实现全⾃自动交流和中央处理理器器的集成化#在技术条件下，⼈人们⽣生活于宽带世界中，他们与能
够⾃自动通讯和运作的各种客体建⽴立了了永久联系，如今甚⾄至完全避开了了主体#这⼀一!周围环境的"动因
（海海德格尔使⽤用这⼀一词汇）分布在物体多样的排列列中，在这种背景下，机器器本身的概念正⽇日益被!⽂文
化的理理论性的描述"中的物体的概念所取代#!
开放客体的概念与⽹网络相联系，并通过⽹网络得以扩展，⻄西蒙顿从根本上将其理理解为技术%⼯工业

世界的!鲜明特征"，在今⽇日，这⼀一观念以基础设施⾰革命的形式得到了了具化#在给这个伟⼤大的发展命
名时，我⾸首先想到了了有关!射频识别芯⽚片""的媒体技术⾰革命和标记客体，它们理理应在物联⽹网中发展
⾄至全盛#对于!⾯面向对象技术"中的军事%超级⼯工业综合体，布鲁斯(斯特林林将其称为!射频识别世
界"，它最初可能出现于物流⽅方⾯面的根本改组，暗示着!控制化社会"的兴起## 然⽽而，在!射频识别世
界"中真正发⽣生的，都是主体性本身最深层次的变⾰革#!射频识别"技术与嵌⼊入式传感器器$移动技术和
相关数据库相结合，同时正如海海尔斯指出的那样，这⼀一结合动摇了了⼈人类构建!世界"和!意义"时的传
统看法#$!射频识别"由此催⽣生了了⼀一场深远的!阐释危机"，并不不落窠⾅臼地再次提出了了!信息集成化
环境下的意义制造"的问题，海海尔斯的分析从根本上说是基于这⼀一持续的感知史维度的#!射频识
别"开启了了⼀一种可能性，即使⼈人们能!卸下⻓长久以来对认知的错误想法，并对复杂环境中呈现的⼈人类
⾏行行为有更更加程序性$关联性和精确性的看法#"%⽽而赌注是极⼤大的#
简⾔言之，据海海尔斯所⾔言，!射频识别"巩固了了分散式认知在当代的流⾏行行程序#它客观上改变了了我

们思考的图像#&!微尘"般相互连接⼜又极⼩小的⽬目标对象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了⼀一种超越性的技术，这
种技术越来越体现出!技术的内在性"的特点#物性由此取代了了机器器性，因此!重点已经从⼈人类!动物!
机器器这传统的三联体转向了了⼈人类!动物!物质#"’⽽而第⼀一级计算机⽹网络技术仍旧运⾏行行于前⼀一种关系
中#也就是说在我看来，!射频识别技术"在历史"本体论⽅方⾯面强有⼒力力的多变性反过来也⽇日益促进着
科学研究和艺术，即便便是通过全野外电⼦子环境(中技术性万物有灵论的幻象随意地体现出来#凭借

