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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技术以各种方式影响着人类的社会生活。人

文学科中技术因素也日益增强，其中对技术与政治关系问题的关注直接关系到

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未来。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

题，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代表人物安德鲁·芬伯格对当代科学技术与政

治关系的深入探讨，形成了独特的科学技术政治观念。他深入技术内部，把人

类行为在技术领域中的作用以及技术是否中性作为判断标准，揭示资本主义导

致异化统治的根源以及社会各因素在技术发展中的形塑作用。通过批判基础上

的重建，揭示技术与政治互动的内在规律及其实践结果，探索工业社会中社会

主义真正代替资本主义的可能性。

20 世纪的法兰克福学派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深入发展，较早注意到科学技

术的重大政治功能。他们从人类理性角度挖掘技术理性如何蜕变为政治的合理

性，揭示了技术作为一种新的政治统治力量给社会带来的全面异化。法兰克福

学派传统观念将当代的科学技术作为取代传统的政治控制手段的一种新的政治

统治方式来对待，结果只能停留于悲观失望中。这与马克思主义将科技作为社

会前进推动力量的科学技术观相违背。安德鲁·芬伯格秉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

批判传统与主题，同时从现代社会中技术重要性日益增长这一角度重新审视哲

学传统和政治传统。他从多种角度研究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影响与作用，力图在

新的时代境遇中实现对技术的批判与重建。他以马克思技术政治观点为基础，

继承了马尔库塞关于技术走向由社会发展决定的思想，批判吸收了哈贝马斯的

理论框架和论证方法，采纳了福柯、利奥塔的微政治学观点，是经由卢卡奇、

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福柯等一系列技术政治思想之后对法兰克福学派技术政

治观念的当代回应。

芬伯格的技术政治观起始于对传统技术政治理论的审视及与此相关的具体

事件。芬伯格对现代技术的政治批判以及技术政治观念的形成是从对技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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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已经存在的技术理论的扬弃中开始的。因为他意识到技术哲学正在适应技术

政治学的出现。而传统的技术批判理论都源于探索现代社会中技术问题产生的

根源。传统的技术理念中主要存在非批判的接受技术进步的乌托邦主张或者坚

决抵抗技术的敌托邦力量这两种相反的立场。在分析考察传统的技术理论观念

的过程中，芬伯格认识到其存在的问题实质。现代技术既不是救世主，也不是

坚不可摧的铁笼，它是一种新的文化结构，充满着问题但可以从内部加以转变。

芬伯格的技术政治观以技术批判理论为依托，通过这种哲学方法挖掘技术设计

和发展的社会根源，体现技术哲学的价值所在。这样对技术的概念及理论的哲

学理解成为技术政治观念得以形成的逻辑起点。历史起点方面，发生在法国的

“五月事件”以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运动促使芬伯格思考技术和政治的

关系问题，并由宏观政治学转向微观政治学，由马克思主义转向后马克思主义

立场。而时隔20年之后的苏东剧变促使他重新思考技术进步与社会主义的关系

问题，由后马克思主义立场转向技术的建构论立场，着重思考如何把马克思主

义、技术批判理论、社会主义等各方面相结合，实现对技术政治学的建构。此

外，法兰克福学派内部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之间的一场争论也同这两大事件交

织在一起成为芬伯格技术政治思考的导火索。

芬伯格的技术政治观从整体而言，主要是对技术政治的批判与重新建构。

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具有批判和重构技术政治功能的相关概念，比如技术代码、

技术的形式偏见、技术的设计理论、工具化理论等。在此基础上对资本主义技

术统治论进行批判并揭示其实质，然后重构具有解放旨意的技术政治观。芬伯

格对资本主义技术政治的批判主要集中于对资本“霸权”的实质揭示，在技术

广泛发展的现代社会，资本霸权主要表现为一种技术霸权。这表明资本主义社

会并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点，作为一种文明形式在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局限

表现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时候也宣布了自身的终结。芬伯格认为技术发展是个

社会斗争的舞台，技术的产生发展演变都与政治相关。他将技术、理性和民主

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界定，形成一种替代的技术体系，以此探索在工业社会中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文明替代方案代替资本主义的真正激进改革的可能性。这种

方法直接导致了有关现代性本质的根本性的政治问题以及替代占主导的西方模

式的可能性。在芬伯格看来，技术政治学是一种抵抗的基本形式，这种抵抗形

式处于发达社会中许多类型的社会斗争的中心。这样的技术政治观已经冲破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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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本身关系到人类的解放与未来。

在芬伯格的技术政治观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技术民主。他利用改进的建构

主义方法发展了民主的技术变革理论，彻底丢弃资本主义的民主观念，形成新

的社会主义民主观念。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歪曲了科学技术的成就，资本主义

社会最大的问题是为了维护特权阶层的利益而压制大多数人的发展潜能，是不

民主的。它的出路在于尽可能地保障每个人尤其是边缘群体受压制的潜能得到

充分发挥，实现真正民主。民主进步意味着彻底地重新构造现代社会的技术基

础。他认为技术设计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技术的潜能，注重参与者的利益，深入

技术内部，用新的技术代码重新设计技术，并且通过可替代的技术使社会生活

各方面结合形成可替代的技术体系，通过技术的民主化实现工业社会的民主化。

芬伯格技术政治的目的在于通过揭示现代社会技术问题的根源，寻求建构

一种合理社会的途径。他将社会建构论的方法运用到现代性问题的研究上，突

破了技术社会学的狭隘观念，在微观的技术研究和宏观的现代性问题之间架起

桥梁。这也实现了芬伯格由“后马克思主义立场”向批判的建构论立场的转变。

在技术问题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可选择的”现代性及其“社会主义”的现代

性重建。可选择的现代性的目的就是激发一种解放的思想，意味着扩大各种可

能性范围，在技术决策的过程中包容更多的行动者。在反思中重建现代性，使

人类朝向更合理的社会，这是芬伯格的目的所在。

芬伯格的技术政治观是一种基于政治维度的技术考察，反映了现代社会中

技术活动与政治发展的密切关系，是一种对于现代技术社会中人类的生活方式、

民主制度、群体意识等的思考。在技术普遍发展的现代社会，他以西方马克思

主义者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寻求人类社会的民主与解放。整个技术政治观着眼于

从技术内部进行批判与重建，贯穿了哲学、历史、社会、文化等多维分析视角，

形成独特的理论见解。通过从技术角度对马克思思想的独特解读而坚持人类解

放旨意，拓展了法兰克福学派技术政治思路，开创了技术社会政治发展的新途

径，为技术政治学的发展做出贡献。同时整个理论也存在一些缺憾，理论观念

逻辑上存在乌托邦之嫌，实践研究的微观方式上存在不足。中国正处于技术发

展的关键时期，芬伯格的技术政治观可供中国社会发展借鉴思考。

关键词：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政治；技术批判理论；技术民主化；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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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technology, technology affects human

social life in various ways. The technical factors in humanities are also increasingly

enhanced, and the attention to the problem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future of human society.

While "western Marxism" in-depth discussion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especially the contemporary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

Frankfurt school, Andrew Feenberg’s deepening research to the links of

contempora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formed his unique political idea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e deepened in internal technology and regards the role

of human behavior in the field of technology and whether technology is neutral as

criteria, which revealed the reason to alienation rule of capitalism and the shaping

role of social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By reconstruction on the

basis of criticism, he lights the inherent law and practic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and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socialism replacing capitalism

in industrial society.

Frankfurt School in the 20th century faced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nd noticed significant political function of contempora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arlier. They deal with how the technical rationality

transmute into political ration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rational and reveals

that the technology, as a new kind of political ruling power , brings complete

alienation to the society. The Frankfurt School's traditional concept regards the

contempora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a new kind of political ruling to replace the

traditional political controlling way, which can only result in pessimistic

disappointment. This counters to the concept of Marxis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at

regards science as the driving force of social society. Andrew Feenberg adheres to the

http://dict.youdao.com/search?q=criteria&keyfrom=E2C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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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al tradition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re-examine 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trad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the technology in

modern society at the same time. He studied the interaction of technology and

society from different angles and tried hard to implement technology criticism and

re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His technology of politics is the unexpected encounter

of Marxism and computer revolution and sociology of constructivism on technology

of Frankfurt School. Based on the politics of technology of Marx's, he inherited the

ideology of Marcuse about the direction of technology being determined by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ritically absorb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reasoning methods

of Habermas and adopted the micro political science of Foucault and Lyotard, which

was a contemporary response to Frankfurt School's politics of technology after a

series of technology political thought such as Lukács, Marcuse, Habermas and

Foucault.

The technological politics of Feenberg originated in the critical theory on

traditional technology and the related specific events. Feenberg political criticism of

modern technology and technology began with the sublation of the already existing

technology because he realized that the technology philosophy were adapting to the

emergence of technology politics. While traditional critical theory comes from

exploring the roots of technical problems in the modern society. Traditional

technology concept mainly exists in the non-criticism of Utopia to accept technical

progress or resistance technology of Dystopia which in opposite posi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theoretical concepts in the process of the traditional technology,

Feenberg realized the essence of the problem. Modern technology is neither a savior

nor solid cage, it is a kind of new cultural structure which is full of problem but it

can be transformed from within. The Politics of Technology of Feenberg take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as the backing and with this method of philosophy analysis the

social roots of technology design and development which reflects the value of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This kind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theory of technology

philosophy became a kind of political ideas to form a starting point of the logic.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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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The May Events” happened in France

and the political movement in the western capitalist society prompted Feenberg to

think about the relation between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and change his standpoint

from macro political science to micro politics and from Marxism to after the

Marxism. Twenty years later the collapse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nd

tremendous change to East Europe made him to rethink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socialist and focused on thinking about how to combine

the Marxist criticism theory, technology and combination of socialism and

imple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science. In addition, a debate within the

Frankfurt school between Marcuse and Habermas intermingled with the two big

events which became the powder hose of rethinking Feenberg on technological

politics.