! 理理论建设的物中⼼心主义近年年来⽇日益明显!!!最突出的例例证是格拉哈姆"哈曼的⾯面向物的哲学#⽶米歇尔"塞雷雷斯的$类似物%#$媒介%和布鲁诺"拉图尔的⾏行行动者⽹网络理理论#⻉贝尔纳"斯蒂格勒勒的超⼯工业时间物理理论及其近期提出的过渡物的
⼀一般药理理学理理论&在这些理理论中都能找到极具特性的证据#促⼒力力&有时甚⾄至是他们⾃自身对于物的理理论努⼒力力!!!这些⼤大概
只对新媒体条件下有关物关系的基本技术改⾰革做了了初步的改写和反映’ 然⽽而直到⽬目前还有⼈人质疑物的交叠概念所具有
的描述性⼒力力量量& ⾄至少对现今局⾯面的描述是如此( 参⻅见 #$%& ’( )* +$,-.,/ $0.12,31- ’.45,6 72. 0.895%$: ;<=.17%/ ).>
?5%8$735,-/ ,5* @@/ ABCA/ DDEFA(" G?HI 是$射频识别%的缩写( G?HI 产⽣生发展的技术和制度环境的详细说明要追溯到⼆二战及其带来的即时后果&
参⻅见 J2%3-7592 G5-5:/ $?%58 G$6$% 75 G.$6.%K ;, 72. ;%3L3, 5M G?HI/% N.72.%K 02. O5P%,$: 5M #.63$ Q.5L%$924 R SABCBTK U@"DV(# ’%P1. W7.%:3,LX W2$93,L 023,L- SJ$8<%36L.X #NK #H0 Y%.--X ABBRTX ZD"VC*$ )* [$72.%3,. +$4:.-X $G?HIK +P8$, NL.,14 $,6 #.$,3,L 3, H,M5%8$735,"H,7.,-3\. ],\3%5,8.,7-X% 02.5%4X JP:7P%. ^
W513.74 AF*A"U SABBVTX DZ*% )* [$72.%3,. +$4:.-X $G?HIK +P8$, NL.,14 $,6 #.$,3,L 3, H,M5%8$735,"H,7.,-3\. ],\3%5,8.,7-X% 02.5%4X JP:7P%. ^
W513.74 AF*A"U SABBVTX DZ*& 简单和狂热的早期控制论已经设想到了了这⼀一转型&尽管当时这种转型必定没有具体的客体历史基础(参⻅见 ]%312
+ %:X $I$- &4<.%,.73-12. ’3:6 6.- I.,&.,-X% I3. 0%$,-M5%8$735, 6.- +P8$,.,* ’.37% L. _P% [P:7P%L.-123127. 6.% [4<.%,.73&X
.6* #312$.: +$L,.% $,6 ]%312 + %: S?%$,&MP%7 $8 #$3,K WP2%&$89X ABBZTX CFU"CVR*’ +$4:.-X $G?HIX% DV*( 在对新环境性特征的描述中&海海尔斯从描述$动物环境%到描述$万物有灵的环境%)+$4:.-X $G?HIX% RB*( 布鲁诺"
拉图尔⽆无疑也钟爱以万物有灵论来解读当代的技术条件&例例证参⻅见 ‘$75P%X $N, N77.897 $7 $ +J5895-3735,3-7 #$,3M.-75X,%
).> ‘37.%$%4 +3-75%4 DC SABCBTX D@C"DVB( 紧随拉图尔&安塞姆"弗兰克以服务于当代技术⽂文化的⼈人种学为⽬目的&主办了了$万
物有灵论%展览&从⽽而复兴了了这⼀一理理论&参⻅见 N,-.:8 ?%$,&. S.6*TX N,383-8 S’.%:3,K W7.%,<.%L Y%.--X ABCBT(⽽而这些⽴立场中&有
关万物有灵论媒介!历史的幻象⼀一直以来都未受质疑&参⻅见 ]%312 + %:X I3. 2.3:3L., [$, :.* <.% 63. $%12$3-12. H::P-35, 6.%
[588P,3&$735, Sa!%312K I3$92$,.-X ABBFT(

‰�ˆ�

技术条件

ˆ�

ˆ� ‰� ‹�
Z@" "



!"#$%& ’% !&#(%)
!"#$%&#’%$ &() *’+#’%$ ,#’)"$- !⼆二!⼀一五年年 第四期

! ."/$+ 01%"2#3 !4$5$56$%"(/ #1$ 0$71(8+8/"79+ :(;8(-;"8’- <= >8%?/%8’(@"(/ A(8B+?@/?- 82 C8-"#"8(3" D(E"%8(5?(#
9(@ C+9(("(/ FG ,8;"?#= H(@ ,IH;? JJKL MJNNOPQ LRSK 斯利利夫特关于!技术⽆无意识"的概念直接联系到帕特⾥里里夏#克拉夫对!远程技术转型"的反思$这⼀一观点在 T’#8922?;#"8(Q U(;8(-;"8’- 018’/1# "( #1? T/? 82 0?;1(8+8/= MV"((?&I8+"-Q U("E?%-"#= 82
V"((?-8#& C%?--3 JWWWX ⼀一书中得以阐明%" 01%"2#Y !4?5?5<?%"(/ #1? 0?;1(8+8/";9+ U(;8(-;"8’- <= >8%?/%8’(@"(/ A(8B+?@/?- 82 C8-"#"8(3" LZ[K# VH%\ ]?"-?%3 !01? *85I’#?% 28% #1? JL-# *?(#’%=3" ,;"?(#"2"; T5?%";H( J^S _L‘‘LXQ ‘OK JW 世纪 ZW 年年代$⻢马克#维瑟
在帕洛洛阿尔托研究中⼼心发展了了!在整个环境中以⽆无处不不在和⽆无形的⽅方式扩展计算机"的思想$这⼀一思想是关于!重新定义
后计算机时代⼈人类&⼯工作和技术的整体联系"% 这导向了了!计算机科学的新领域"$这⼀一领域探索的物理理世界以⼀一种丰富却
不不可视的⽅方式与传感器器&制动器器&显示器器和计算原理理交织在⼀一起$⽆无缝嵌⼊入我们⽣生活中的每个物体$通过不不间断的⽹网络相
连接% VH%\ a?"-?%3 4";1 b8+@3 H(@ c81( ,$$+= d%8B(3 !01$ e%"/"(- 82 U6"f’"#8’- *85I’#"(/ 4?-?H%;1 H# CT4* "( #1? g9#$
L‘ZW-Y" hdV ,=-#$5- c8’59+ [ZKO ML‘‘‘XQ ^‘[i^‘OK 同时参⻅见 d?=8(@ *9+7’+9#"8(Q 01? .?j# >"2#= k?9%-3 ?@K C?#?% cK F?(("(/
9(@ 48l?%# VK V?#79+2? M.?B k8%\Q *8I?%("7’-3 L‘‘RX3 RSmZS%$ ]?"-?%3 !01? *85I’#?% 28% #1? JL-# *?(#’%=3" ‘OK% ."/?+ 01%"2#3 !V8E?5?(#m-I97?Q 01? *19(/"(/ F859"( 82 01"(\"(/ 4?-’+#"(/ 2%85 #1? F?E?+8I5?(# 82 .?B A"(@- 82
,I9#"9+ TB9%?(?--3" D78(85= 9(@ ,87"?#= [[KO MJWWOXQ SZOmSZSK