The technological politics of Feenberg on the whole mainly in criticize and

reconstruct the technological politics. He creatively put forward the related concepts

of critique and reconstruction of function, such as technical code, formal technology

in the form of bias, the design theory of technology, and instrumentalization theory.

Based on these, he criticized capitalism technocracy and revealed its essence, and

then reconstructed with a free will of political technology view. Feenberg 's criticism

on capitalist technological politics mainly focused on revealing the essence of the

capital "hegemony", which is mainly a kind of technology hegemony with the fast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in modern society. This shows that the capitalist society

is not the end of the human society, which announces its own end as a form of

maintaining its rule with its own limitations. Feenberg thought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was a stage for social struggling and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was related to politics. By redefining the relation of technology,

rationality and democracy, he created an alternative technology system to explore the

real possibility of socialism as a civilization alternative solution instead of capitalism

in the industrial society. This method directly led to the fundamental political issues

about the nature of modernity and the possibility of replacing the dominant wes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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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It seems to that technological politics is a basic form of resistance, which

placed in the center of many types of social struggle in the developed society. This

concept of technological politics has break through the technology itself and relates

to the liberation and future of human beings.

Technological democracy is at the central place in the Feenberg's technological

politics. He took advantage of the improved constructivist methods and developed

the theory of democratic technological change with complete abandoning democracy

under the framework of capitalism and formed the socialist democratic ideas. He

thought that capitalism distorted achievement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biggest problem in capitalist society is to suppress the potential development of most

people in order to safeguard the interests of the privileged class which is not

democracy. Its way lies in ensuring fully development of potentiality of everyone

especially marginal groups as much as possible to achieve real democracy.

Democratic progress means thoroughly to reconstruct the technical foundation of

modern society. He thought that potentiality of technology should be given full play

and the interests of the participants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the technological

design process with deepening technology and using new technological code to

redesign and combining all aspects of social life to form alternative technology

system through the alternative technology and realizing the democratization of

industrial society through the democratization of the techniques.

The aim of Feenberg's technological politics is to seek a way of constructing the

reasonable society through revealing the root of technical problems in modern

society. He applied the method of social constructivism to the research of modernity

and broke through the narrow concept of technology sociology and bridged between

micro technological research and the macro modernity problem. It also let Feenberg

change his standpoint from after-Marxist to criticized constructivism. On the basis of

the research of technical problems, he proposed "the Alternative Modernity" and

"socialist" reconstruction of Modernity. The aim of Alternative Modernity is to

inspire a kind of emancipating the mind which means the expanding possibilities and

let more actors participate in the process of the technical decisions. Reconstruc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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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ity in the reflection to a more reasonable society is the purpose of the

Feenberg.

Feenberg's technological politics is a technical research based on the dimension

of politics which reflect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ical activities and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modern society and is a kind of thinking on human living

ways, group consciousness and democracy in modern technological society. In the

modern society, with the widely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he seeks the democracy

and liberation of human society with a high sense of western Marxism. The whole

theory of technological politics focuses on criticism and reconstruction from internal

technology, and forms the unique theoretical insigh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history, society, culture, etc. Their unique interpretation of Marx's

thou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y adhere to human liberation and develop

the technological political thinking of Frankfurt school and create a new way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Which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ical politics. Meanwhile, the studies had shortcomings in its microscopic

practice study and utopia exists in it logically. Because China is in a critical period of

technical development, Feenberg's technological politics can be a reference for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China.

Key words: Andrew Feenberg; technological politics;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technological democratization; soc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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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0.1 选题的意义

随着信息技术与科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人类已经步入以技术泛化为特

征的新时代。技术以各种方式影响着人类社会生活，已经成为人类自我塑造和

存在的方式。人文学科中技术因素也日益增强，其中对技术与政治关系问题的

关注直接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未来。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

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当代的代表人物安德鲁·芬伯格
1

（Andrew Feenberg，1943-）对当代科学技术与政治关系的深入探讨形成了独

特的科学技术政治观念。他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通过对技术的批

判与重建形成的技术政治理论，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0.1.1 芬伯格的学术路径与思想立场

安德鲁·芬伯格思想丰富、涉猎广泛。在批判理论领域，由于他真知灼见

的技术批判理论而成为该领域的领军人物；在技术社会学领域，由于他独特的

技术社会建构论而成为该领域的代表。然而作为正统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形成的

“新马克思主义”者，具有批判精神和解放旨意的技术政治观成为其思想的主

旋律。选择安德鲁·芬伯格进行个案研究，首先因为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

立场，作为德国之外的法兰克福学派在美国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发展关系到

法兰克福学派这一 20 世纪最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发展历程与前景。1930

年，霍克海默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创建法兰克福学派社会研究所，1933 年马尔

库塞加入，并成为中心人物。但时隔不久，法西斯上台后，研究所无法在德国

活动，1933 年被迫迁往美国，先后隶属于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战

后，马尔库塞未与中坚人物霍克海默、阿多诺一道返回德国重建研究所，而是

1国内学者还有将这个名字译为“费恩伯格”、“芬博格”、“芬柏格”、“芬尼伯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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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美国，成为这个发达工业社会的见证人。由于法兰克福学派的这种发展经

历使芬伯格与其思想具有了进行直接接触的机会。芬伯格 1943 年出生于美国纽

约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美国相当有名的物理学家，研究量子力学。

这使他自幼就对技术产生兴趣，但数学方面的缺陷使他离开物理研究转向通过

哲学方式理解世界。在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时，芬伯格认为他是从海德格尔和

法兰克福学派开始自己的研究的。在大学期间，他开始学习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戈德曼、马尔库塞等人的思想。后来在马尔库塞的指导下从事研究生工作学习，

并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因这种师生缘，芬伯格尽管年纪较轻，

但不赞同学术界所认为的他在哈贝马斯之后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自称与

哈贝马斯同是第二代人物。当然，学术界还有第四代、新一代等各种说法。比

如希克曼对芬伯格思想形成的背景进行阐述时，提出尽管芬伯格是马尔库塞的

学生，但从其思想形成背景及特征看，应属于第三代。他认为第三代的经历是

以法国“五月事件”为基础的，与前人赞同本质主义和实体主义不同，他们坚

持更彻底的建构主义和功能主义，将技术视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相分离。

芬伯格在接受国内学者的采访中指出，划分法兰克福学派第几代的唯一依据是

根据师生之间的关系，他是马尔库塞的学生而不是哈贝马斯的学生，因而他属

于第二代。当然他确实比哈贝马斯年轻，也从他的演讲著作中学了很多东西。

又受到当代技术研究经验转向的影响，也可以说介于第二代与第三代之间。芬

伯格以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论为研究起点，传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

理论，但并未停留于对技术本身的哲学探讨上，而是将批判理论与社会建构主

义的理论成果结合起来作为基础，深入分析技术与政治之间的内在关系。正是

这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立场，使其批判精神与解放旨意相结合。

其次，因为芬伯格技术思想的深刻与独特。安德鲁·芬伯格是当代西方著

名的技术批判理论家。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信息与传媒学院教授，技术哲

学研究会主席。多年来，也曾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圣

地亚哥和欧文，杜克大学，索邦神学院，巴黎王妃大学，布法罗的美国纽约州

立大学，国立高等社会科学院，东京大学和巴西利亚大学等。近年来走进中国

学术界视野，引起广泛关注，曾多次来中国参加学术交流与研讨。在安德鲁·芬

伯格的研究历程中，形成了非常丰富的理论成果。20 世纪 80 年代，1986 年出

版了《卢卡奇、马克思和批判理论的来源》（ Lukacs， Marx and the Sources of

http://www.sfu.ca/~andrewf/pub_Lukacs_Marx_Critical_Theo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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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al Theory）一书。此书主要通过分析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马克

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阐述技术批判理论的来源问题，涉及技术问

题不多。20 世纪 90 年代，芬伯格推出了他的三部技术批判理论专著：《技术批

判理论》“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1991)、《可选择的现代性——哲学和

社会科学中的技术转向》“Alternative Modernity: The Technical Turn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Theory”(1995)和《追问技术》“Questioning Technology” (1999)。

这三本著作与技术息息相关，着力于现代技术社会基本状况以及如何认识如何

发展的研究。三本书的共同立场是关于技术的本质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其中《技

术批判理论》有两版，第一版的中心议题是民主与资本主义的技术专家治国论

的组织形式之间日益增长的冲突。芬伯格在一种激进的技术哲学的基础上，通

过重新建构社会主义的观念来处理这些问题。并在对技术研究的几种趋势进行

反思的基础上得出几个主要论点，一是与技术决定论或中立论不同，技术设计

与社会有关；二是对技术设计不平等分布的社会影响助长了社会不公；三是通

过一些案例证实了公众对设备和系统设计的参与产生了影响。他专注于马克思

主义方法下的矛盾分析，使劳动过程理论和法兰克福学派的自然统治批判相联

系。这本书的论点是基于资本主义和合理化的“颠覆”形式的对比，也就是技

术的“民主合理化”，文中涵盖一个更发达的技术政治分析。《可选择的现代性》

介绍了一种基本形式的建构主义，它适用于技术专家治国论的后现代主义批判。

这本书探讨了许多领域中技术斗争的含义，这包括分析了医学和计算机化的病

历，以日本为参考扩展了考虑民族文化特性。《追问技术》阐发了建构主义对技

术哲学的含义。用一个非本质主义的激进政治根源的叙述完成了这个周期，对

主要思想家的技术哲学进行直接挑战。21 世纪，在“技术批判三部曲”的基础

上于 2002 年又推出了《技术批判理论》的第二版《转化技术：重新回顾批判理

论》“Transforming Technology：ACritical Theory Revisited”，中文翻译经翻译者

再三考虑还是沿用了第一版的题目。此书是技术批判理论思想总结并升华的结

果，体现了三本书的观念变化，首先，立场转变，芬伯格由后马克思主义立场

转变到“批判的建构论”立场；其次，技术哲学研究更加经验主义走向。新版

作了较大修改，以便跟上时代步伐。另外增加了论述在线教育的一章。这本书

再加前面的两本一起提供了一种关于技术的本质及其技术与社会关系的共同立

场。芬伯格通过三本书从不同角度对技术社会激进民主化这一主题进行论述，

http://www.sfu.ca/~andrewf/pub_Lukacs_Marx_Critical_Theory.html
http://www.sfu.ca/~andrewf/pub_Questioning_Technology.html
http://www.sfu.ca/~andrewf/pub_Transforming_Technolog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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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主题更明确。2005 年芬伯格又推出了《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历史的灾难

与救赎》“Heidegger and Marcuse: The Catastrophe and Redemption of History”，

此书主要侧重于哲学的阐释。2010 年，麻省理工学院出版了《在理性与经验之

间：论技术和现代化》“Between Reason and Experience: Essays in Technology and

Modernity”。还编辑出版了《马尔库塞：批判理论和乌托邦的承诺》“Marcuse:

Critical Theory and the Promise of Utopia”（1987），《技术和知识政治学》

“Techn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1995），《现代化和技术》“Modernity

and Technology”（2003），《数字时代的社区》“Community in the Digital Age”

(2004)，《（重新）发明互联网》“(Re)inventing the Internet”(2012)等。2014 年

他将出版新书《实践哲学：马克思，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The Philosophy of

Praxis: Marx, Lukacs and the Frankfurt School”和《理性和经验之间》“Between

Reason and Experience”。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主要是 90 年代以来，芬伯格为技术批判理论提供了一

种从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中把握技术的崭新研究视角。在技术信息全球化的

时代背景下，深入技术内部，把人类行为在技术领域中的作用以及技术是否中

性作为判断标准，揭示资本主义导致异化和统治的根源，揭示社会各因素在技

术发展中的形塑作用，着力于批判基础上的重建；通过重新形成技术与民主之

间的关系，来探索在工业社会中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文明替代方案代替资本主义

的真正激进改革的可能性，以此诠释他的技术政治学的主题。他从技术批判与

社会建构论相结合的视角展开技术政治研究，批判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

理论，从马克思对技术的“设计批判”出发，深化了马尔库塞所呼吁的能给人

类与自然带来解放的新技术的出现的理论探索，阐明了技术设计因参与者利益

不同可以沿着不同方向发展。他的研究没有仅停留于理论，而是从抽象技术的

开端深入到实践层面，找寻资本主义工业制度的物化根源。从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的角度，实现技术的转向，揭示技术与政治互动的内在规律及其实践后果。

0.1.2 利于拓展对科技与政治关系的思考

随着信息技术与科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技术以各种方式影响着人类社

会。传统观念以为技术作为中介主要存在于生产领域，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

充分说明了这一观念。但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技术中介已经远远超出生产领

http://www.sfu.ca/~andrewf/pub_Technology_Politics_Knowledge.html
http://www.sfu.ca/~andrewf/pub_Modernity_Technology.html
http://www.sfu.ca/~andrewf/pub_Modernity_Technology.html
http://www.sfu.ca/~andrewf/pub_Community_Digital_Age.html
http://www.sfu.ca/~andrewf/pub_Reinventing_Interne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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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进入社会生活的每一方面，这包括医疗、教育、环境、媒体等等，技术已经

影响我们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成为我们存在的一种方式。技术作为人类自我

塑造与存在的方式，人类该如何对待技术，技术与人类怎样相处，技术以怎样

的方式面对人类的未来……这些问题的解决关系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未来。随

着科技全球化的大发展，人文学科中技术因素的增长已日益增强，这一问题的

解决已成为当务之急不可回避。其中，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即技术的“政治化”

和政治的“技术化”成为当代的一个重要问题，学术界已出现与此相关的一门

新学科，即“技术政治学”。在新的科学技术背景下，技术与政治关系交织在

一起，如何认识与处理好这种关系对社会发展意义重大。芬伯格的技术政治观

开启了技术与政治关系的新思路，对其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对技术与政治关

系的思考。

技术与政治的关系由来已久，人类对技术的态度随技术的发展也在发生着

演变。在 17、18 世纪因技术的利器作用推动社会进步，人们视科学、理性、进

步三位为一体，认为技术可以创造人类的自由、民主与福祉，出现了技术乐观

主义。而从 19 世纪开始，科技被资本主义利用，人沦为机器的奴隶，人类社会

被异化，且卷入各种冲突、战争、生态失衡中难以自拔，理论上形成了技术悲

观主义观念。20 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面对当代资本主

义的深入发展，较早意识到科学技术具有政治功能，对技术消极社会功能与政

治效应的认识超越了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观念。他们没有局限于现象分析，也

没有局限于技术本身，而是从人类理性角度挖掘技术理性如何蜕变为统治的合

理性、政治的合理性，揭示了技术作为一种新的政治统治力量给社会带来的全

面异化。但是，他们尽管触及到技术消极政治效应与特定制度有关，最终还是

将资本主义对科技的利用所造成的消极政治效应的根源归咎于技术，即认为当

代的科学技术取代传统的政治控制手段成为一种新的政治统治方式。这样只能

停留于悲观失望中，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将科技作为社会前进决定力量的科学技

术观。

芬伯格透过这些表面现象，发现技术延伸到什么地方，中央集权的等级社

会结构就随之产生。但是随着渗透在社会发展每一领域的技术发展中公共行动

者逐渐增长的重要性，技术作为一种公共事务从各种斗争中显现出来。技术在

公共领域中地位的提升，标志着技术专家决策技术设计可能过时。芬伯格就是



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政治观研究

6

试图搞清楚在技术逐步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的状况下技术中介所产生的政治后

果。随着因特网的发展，芬伯格有机会参加了一种新形式的革命——计算机革

命，这样他直接接触到了一个新兴的技术领域。计算机这种新的技术形式直接

促成了后现代的“后”。计算机以它的独特性终结了数世纪以来的确定性，不

但操纵着我们社会生活正经历的任何变化的讨论，而且根据其承诺和威胁塑造

着未来。没有任何技术像计算机一样拥有这样的威力，即使核能和太空探索引

起现代社会的奇迹变化，也没有计算机引起的变化大，它似乎终结了现代性。

通过对计算机的了解，芬伯格认为，计算机存在“两难境地”，即计算机具有

两种矛盾的可能性。就计算机通过网络传播各种知识和交往的机会而言，计算

机既可以作为控制系统，也可以作为一种媒介。敌托邦式的结果主要是由于将

技术进步的原型仅仅看作一种控制的工具，缺乏了一种可替代路径的线索。社

会的计算机化可以通过取消所有那些不掌握新技术的人的资格而加剧阶级差

别，与这相似的事情发生在部分需要更新计算机技术的工作部门。芬伯格认为

与其说问题在于大众被计算机革命所抛弃，不如说他们参与计算机革命的地位

从根本上就是不利的。他对技术与政治关系的独特理解拓展了我们的理论视野，

引起我们的重视，也利于进一步深入这方面的研究。

同时，技术与国家政治的关系与技术政治观相关。社会发展中技术因素的

渗透带来了积极成果也带来诸多问题，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政治统治所带来的

各种异化问题，早期法兰克福学派都给予揭露与批判，但面对问题法兰克福学

派的态度与立场是或逃避或悲观或点而不透的。悲观与逃避解决不了问题，在

技术全球化背景下，我们不可能弃之而去，只有迎刃而解。芬伯格在批判吸收

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深入技术内部进行深刻分析，揭示造成资本主义技术霸权

的根本原因，揭示隐含的技术价值，阐明技术本身具有的民主潜能，从设计入

手转化技术，实现技术的重建，使技术设计民主化，体现更多人的利益。此外，

技术政治研究关系到技术与国际政治的关系问题。在当代，整个国际社会各个

国家发展差异悬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并存，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依然