!射频识别"的这⼀一特性，环境性中⼀一种新的!⾸首要性"或!原始性"脱颖⽽而出，成为技术条件的主要特
点#

英国地理理学家奈奈杰尔(斯利利夫特是新电⼦子地理理技术的重要检测者和⽣生态技术转向的精确观察
员，他指出，!射频识别"技术是普遍发展趋势中的重要⽅方⾯面，但它也仅仅是!⼀一种新的技术⽆无意识"!
在集体施⾏行行过程中的⼀一个元件罢了了#物体的兴起在其环境中持续不不断地传送着信息，在!普适"或者
说!普遍的计算技术"和!平静技术"之后，计算变得依赖语境，并与环境紧密镶嵌在⼀一起，⽆无处不不在
的⽆无形电脑⽹网络，诸如 bC,$智能电话等迅速扩散的流媒体，智能服装（嵌⼊入电⼦子元件的服装）的发
展，以及⽹网格计算，与这些相关的事物都彻底重构了了⽇日常⽣生活，重置了了整个⼤大千世界#"在这⼀一全新
的技术⽆无意识中，我们最终将被迫承认最强烈烈意义上的技术⽆无意识#
⾃自 JW世纪 ZW年年代中期，⻢马克(维瑟及其他普适计算的先驱者忙于探索电脑存在于这个世界的

新⽅方法#主机时代之后$随之⽽而来的个⼈人电脑时期之后，以及与这个时代梦想南辕北北辙的虚拟现实
技术之后，电脑应被释放$分散和集中到外部世界和物质世界，最终完全!消失于背景之中"##因此
根据这⼀一观点，电脑应该占据着!安静的维度"和!视界"，退⼊入难以觉察的!上⼿手状态"#维瑟在研究
迈克尔(波兰尼$汉斯m格奥尔格(加达默尔和⻢马丁(海海德格尔之后提出观点，他是这样介绍其研究
的：!最深远的技术就是那些看不不⻅见的技术#它们将⾃自身融⼊入了了⽇日常⽣生活的细节之中，直到难以分辨#"$

当这种基于电脑的新⽣生态化在 JW世纪 ZW年年代电脑科学⼀一个预想的分⽀支中只能算是个话题

时，斯利利夫特在论及海海德格尔时所提出的!背景"⼤大转折便便很快获得了了实践，不不过它建⽴立在更更加坚实
的技术基础上%：
⼈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有赖于⼀一个预估的背景，其内容很少受到质疑：它存在是因为它存在#⽣生命

就浮在这表⾯面之上#曾经，这⼀一背景⼤大多由存在于!⾃自然秩序"之下的实体组成，下⾄至地表的奇珍异
物，上到触碰⽓气流，⼩小到从各种⾐衣服引发的瘙痒，⼤大到天空的变化皆符合这⼀一秩序#不不过随着时间的
推移，这⼀一背景已被注⼊入了了越来越多的!⼈人造"成分，就⽬目前来看，⽣生命的背景⼤大多是!第⼆二⾃自然"的，
就像呼吸⼀一样#道路路$灯光$烟⽃斗$纸张$螺丝等物组成了了⾸首批!⼈人造之物"#现在第⼆二批!第⼆二⾃自然物"
正在涌现，其变幻⽆无常，形式繁多，通过诸如电缆$配⽅方奶粉$⽆无线信号$屏幕$软件$⼈人造纤维等物体
所形成的画⾯面来显现#
正是这些新兴$过量量且多为电⼦子形式的!物结构"保证了了今⽇日世界的循环，它也将被视为⼀一种技

术⽆无意识#据斯利利夫特所⾔言，物结构将!环境身体"迁⾄至!⼀一组特定的地址，不不需经过认知输⼊入#技术
⽆无意识由此成为⼀一种*前个⼈人)的基础，这⼀一基础可以保证关联$应对意外，因⽽而能处理理未曾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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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通过执⾏行行智能环境，⽇日常⽣生活的表象和本质得到了了加强和加倍⾃自动化，在各种软件控制设
备的驱动下运转#这催⽣生了了!过程实在"%%%它越来越根植于!被认为是⼩小型认知辅助装置形式下的*环境中的⼈人类)，不不过它使⽤用的是*前认知)的⽅方式，因⽽而这种新型的技术世界直接作⽤用于我们的⽆无
意识"#"
值得注意的是，斯利利夫特同时推测了了这⼀一发展深远的感知历史维度#通过检视这些发展如何从

整体上重塑!⽣生存在世"，斯利利夫特的项⽬目实际就是个!背景的谱系"#，由于控制论的不不断发展，这⼀一
谱系背景将!全新的世界意识"的形成纳⼊入了了考察范围$#他指涉的是全新意义上!放射性世界"%
和多样的!新发⽣生型微观世界"&，两者从根本上改变了了世界出现$显示和呈现⾃自身的⽅方式#斯利利夫特
所描述的正是感知的技术性移置#在技术条件下，⼈人们能够理理解感知的新含义，⽤用斯利利夫特的话说，
诞⽣生于分散⽽而具体的!智能化"和!以信息为主的地理理"’之中#这不不再仅是⼀一个阐释学问题，更更是!智能⽣生态学"(的问题#

尽管如此，这些简要提及的描述都有个共同点：书写技术定义了了悠久的感知⽂文化，紧随其后的

后意义技术时代全新的感知⽂文化的特点是普遍的⽣生态性，其描述也因此成为普遍⽣生态学)的任务#
⾸首个普遍⽣生态学家$技术⽆无意识理理论家菲利利克斯(加塔利利对感知的原始异质性和互补性进⾏行行了了思
考，这两者设想了了今⽇日⼀一种⾮非常清晰的形式：!彻底的本体论重组"是基于!原始主观图解"这⼀一概念
之上的⼀一种全新的和最强烈烈意义上的外部机械⽂文化，它取代了了!能指概念的全息视⻆角"* 及其⼼心灵
和集体的结构化⼒力力量量，!彻底的本体论重组"正是⼴广⼤大控制化$异质化的主体性在今⽇日的普遍⽣生态现
实，这⼀一主体性以技术!逻辑化的特点分布于环境之中#控制化的主观性紧随书写时代持久的书写
主体性之后，只能从⽣生态学的⻆角度来描述为不不同⼼心理理$集体和技术媒体环境所主观化的整体#书写
时代的主观超越主义因此被⽣生态技术进程⽂文化的先验技术性所取代，我们今⽇日的经验就建⽴立在这

⼀一技术上#不不过加塔利利已经意识到，!计算机辅助的显著增⻓长"+,-已⾛走到了了尽头，信息技术和认知资
本主义的结合使得主观化和⽆无意识的技术模型最终盛⾏行行#加塔利利在讨论感知历史这⼀一转变时强调，
传统的⼼心理理分析框架产⽣生于书写⽂文化$⼼心灵实体或语⾔言学能指，⼈人们⽆无法在这⼀一框架中理理解⽆无意
识，只能将其作为不不同符号和语⽤用维度的装配，这些维度来源于最为纷繁芜杂的，关乎存在的媒体