甚嚣尘上。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及有效利用关系到其在世界政治舞台中的

强弱与地位，发展科学技术对世界各国而言，不仅仅意味着是一种经济、社会、

文化战略，也是一种政治战略。由此可见，在技术全球化背景下，研究技术与

政治关系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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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 利于探究法兰克福学派发展新状况

法兰克福学派无论从代表人物的数量、理论建树的广度和深度，都可以称

为是 20 世纪最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从发展历程来看，先后经历了 20 世

纪 30 年代到二战前的早期的“批判理论”阶段和战后到 60 年代末的黄金时期

的“否定的辩证法”阶段，随着社会研究所在 1969 年的逐渐解体，70 年代进

入晚期，批判理论的主旨只能以不同的形式保持在新一代理论家的著述中。法

兰克福学派趋于解体并不意味着理论影响力的降低，像芬伯格这样的后人以单

独的思想家活跃于国际学术界，延续着学派的理论影响力。芬伯格作为法兰克

福学派的当代代表依然坚持批判主旨，又结合技术的时代发展，进行了很大程

度的发展。对芬伯格技术政治观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

兰克福学派发展现状的了解。

法兰克福学派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深入发展，较早意识到科学技术具有政

治功能。他们对当代科学技术的政治功能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技术消极社会功

能与政治效应的认识。在研究中，他们尽管触及到技术消极政治效应与特定制

度有关，但最终还是将资本主义对科技的利用所造成的消极政治效应的根源归

咎于技术，即认为当代的科学技术取代传统的政治控制手段成为一种新的政治

统治方式。这样只能停留于悲观失望中，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将科技作为社会前

进决定力量的科学技术观。芬伯格在面对资本主义异化问题时，没有停留于早

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悲观情绪中，而是从技术内部另辟蹊径，分析技术与社会、

政治之间的内在关系，寻找解决途径，并在实证研究中有了一定进展，在理论

与实践上都超越了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另外，通常我们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后期

了解主要集中于哈贝马斯，但他在学术观点和政治立场上都表现出后退的倾向。

而芬伯格在思想立场和学术观点上与哈贝马斯针锋相对，坚持马克思主义观念

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立场，对马克思与法兰克福学派进行了深刻解读与发展，

对我们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现状有深刻意义。

0.1.4 利于中国社会发展模式借鉴思考

芬伯格对技术问题政治性质的解读，将人类的未来仍然指向社会主义。他

对“社会主义”内涵的解释，对马克思“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新界定，对苏

东剧变的深刻分析，对于中国与其真正发展可能性相适应的方式进行发展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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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都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思考。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适合中国的

独特道路关系到社会主义中国的未来，芬伯格提出的“只有全体人民丰富多样

的互动才能创造适合中国的现代性”1，对于中国发展具有启迪意义。他的技术

政治观点也有助于科学发展观的实施与和谐社会的建构，对于拓宽技术政治的

研究视域和明确技术政治的未来发展方向具有十分重大意义，并对我国技术政

治的发展起到推动和借鉴作用。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0.2.1 国外研究现状

芬伯格作为颇有影响的技术哲学大师，在国外引起广泛关注。芬伯格每一

部著作的出版发行，理论界都会有不少人发表相关评论，并为他的思想召开多

次专题研讨会。这些评价散见于各种会议和报刊，也出版了一些相关论文集。

他的著作被翻译成日文、法文、希腊文、葡萄牙、中文等多种文字，供各国研

究或教学所用。他与威廉·莱易斯合作的“The Essential Marcuse”于 2011 年在

苏联出版，1999 年的“Questioning Technology”于 2013 年在韩国翻译出版，

还曾在挪威、意大利、日本、法国翻译出版。“Alternative Modernity”于 2003

年和 2004 年在中国和意大利出版发行。“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1995

年在日本翻译出版。“Transforming Technology”2012 年在葡萄牙出版发行。

这些著作的翻译出版在各个国家引起很大关注，表明芬伯格思想在国外有很大

影响。他还应邀在加拿大、日本、中国等国参加讲学或研讨会。在日本东京召

开的主题为“实用主义和 21 世纪的技术哲学”专题研讨会上，芬伯格的思想被

确定为会议议题之一，表现出国外学者对其思想非常感兴趣。在中国召开的“技

术哲学与技术伦理”国际研讨会，芬伯格也应邀参加，就一些热点问题和学者

们进行交流探讨。并在此期间到东北大学和西安建筑大学做了七场演讲，引起

很大反响。他对三种技术理论的划分被美国科学哲学博士玛丽·泰尔斯（Mary

Tiles）技术哲学词条引用并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阐发。

1 [美]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陆俊、严耕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中文版序言第 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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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相关文献看，国外学者大都认为他是批判理论的重要代表，并肯定他关

于技术的民主控制，技术设计与使用中要考虑各种参与者利益的观点，也对其

部分观点提出质疑。研究主要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展开，宏观层面上，涉及

到技术批判理论整体框架中的技术哲学、技术政治学、技术社会学等不同层次

间相互交融的关系，以及与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之间的关系。微观层面上，

不但涉及到芬伯格与法兰克福学派早期代表之间的批判与继承关系，以及与海

德格尔哲学思想、社会建构论、后现代理论家之间的关系，而且涉及到对芬伯

格技术本质观、技术理性观、技术民主化等的深层分析。国外学者特别注意从

微观层面及芬伯格的个案研究上对其进行批判研究，考验其理论的可行性。总

之，国外对芬伯格思想的研究涉及各个方面，形成一定规模。

0.2.2 国内研究现状

近年来国内对芬伯格的研究逐渐增多，尤其是芬伯格的几次中国之行，在

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

其一，关于芬伯格著作翻译情况。芬伯格的专著与大量文章在中国已经翻

译并出版发行。目前翻译过来的著作主要有：陆俊、严耕翻译的《可选择的现

代性》，2003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韩连庆、曹观法翻译的《技

术批判理论》，2005 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文成伟翻译的《海德格尔

和马尔库塞——历史的灾难与救赎》，2010 年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发

行。文章方面，《中国电子商务》开辟专栏“第三只眼看中国”翻译出版了芬

伯格的系列文章。2010 年第二期“哲学分析”上翻译了《从技术批判理论到合

理性的理性批判》，2011 年第一期又翻译了《功能和意义：技术的双重面相》，

2011 年第四期翻译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合理性的批判：从剩余价值到技术政

治》。朱春艳于 2005 年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六期翻译了《安德鲁·费恩

伯格. 哈贝马斯或马尔库塞: 两种类型的批判》。韩连庆于 2006 年在“科学文

化评论”第五期翻译了《对合理性的合理批判》等。这些著作和文章的翻译说

明芬伯格思想的重要性，也可以促进对其思想的进一步研究。

其二，关于芬伯格思想研究成果。国内对芬伯格的研究最早是从法兰克福

学派相关研究的某个专题或某章节介绍开始的。对其进行专门研究的著作主要

是朱春艳教授的博士论文《费恩伯格技术批判理论研究》，从技术哲学角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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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进行全面分析。孙浔的博士论文《走向技术民主与文化

多元》也从技术哲学角度对芬伯格技术思想的历史、社会、政治、文化向度进

行分析。从研究角度来看，涉及到芬伯格技术哲学与海德格尔、马尔库塞、哈

贝马斯的比较研究，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与社会建构主义的关系，芬伯格技术

思想的述评及部分特殊概念的理解研究，技术批判理论与技术民主思想研究等。

总之，国内对芬伯格技术思想的研究近年来有上升趋势，但研究视角与规模还

比较局限。

其三，关于芬伯格技术政治思想的研究。这方面内容的研究在国内还很少，

刘同舫教授的文章《激进民主的理性重建与技术转化的微政治学》对芬伯格技

术政治学进行整体评析。郭建中教授的文章《芬伯格的技术民主化思想透视》

对芬伯格技术民主思想进行简单梳理。对芬伯格技术民主化思想等政治学方面

的研究关系到人类的民主与解放旨意，这方面的研究关涉到信息技术化时代社

会主义的前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模式与选择。理论研究的目的在

于借鉴与运用，芬伯格技术政治观念可以引起我们对中国现代化发展中技术设

计的深层思考。国内对这方面的研究还重视不够，有待进一步深入。

0.3 基本思路与研究方法

0.3.1 基本思路

本文主要围绕芬伯格技术政治观的形成、发展及基本内容展开论述。对法

兰克福学派传统技术政治观中将科技作为意识形态来批判的观点和科技进步的

政治悲观主义论点提出异议；在技术全球化背景下分析和论述资本主义社会发

展现状及趋势的基础上，对马克思的技术政治相关思想做了新的解释与发展；

对资本主义技术政治深入技术内部进行批判，并在批判基础上对技术政治进行

重新构建。

第一，阐述芬伯格技术政治观的理论源流。在技术全球化背景下，作为新

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技术政治观念首先受马克思的思想影响颇深，

可以说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解读中形成他的技术政治观。马克思首先提出

资本主义技术和管理社会的本质，技术可以造就社会等级制度，也可以通过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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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设计产生一个将经济民主化的新的下层阶级，这些思想启发芬伯格对技术本

质的政治学思考。同时芬伯格属于战后的世界，他的思想深受法兰克福学派、

社会建构主义的影响，是各种时代风潮偶然相遇且交织影响的基础上产生的。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在美国的代表，芬伯格的这一经历是从在马尔库塞指导下从

事研究生工作开始的，马尔库塞关于资本主义技术政治的革命性批判理论对芬

伯格思想影响深远。而技术的社会建构论方法对芬伯格的思想转变及技术政治

思想的形成意义非凡。这些因素的交织是促使芬伯格考虑技术政治效应的基础。

第二，阐述芬伯格技术政治观的起点。芬伯格的技术政治观起始于对传统

技术政治理论的审视及其与此相关的具体事件。对传统技术理论的批判与反思

成为芬伯格技术政治观产生的逻辑起点。发生在法国的“五月事件”以及西方

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运动促使芬伯格思考技术和政治的关系问题，并由宏观政

治学转向微观政治学，由马克思主义转向后马克思主义立场。而时隔 20 年之后

的苏东剧变促使他重新思考技术进步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由后马克思主义

立场转向技术的建构论立场，着重思考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技术批判理论、社

会主义等相结合，实现技术政治学的建构。此外，法兰克福学派内部马尔库塞

和哈贝马斯之间的一场争论也同这两大事件交织在一起，成为芬伯格技术政治

思考的导火索。

第三，对芬伯格技术政治观的整体阐述。首先介绍了芬伯格创造性地提出

的具有批判和重构技术政治功能的相关概念，比如技术代码、技术的形式偏见、

技术的设计理论、工具化理论等。在此基础上对资本主义技术统治论进行批判

并揭示其实质，然后重构具有解放旨意的技术政治观。他认为技术设计过程中

要充分发挥技术的潜能，注重参与者的利益，深入技术内部，用新的技术代码

重新设计技术，考虑到人类解放与自然和谐。

第四，阐述芬伯格技术政治观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技术民主。他的技术民主

意味着现代社会技术基础的重新构建。他利用改进的建构主义方法创建了这一

技术变革理论。民主进步意味着彻底地重新构造现代社会的技术基础。在分析

技术民主观念的基础上，阐述了芬伯格的民主合理化理论，对激进民主进行理

性重建。进一步提出技术民主的实现问题，涉及实现的主体、实现的方式、实

现的目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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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阐述芬伯格的技术政治的目标。就是通过揭示现代社会技术问题的

根源，寻求建构一个合理社会的途径。他将社会建构论的方法运用到现代性问

题的研究上，突破了技术社会学的狭隘观念，在微观的技术研究和宏观的现代

性问题之间架起桥梁。在技术问题研究中，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作为两种文

明方案，提出“可选择的现代性”。在此基础上分析现代技术背景下对社会主义

观念的重新阐释，及其对马克思“向社会主义过渡”观念的超越，从而实现“社

会主义”的现代性重建。

第六，对芬伯格技术政治观的评价。首先分析了其特点，在于坚持马克思

主义的人类解放的意旨，注意科学与技术概念的区分，着眼于从技术内部进行

批判与重建，贯穿哲学、历史、社会、文化等多维分析视角，注重技术政治的

实证研究与经验转向，主张技术政治的建构性综合。然后分析了芬伯格技术政

治观的理论贡献与缺陷。贡献在于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技术政治思想，拓展了法

兰克福学派技术政治思路，开创了技术与政治发展的新途径。缺陷在于其理论

观念逻辑存在乌托邦倾向，实践研究中存在微观进路的未竟之嫌。芬伯格技术

政治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选择具有深刻的启迪与借鉴意义。以此

为借鉴寻求与中国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独特的富裕模式，远离苏东剧变噩梦，

为走向人类与自然解放提供思考与借鉴。

0.3.2 研究方法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研究方法在理论研究中至关重要。本文针对

芬伯格的技术政治思想发展和相关理论延伸主要采用了以下研究方法。

文本解读法。文本解读是进行理论研究的基础。在对芬伯格技术政治观的

研究中，首先利用和参考了国内外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分析其研究现状。

但在此基础上更重视对原著和文本的解读。芬伯格的著作目前国内翻译过来的

主要是《技术批判理论》、《可选择的现代性》以及《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

历史的灾难与救赎》，而其中与技术政治相关的主要是前两本，还有一本非常

重要的《追问技术》是英文资料，为获得文本资料进行了整本翻译。在对芬伯

格相关文献的直接阅读及解读中展开其思想研究。除此之外，对相关著作如马

克思的相关著作，法兰克福学派的相关著作，也是直接从原著中提取思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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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已有研究中的二手资料的误读。总之，从第一手资料入手把握研究对象的思

想，在此基础上对其观点给予科学的分析和评价，是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

点面结合法。点面结合法是整体与部分相结合的一种辩证方法。芬伯格技

术政治问题研究既涉及对整体观点的系统理解，也涉及对其所提观点与方案的

评价。在注意从整体上分析芬伯格技术政治观的同时，突出问题意识，强调对

技术政治核心问题和目标问题等重点和难点问题加以深入研究。注意到整体的

连贯性系统性，也注意到各个相关环节的细致研究，做到整体与部分的辩证统

一。

比较分析法。比较分析法主要在于通过对比展示观点的共同点和差异点，

是一种常用的方法。本文要对芬伯格观点进行完整和系统的把握，对此方法的

运用必不可少。文中涉及芬伯格与马克思思想的比较，与马尔库塞、哈贝马斯

等技术批判理论的比较，对社会建构论思想的发展性运用。在比较分析中鉴别

他们观点的异同，显示芬伯格思想的独特性。在此基础上才能对其技术政治观

做出客观的评价。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是辩证思维的基本方法。要

从整体上概括芬伯格的技术政治观必须追溯其历史发展，因为其思想发展不是

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而且芬伯格是法兰克福学派的

当代代表，对其思想的研究要追溯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他的技术政治

关系到技术批判的历史向度与社会向度、哲学向度、文化向度相结合，研究也

始终贯通了这一研究方法。在技术政治观的起点分析上，也着重从历史起点和

逻辑起点相结合角度进行分析。在这种历史发展脉络上的概括提升才能完成对

整个理论体系的系统性认识。

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阶级分析法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立场，也是

进行思想研究的基本方法。芬伯格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站在资本主义发展

繁荣的当下分析揭示其技术与政治之间的内在关系，并且探索社会主义发展中

技术的恰当运用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巧妙结合，始终追寻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

的解决之道，关注人类的解放与未来。明确的阶级立场贯穿于整个思想发展中，

显示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笔者在对其思想的研究中始终坚持马克思的阶级分

析法是必然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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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0.4.1 研究难点

第一，芬伯格的技术政治观产生于当代科技发展的特殊时代，他将马克思

观、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与技术的建构论社会学相结合。其中涉及到对马克

思技术设计批判的解读，对海德格尔、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福柯等人的观点

的批判性继承。跨越各种复杂思想，跨越各个相关学科，在梳理与理解中都有

一定难度。

第二，对芬伯格技术政治观的研究，要从其体现技术批判理论的专著中抽

象提取。因为芬伯格本身是著名的技术哲学家，尽管他技术批判理论的旨趣在

于技术民主建构与人类的民主与解放，但他的专著更多体现的是其技术哲学思

想。以往研究更多是侧重于技术哲学方面的研究，而忽略了寓于其中的体现技

术政治思想的共同立场，或为技术哲学分析服务在研究的边角会提到此问题或

一笔带过。因此对这方面理论的抽象与概括至关重要又非常不易。

第三，芬伯格借鉴了后现代福柯、利奥塔等的微政治学立场。他是从技术

设计案例的具体分析中得出技术设计是由技术标准与社会标准共同决定的，不

是固定不变的，可以沿着不同方向发展，也决定文明方案的选择性。他的技术

政治的宏观观念是从微观实践中得出的。因此对其整个思想发展而言从微观层

面中抽象与概括出宏观思想既是重点也是难点。

第四，芬伯格技术政治的研究是要创造出一种替代的技术体系，从技术设

计之初就开始干预，把人与自然的发展需求这些价值因素融入技术设计中，避

免技术设计会带来的负面效应，真正解决技术的产生问题，这样的技术设计已

经冲破了技术本身关系到人类的解放与未来。芬伯格是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思想家，在理论基础上的实证研究多是纯技术的专业性很强的研究，涉及众