! "#$%& ’()#*+, !-./%0%1+!2345%6 ’(% 7(41$#1$ 8.04#1 .* ’(#19#1$ :%2;&+#1$ *).0 +(% 8%/%&.30%1+ .* "%< =#1>2 .*
?34+#4& @<4)%1%22," A5.1.0B 41> ?.5#%+B CCDE FGHHEI6 JKJD" "#$%& ’()#*+, !L).0 M.)1 +. -4>%6 ’%5(1.&.$B, M#.&.$B 41> ?345%," ’)41245+#.12 .* +(% N12+#+;+% .* M)#+#2( O%.$)43(B,
"%< ?%)#%2, CHDE PGHHJQ6 ERS, ERED# "#$%& ’()#*+, !?+#&& T#*% #1 "%4)&B U)%2%1+ ’#0%6 ’(% VWX%5+ .* "4+;)%," M.>B 41> ?.5#%+B YDC!E FGHHHQ6 CE!JRD$ ’()#*+, !-./%0%1+!2345%," JKRD% ’()#*+, !L).0 M.)1 +. -4>%," ERHD& ’()#*+, !-./%0%1+!2345%," JKED’ ’()#*+, !L).0 M.)1 +. -4>%," EYCD( ’()#*+, !L).0 M.)1 +. -4>%," EYZD) 我使⽤用的!⼀一般⽣生态学"概念是与乔治#巴塔耶的!⼀一般经济"理理论相联系的$ 在技术条件下%⼀一般经济的问题已变
成⼀一般⽣生态学的问题%可被重新阐释为新政治⽣生态学的核⼼心$ 在菲利利克斯#加塔利利的作品中%⼀一般经济是建⽴立在!⼀一般化
了了的⽣生态学" 基础之上的$ 参⻅见 O;4++4)#, ’(% ’()%% A5.&.$#%2, +)412D N41 U#1>4) 41> U4;& ?;++.1 FT.1>.16 @+(&.1% U)%22,
GHHHQ, JG$ 关于对⼀一般⽣生态学概念的⾸首次描述% 参⻅见 A)#5( [ )&, !@ ’(.;241> A5.&.$#%26 ’(% U).5%22 .* 7BW%)1%+#5#\4+#.1
41> O%1%)4& A5.&.$B", ’(% ](.&% A4)+(D 74&#*.)1#4 41> +(% 8#2433%4)415% .* +(% V;+2#>%, %>D WB 8#%>)#5( 8#%>%)#5(2%1 41>
@12%&0 L)419% FM%)&#16 ?+%)1W%)$ U)%22 GHSCQ, SGS!SCH$* 参⻅见 L!&#^ O;4++4)#, !-45(#1#5 [%+%).$%1%2#2," 7(4.20.2#26 @1 A+(#5.!@%2+(%+#5 U4)4>#$0, +)412D U4;& M4#12 41>
_;&#41 U%*41#2 PM&..0#1$+.16 N1>#414 ‘1#/%)2#+B U)%22, SZZJQ, CR$ 有关加塔利利的技术⽆无意识问题 % 参⻅见 A)#5( [ )& !T4
3).+(!+#5#+! >; >!2#)," ’%5(1.&.$#a;%26 T4 U(4)045#% >% M%)14)> ?+#%$&%), %>D M%1. + 8#&&%+ 41> @&4#1 _;$1.1 P"41+%26 >#+#.12
".;/%&&% 7!5#&% 8%*4;+, GHSCQ, GHS!GGR$+,- O;4++4)#, ’()%% A5.&.$#%2, CK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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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不过，普遍⽣生态学包含了了个⼈人⼼心智$集体社会和环境过程的交织，这三者始终在技术条件时期
通过技术外在进⾏行行重新配置，因此，就最初的完整性和相对稳定的关联性来看，它第⼀一次变得如此

易易辨和易易读#就其核⼼心，普遍⽣生态学问题就是关于主观性和外部事物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在技术基
础的层⾯面上获得了了重议#技术也因此贯穿了了三个互为交织的⽣生态进程⽂文化的内在性，将其整合为新
主观性和⽣生态技术的⽣生命形式#这组成了了感知新兴概念的框架#我们有责任更更准确地阐述发展和创
造这⼀一意义，因为它要么为⼤大型⼯工业所控制，要么就是开放互联，⼈人们围绕这⼀一主题的论辩已持续

⾄至少半个世纪了了，在不不远的未来还将愈演愈烈烈#可以肯定的是，⽣生态技术感知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和关注的范围#

!校订"刘骏#
!埃⾥里里希$霍尔%.%"/0 12%+%德国吕讷堡⼤大学数字媒体⽂文化与美学研究所媒体哲学教授&
孙鲁瑶%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毛旭%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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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个⼈人层⾯面!这两者之间包含了了意义各种各样的⽆无意识安排$ 因此他将媒介问题仅仅放在了了后个⼈人层⾯面!将其作为有关
⼤大众媒体的问题!他将后个⼈人主观化过程去单⼀一化%序列列化和条件化了了$ 然⽽而!加塔利利所有的期望都在他所说的&后媒体
时代#上!这⼀一时代会引领⼀一种基于信息和⽣生物技术⾰革命的%去单⼀一化和异质化浪潮$ 也即是说!加塔利利⽀支持根本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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