多专业学科，对其进行理论研究和概括也是难点之一。

0.4.2 可能的创新点

首先，选择新的研究视角。理论界对芬伯格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技术哲学批

判理论或技术的社会建构论，这些思想是贯穿于芬伯格的著作及相关成果尤其



导论

15

是他的“技术三部曲”中的显而易见的观点。但事实上贯穿其思想始终的是以

解放为目标的技术政治观，他所有的观点都朝向这一归宿。他试图通过技术的

批判及其与社会建构论的融合获得政治上的解放。这一思想尽管贯穿始终且显

而易见，但在理论界还鲜有研究。笔者抓住这一主旨，试图跨越理论界已有的

研究视角，开辟被忽视的芬伯格真正关心的技术政治学的研究视域，以此体现

哲学家紧扣时代脉搏的高度社会历史责任感与精辟的技术政治思想。

其次，观点上的创新。理论上，对芬伯格技术政治观进行系统概括、阐述，

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力图在整体思想观念上有所突破，填补芬伯格技术政治

理论方面的空白。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实践上，

结合中国社会发展实际，利用芬伯格独特的技术政治观为中国在技术广泛发展

状态下如何发展提出借鉴。另外，对芬伯格技术政治观的评价贯穿于始终，在

各章节对其具体观点进行评价的基础上在最后一章又进行整体评价，深化了对

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认识。

第三，研究思路上的创新。宏观上构建芬伯格技术政治观的基本框架，从

理论基础到发展的起点，再到技术政治的批判与重建。整体上从马克思主义立

场出发，深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现状的了解，探求

技术广泛发展的现代社会技术与政治关系问题，为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提供借

鉴与思考。微观上，对涉及芬伯格技术政治观的具体概念与问题进行梳理、解

释与评介，力求在深刻掌握基本观念基础上服务于整体思想。这种宏观与微观

的结合既展现其整个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又对其主要观点进行深入研究。

第四，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本文结合芬伯格技术政治观运用了文本解读法、

点面结合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比较法、阶级分析法等基本方法。综

合起来都是对其观点的抽象概括，将芬伯格散见或渗透于技术哲学中的技术政

治观念概括提炼出来。在抽象概括基础上沿着芬伯格技术分析脉络，梳理出从

技术决定论到社会建构论再到技术政治的发展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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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芬伯格技术政治观的理论源流

芬伯格技术政治思想的产生源于一个特殊的时代交锋。正如他在《技术批

判理论》中文版序言中所言：“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计算机革命和技

术建构论的社会学之间不同寻常的遭遇的产物。”他的思想也源于这样一场不期

而遇。在技术全球化背景下，作为新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技术政治

观念首先受马克思的思想影响颇深，可以说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解读中形

成他的技术政治观。其次，作为法兰克福学派在美国的代表，芬伯格的这一经

历是从在马尔库塞指导下从事研究生工作开始的，他的技术批判理论对芬伯格

思想影响深远。再次，技术的社会建构论方法对芬伯格的思想转变及技术政治

思想的形成意义非凡。当然在他的技术政治观念形成过程中还对法兰克福学派

其他代表的技术思想、海德格尔技术本质观、后现代主义思想等进行了批判借

鉴，但他的技术政治观的形成主要是对马克思的技术政治观、马尔库塞的技术

批判理论以及社会建构论思想的反思与借鉴。

1.1 对马克思技术政治观点的汲取解读

芬伯格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重要代表，他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

身份开始学术生涯的。但他始终将马克思奉为正宗鼻祖，一直非常信奉马克思

对其思想发展的重大影响。在他的著作中，关于“马克思”的论述出现的频率

非常高。尤其是在法国“五月事件”及苏东剧变后，马克思主义处于低潮，芬

伯格反而理智冷静地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他出版的第一本著作《马克思、

卢卡奇和批判理论的来源》（1981），从历史资料追根溯源地分析比较马克思的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挖掘他们作为法

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来源。并不无惋惜地指出马克思 1844 年的思想只有

在一百年后才被人领悟。苏东剧变之后，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信

仰出现了一些动摇，出现了改变信仰或保持观望的不同态度，而芬伯格却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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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宣布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显示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仰。在 20 世纪 90 年

代出版的技术哲学三部曲，尤其是《技术批判理论》的两个版本，对马克思主

义理论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评价与发展。研读芬伯格的著作，不难发现他

大量引用了马克思的观点、术语，而且还将马克思的许多理论观点融入其技术

政治思想中，直接构成了其思想的重要来源与组成部分。当然，值得一提的是，

芬伯格作为思想独立深邃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且处于与技术交锋的新时代，

对于马克思的理论观点除了继承主要还是审视、重新解读，甚至发展。不论这

些解读与发展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本意，是否有“误读”或“曲解”的成分，

这种探索精神总可以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

具体而言，芬伯格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汲取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为其

技术政治观奠定理论基础。

1.1.1 对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的解读

芬伯格将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归结为对异化的批判和对工人的运动的渴求相

结合。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根源中产生的。在研

究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中，马克思发现“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劳动成果自然

应该归人所有。但资本主义出现了反常现象，由于机器对人类的束缚，人类创

造的出来的产品却走向人的对立面，成为统治人的力量而存在。在经过对异化

劳动的全面分析基础上，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异化劳动存在的根源，

必须予以消灭。

像法兰克福学派先辈一样，芬伯格也是通过恢复马克思对异化的激进批判

来对资本主义展开批判的。只是他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与 20 世纪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发生在美国、欧洲等国家的新社会运动相结合，大大扩展了异化理论

的内涵。芬伯格根据二战后劳动人民生活状况的实际变化，结合美国社会学家

丹尼尔·贝尔等学者的立场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贝尔认为马克思对异化的认识

前后有很大变化，由早期对异化的人道主义的关注过渡到对经济剥削的分析，

对异化的理解因而也有了前后的分水岭，认为马克思最初对异化的理解是个人

失去在工作中表达自己的能力的过程，这就要求全面的社会革新；而在成熟时

期将异化看作是剥削或资本家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这样的理解是狭隘的，似

乎改变了所有制就解决了一切问题。他认为马克思真正关心的是经济而不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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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自由。芬伯格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两种批判回应了贝尔的攻击。马克思对

资本主义的批判除了有所有制批判以外还有劳动过程理论。马克思指出，私人

资本家的个人财产与工人同生产方式的“分离”密切相关，因此也就与劳动过

程中工人从属于财产所有者密切相关。在马克思的理解中，所有制问题与生产

方式问题的解决是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

芬伯格在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基础上又深化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

芬伯格根据马克思拜物教理论，认为技术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干涉我们的生活，

将这种现代社会束缚人们思想的观念，扩展成“技术拜物教”。技术拜物教将技

术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控制了人们的工作与生活。在技术改革中更关注成本与

收益的比率，将效率作为技术进步与否的标准，产生对效率的盲目崇拜，忽略

了技术与社会相关的其他方面。根据对成本与目标的关注，任何技术对象可以

分解为是否安全、快速、可靠等，但是具体的设计没有人会了解，在技术设计

的一开始就已经包含技术效率第一的观念。技术拜物教成为统治的新的方式，

这也为芬伯格深入技术内部揭示统治秘密奠定基础。

1.1.2 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分析解读

芬伯格认为马克思除了有通常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的所有制理论以外还有劳

动过程理论。“前者批判了作为一种经济合理化障碍的私有制，后者相应批判了

作为一种统治的社会技术的资本主义。”1而这两方面是从不同角度分析的结果，

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和控制作为两种权力是共存的。芬伯格更注重马克思的劳动

过程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包含着对劳动

过程的细致批判，详细阐述了资本产生的过程，从而揭示了剩余价值产生的秘

密。在芬伯格看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分析尽管只是马克思思想的

一个附属部分，但与当代对技术的社会影响相关联。其中已经涉及到后工业社

会遭到批评的特有现象：生产和管理的科学化、劳动力被剥夺资格、劳动力从

属于他们劳动成果的官僚政治体系。促成对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深切关注的

背景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的新社会运动，当时到处弥漫着以马尔

库塞反对“单向度的人”为代表的反对技术专家治国论的意识形态，使整体的

工业文明再次受到挑战，而不仅仅是关注实现富裕问题。于是，西方马克思主

1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 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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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者改变了阶级理论对剥削和经济危机的关注，转向长期被忽视的异化和统治

问题。他们将争论的目标从财富的不平等分配转移到工作场所中权力的不公正

分配等问题。而这种转变在马克思著作中找到大量文献基础，这样马克思主义

就融入到当时发生在美国、欧洲等国的工人运动中，马克思就是发展中的技术

专家治国论的批判者。

芬伯格认为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影响到技术政治问题。因为马克思认为

资本主义通过“去除技能”将工作简单化使工人能很快学会，看似只是为了经

济上节约成本，事实上为实现资本主义的霸权奠定了基础。工人因机械化简单

操作失去了理解和掌握生产的能力，资本就占据主体，建立了资本霸权。正如

马克思所言，“随着劳动者变得仅仅是一种已经现存的生产的物质条件的附属

物”，资本主义组织“第一次获得了技术上的明显的现实性”。但马克思进一步

指出，一旦机械出现问题，保持旧的劳动分工只能增加浪费和导致无效率也就

使进步的动力变成了阻碍。资本主义需要无知驯服的劳动力，而随着技术发展

出现的经济生活的新规律要求“劳动者适应不同的工作，因此就要求劳动者各

尽所能的尽可能发展”。马克思认为这就是“现代工业的技术必要条件与现代工

业的资本主义形式所固有的社会特点之间的绝对矛盾”。那么，在社会主义条件

下可以没有这种控制，正如马克思所言，劳动纪律“在劳动者为自己利益而工

作的社会体系中将是多余的”。离开资本主义的控制关系，人的能力的发展和生

产效率将全面发展。这些无疑就是芬伯格技术政治观念在马克思那里寻找的理

论依据，他也许只是解读了马克思理论的“隐藏”部分。

1.1.3 对马克思技术批判观的挖掘

芬伯格认为马克思是对现代技术进行批判的先锋人物，他对技术的社会性

质的理解远远超前于他的时代。首先，马克思认识到技术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

一种普遍的中介，对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力量。在《共产党宣言》中马

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由于对技术的广泛应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

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1充分肯定了在资本主义发展不同阶段中科学技术的作用。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 2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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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马克思对现代技术进行批判。马克思的著作中包含了大量的技术批

判思想，他认为解决技术异化的前提是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论》

中蕴含了技术的阶级特性。他同时考虑到了技术的两个方面，作为生产力的技

术和作为生产关系的技术，他对机器的批判也明确提出是针对“机器的资本主

义应用”，而不是针对“机器本身”。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视域中研究技

术问题，通过发掘资本产生逻辑的方式阐明技术的本质，指明技术对人的奴役

实际源于人对人的奴役，直接指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而揭示了在资本主义

制度下技术进步形式符合的是资本家企业的需要而不是全社会的需要。芬伯格

认为马克思对技术的批判有含糊的地方，因为技术的“应用”和技术“本身”

难以区别。根据他对马克思的技术“不良使用”的三种问题的提出，将马克思

的技术批判分为三种：技术的产品批判、技术的过程批判和技术的设计批判。

第一种问题涉及特定技术的使用目的是什么。这种解释针对技术在资本主义应

用中造成的问题，认为技术本身是无辜的，只针对技术的资本主义服务目的进

行批判。芬伯格称这种批判为产品批判。第二种问题涉及特定技术如何被应用，

而不论使用目的。在资本主义技术使用中，马克思发现工作日的延长、工作强

度的提高、工作安全环境难以保障、工人健康状况不能保证等等，这些有利于

资产阶级权利要求，却给工人构成一种威胁。芬伯格称这种批判为技术的过程

批判，在此技术不再是无辜的，而成为危险的来源。这两种技术批判是传统的

马克思主义者认同的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批判，第一种批判关注效率，第二种

批判关注资本主义权利和财富的再生产。在此，技术的功能是中性的，这种方

法认为资本主义干涉了市场、选举、管理部门和技术体系这些中性的媒介，为

了满足资本主义社会要求，追逐权力和财富而破坏技术规则。如果是这样，只

要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及其相伴随的健康、安全问题就能解决技术问题。然而，

芬伯格认为这是不全面的，马克思技术理解还有第三方面，即技术在应用之初

的设计方式问题。他认为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的讨论中，有将阶级偏

见归因于技术本身的论述。马克思对革新的论述中指出，资本主义的利益不仅

仅控制着技术的使用目的和应用方式，还控制着技术的设计。市场并不是共同

体价值的中性的仲裁者，而是一旦设计起来就是带有成见的选择。问题并不是

谁将受益，而是由市场决定了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芬伯格认为这决定了还有一

种最主要的技术批判即设计批判。根据这种批判，资本主义的技术也是由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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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生产管理偏见造成的，也就是说，技术的设计与发展服务于资本的社会目

的，如果维护劳动分工是资本的主要社会目的，那么资本家通过技术的设计实

现这一目的从而将劳动力置于控制之下。在此，芬伯格注意到了马克思关于生

产的技术方面和社会方面，这二者可以分别体现在作为工具的中性中和作为制

度的阶级偏见中。芬伯格将二者解释在一种技术设计的“聚合（condense）”中，

也就是说，这种功能只能在分析中区别开来同时满足了社会和技术目的。这种

解释满足了马克思关于技术革新同时服务于增加对劳动力统治的阶级利益和增

强对自然的统治权的一般利益的主张。根据这种观点，芬伯格得出如此结论：

“技术是社会系统中的因变量，统治阶级使技术适用于特定的目的，并且在新

的霸权下使技术重新适用于新的目的。”1

第三，马克思在技术批判基础上对未来发展进行展望。马克思坚决反对把

资本主义的种种异化现象和矛盾对抗归咎于科学技术，认为科学技术并不是天

生的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而是有可能成为革命和解放力量的。马克思认为科学

技术的社会政治功能应在具体的社会经济制度中考察。因为具体的社会经济制

度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决定性地影响科学技术的社会政治功能。因此，科学

技术与政治统治没有必然的联系，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只能看作是资本主义

社会特有的现象。并且在批评资本主义的技术应用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条件下

技术成为解放力量进行了展望。他认为技术的介入在加速经济发展的同时，也

可以造就新的社会等级制度。在关于技术发展与技术本质的相关思想中，马克

思认识到技术本质与人类本质应该具有一致性。当技术发展真正体现人类的利

益时，在社会生产中对高水平技术的运用，就可以使人类在技术进步中实现自

由和解放。这种乐观态度源于马克思认识到技术可以产生一个能够使经济民主

化的新的下层阶级。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指出，由工人创造的经济将能够重

新设计技术，以便把高水平的经济应用于生产。不但如此，工人还要从战略上

改变技术中介并创造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劳动不再压制而是

有利于个人的发展。他相信通过劳动力重新获得资格，会在教育、政治和社会

生活中引起深刻的变化。这种观点在马克思那里只是应用于工厂，因为当时现

1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 57 页。



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政治观研究

22

代技术只存在于工厂。在现代技术社会，技术已经在一切领域对社会形成干预

力量，芬伯格将这种观点推广到现代社会的发展中。

1.1.4 对马克思关于工业社会发展方向预言的解读

马克思技术批判的旨趣在于追求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他认为社会变

革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工人阶级

通过革命运动取得政权，最后成功走向社会主义。芬伯格也对马克思预言的社

会主义方向坚信不移，但他在考察一些对马克思观点持疑义的学者观点并结合

时代变迁的实际境况时，对工人运动发展历程及作用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认为

马克思相对于对工业主义的理论抨击，在工人对民主和经济公平的要求方面显

得十分有限。在他看来，工人对更好生活的追求需要全面的文明变化，如果不

能满足工人需求的文明条件，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工人的社会变革。根据 19 世纪

末期社会主义政党将对马克思的文明预见寄托在追求工人运动的有限目标上，

他指出，社会主义者用现成的手段取得或保持权力，依靠工人对政治的影响的

逐渐增强走向未来。也就是说，工人在政治上取得政权之后，组织社会生活上

不能再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继续管理，而应该通过革新有自己的方式。

马克思将社会主义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潜能，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成就基

础上所实现的激进的社会进步。在芬伯格看来，马克思经常从决定论上解释潜

能的概念，这样就会出现在抽象的道德律令基础上谈论未来，他在非决定论的

立场上保留了马克思关于未来的基本观念。他将利益而不是道德价值视为历史

变化的基础，因为这些利益的不确定性，不能决定单一的未来，而是开启了替

代的历史轨道。这其中暗含了一种偶然性逻辑。这样社会主义就成为值得想往

和可能的，而不是历史必然的下一个阶段。这与人们通常理解的马克思的人类

社会发展的必然性规律有很大区别。马克思关于工业技术必然需要社会主义管

理的设想被芬伯格的“两重性”的概念所代替。在传统马克思主义中被认为导

致资本主义的不可避免的灭亡的趋势，芬伯格阐释为资本主义的进步潜能的范

围。

总之，芬伯格对马克思的分析服务于他的技术政治观念的成立。通过对马

克思技术批判的三方面理解，他认识到马克思首先提出资本主义技术和管理社

会的本质，技术可以造就社会等级制度，也可以通过重新设计产生一个将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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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的新的下层阶级。他认识到“马克思试图在批判资本主义合理性的阶级

偏见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文明变化的连贯战略。”1技术的进化不再是自主的过程，

而是根植于利益和社会力量。资本主义的技术进化是从资本主义利益出发与劳

动分工和工人全面发展不相容的；工人阶级可以创建一个新的适合工人利益的

技术进化，废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及创建全面发展的条件。这种战略

的“连贯”只能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体验到技术设计只是维护统治而不能满

足工人的工作需要，从而激发工人转变技术的要求，使社会主义的选择成为可

能。

马克思的这些技术思想及其脉络都对芬伯格的技术政治思想产生深刻影

响。资本主义的技术设计从上层引进控制，将劳动纪律施加给与企业没有利害

关系的劳动力。芬伯格的技术政治就是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使工人拥有技

术发展的控制权从而进一步控制企业。技术逐渐被重新设计，以响应一种新的

控制形式，即无技能的、顺从的工人代替有技能的工人。这种技术设计不但出

现在经济领域，还可以延伸到文化生活等一切领域，塑造总体的社会生活。但

是这种技术控制发展的历史也证明现代技术的社会偶然性，可以被新的技术设

计所改变。芬伯格将马克思在生产领域对劳动过程的分析延伸到社会生活的一

切领域，揭示资本主义的技术统治本质，实现追求新的文明状态的政治诉求。

1.2 对马尔库塞技术批判理论的借鉴与反思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后裔，芬伯格坚持和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统治

论的批判，但他没有陷入一种敌托邦的悲观论调，而是在马尔库塞的影响下结

合时代发展变化及其技术建构论方法坚持了一种解放的观念。

1.2.1 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政治观

与所有法兰克福学派一样，芬伯格将卢卡奇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

早期卢卡奇继承了马克思的辩证法，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以物化概念

为基础勾画了辩证合理性理论，涉及到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问题。物化就本质

1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2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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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是人类社会关系的“事物化”。物化将社会变成一台庞大的机器，对其社会

成员进行操纵，使其无力改变社会现状。他认为科学认识观念应用于自然可以

推动科学进步，而用于社会将会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科学技术的复杂发

展，促成了对自然的很好理解，却远离了人本身，对人而言它是封闭的、片面

的与人无关的东西。随着技术的发展，人与人、人与世界的交往形式被技术关

系所代替，“技术的专门化把现实世界撕成碎片，破坏了整体的形象”。卢卡奇

对科学技术的批判主要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对科技的物化，资产阶级利用科学技

术一方面征服自然获取利润，另一方面利用科技手段实现自身统治。在他看来，

科学技术发展与资产阶级相结合，科技越发展意味着工人受剥削程度越深。科

学技术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异化现象的一个祸根。卢卡奇在分析科学技术与

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的同时，还设想了一种非物化的可能性，他认为在系

统物化形式的客观现实中，人的现实性能够重新肯定本身并改变社会。

对于卢卡奇的技术政治效应观，芬伯格首先认识到卢卡奇开创了批判理论，

将资本主义文化的形式合理性与支持社会主义的辩证合理性做出明确区分，同

时指出了辩证法在更大框架内对形式合理性限度的决定与有益遗产的兼容。但

是，他认为卢卡奇的研究中没有得出逻辑上的结论。其次，他认为卢卡奇的物

化理论表明，对自然的征服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事件，而要从民主进步中寻求。

民主进步意味着重新构造现代社会的技术基础。文明的选择不是由自主的技术

所决定的，而是可以被人类的行为所影响。这为技术批判理论迈出了可贵的一

步，但不完善，理论上是攻击还是退缩不明确。

法兰克福学派沿着卢卡奇的思想传统，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重大政治功

能。他们将卢卡奇的物化批判深入推进到工具理性批判，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

统治的工具，这种批判是针对资本主义统治下的科学技术。他们将科学技术意

识形态化，似乎资本主义的一切异化和矛盾现象都来源于对科学技术本身的潜

在否定。同时，他们对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关系的认识具有辩证色彩。他

们并非反对科学技术与文明工业本身，只是对其畸形发展与消极后果进行批判，

在他们的观念中已经有了技术的东西和社会的东西是一个总体中的不同环节的

观念，不是处于一个根本的层级结构中。他们的聚焦点在资本主义所依赖的科

技合理性观念批判上，资产阶级在统治中利用科学技术，为统治的合理性辩护，

他们认为事实上当代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领域的异化现象都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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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发展造成的。他们主要集中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消极政

治功能的批判，力图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科技政治功能的局限性及其根源。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倡导者，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首先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启

蒙精神”这一西方工业文明的理论基础。与以往不同，他们的批判不是形而上

学的，而是立足于人的现实生存境遇。启蒙精神本来是通过确立人对自然的统

治，达到人的自由解放。但是现实中人对自然的统治增强了人对自然的控制能

力的同时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这种控制后面隐藏着人对人的统治。这

样科学技术作为手段，不仅实现了人对自然的统治，也达到了人对人的统治目

的。在技术理性统治的世界里，不但人与自然相异化，而且人与人相异化。在

他们看来，这样的统治手段与原来的赤裸裸的野蛮统治完全不同，而是更加巧

妙和隐蔽。即这种统治手段由于借助了科技手段，在无形中统治阶级的意志和

命令就作为一种社会或者个人心理因素内化于社会或个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

展，人对自然的征服工具的增强加剧了人对自然的统治欲。而且，由于科学技

术的精密与复杂逐渐演变成一种统治力量，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相结合，实现

了人对人的统治。在技术理性统治的世界，理性和技术发展不但没有像启蒙精

神承诺的那样增强人的力量和实现人的自由发展，而且技术本身作为一种异化

力量，进行一种总体性的统治。技术的合理性逐渐演变成政治统治的合理性。

他们将科学技术等同于意识形态，将科学技术作为工具理性的基础，从而将对

意识形态的批判转化成对科学技术的批判，以至于使其思想局限于工具理性批

判。

法兰克福学派不仅将技术作为一种手段，而且看作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但

他们将这种方式看作是对人和自然的统治，仅仅局限于从对资本主义批判角度

看到技术的消极功能。以至于在关系到人类与自然解放的论证中，担心社会主

义只是简单地将资本主义创造的技术主义全盘吸收。尤其是霍克海默与阿多诺，

没有看到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甚至同一社会的不同阶段，都

可能会有不同的性质与内容，更没有看到科学技术的革命解放潜力，陷入反对

科学技术的悲观主义泥潭难以自拔。除了马尔库塞，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在对技

术的批判中，都没有实质地解释暗含在他们纲领中的与自然的新关系。由于理

论上的不明确，大多数法兰克福学派都退缩为技术中立性的遵从者。芬伯格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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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是批判理论发展中的一种错误转向。本来深邃且极富哲理的对现代社会的

批判，因为很大程度上与迅速发展的技术公共争论无关而空洞。

1.2.2 对马尔库塞的技术批判理论的解读

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主要代表，他的许多著作中都涉及了技

术批判观念。马尔库塞是海德格尔的学生，他们都认为“技术是意识形态”并

支撑一种统治体系。但他与海德格尔认为的社会领域完全被技术化，已经不再

为技术提供任何技术基础的观点不同。同时他比阿多诺又往前迈进了一大步，

阿多诺偶尔提出一些未实现的诺言，马尔库塞明确提出在不同社会条件下技术

可以通过重新设计以实现为人类和自然服务而非统治。马尔库塞认为对技术的

批判不是绝对的，完全绝对只会消除技术，应该有更积极的理解，为技术变革

提供替换的机会。法兰克福学派因德国纳粹一度被迫迁往美国，而马尔库塞是

纳粹倒台后，唯一留在美国的代表人物，芬伯格又有幸直接师从马尔库塞，因

而他的法兰克福学派渊源与思想直接受到马尔库塞的影响。

1.2.2.1 批判发达工业社会的技术合理性

马尔库塞对资本主义统治的揭示集中于技术与政治的结合角度。在马尔库

塞看来，社会是一部管制其社会成员的巨大机器。在“单向度的人”中，他对

技术理性统治中现代人异化的生存境遇与生存状态进行描述。他认为科学技术

的发展在改变人的生存条件的同时也深入到社会结构与运行方式中，作为一种

操控性的统治形式。这种技术统治形式已经改变了传统单纯和直接建立在强权

与暴力基础上的统治方式，以富足与自由的名义作为这种合理性的外观，通过

不断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尤其是通过大众文化提供消遣。他认为技术理性作为一

种统治原则，扩展到社会的各种结构中。在整个社会系统对人的操纵和管理不

仅体现在科学技术应用的目标上，而且出现在技术的基础研究和起源上。

技术合理性是技术中立观念掩护下的技术统治论的基础。这种统治形式具

有合理性的外观，因为它通过不断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并通过大众文化为人提

供越来越多的消遣，以富足和自由的名义扩展到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之中。

由此人的否定性及对社会的反抗被消解了。相对于传统政治形式，这种统治形

式因为技术理性的发达，在行使统治职能时较少运用暴力和强权手段，而更多

地利用消遣、娱乐等现代手段，这样更大的合法性或合理性外观，更容易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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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所接受和认同，从而使人心甘情愿而不是被迫地被纳入到现存社会的体系之

中。由于这一切都是以自动化的技术理性表现出来的，无论是自然的理性控制

还是对人的官僚统治都不会出现反对社会的现象，一种单向度社会的幸福意识

消解了人的进步与解放思想。这样一种独特的统治形式渗透到社会经济、政治

和文化各个层面。马尔库塞认为“技术合理性已经变成了政治合理性”。

芬伯格对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批判给予充分肯定。认为他不仅可以将技术

合理性控制看作是由中性的体系和机器来实现的外在目的，而且是内在于这种

结构中的。特定社会体系的价值及其统治阶级的利益可以在合理的技术设计用

于特定的目的之前就融入其中。技术合理性的永久标志是生产和社会统治并行

的预设。这一预设的踪迹在经济思想、管理方法和技术设计中都可以发现。他

将马尔库塞关于技术合理性的两重性表达为社会功能和技术功能的聚合，这是

在解读马克思的技术设计批判中发现的。马尔库塞的合理性理论为芬伯格讨论

技术功能和社会功能的聚合提供了一个一般框架。

1.2.2.2 坚持技术的具体历史性与可选择性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们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都存在抽象主义的问题，

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的社会合理性是普遍的且不可改变的。而马尔库塞将技

术理性和社会统治形式联系起来，认为技术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只有在特殊的

社会情境中技术理性才具有控制的特性，反映统治阶级的利益和价值。在资本

主义社会，极权主义者以技术的中立性特征为幌子，掩盖将技术作为极权统治

的工具的本来面目。事实上只是反映了统治阶层的利益和价值，被统治阶级等

弱势群体的利益和价值在技术中被忽视而得不到表达，已经内在地存在了一种

技术霸权，代表了统治阶级的利益。按照他的观点，技术本身具有历史性和社

会性，那么随着历史变迁和社会因素的变化，技术就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具

有可选择性的。这样应该具体历史地看待资本主义技术合理性，它只是历史的

偶然现象。那么现存技术中出现的技术霸权对人类和自然的奴役只是代表了一

部分极权阶层的利益和价值，这种状况在技术的社会发展中是可以改变的，也

就是技术具有可选择性。

不同于海德格尔的本质主义，马尔库塞认为，技术政治学所依赖的技术设

计的特征是偶然的而不是必然的，它是由一种文明规划所决定的，而不是取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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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技术的本质。芬伯格利用这种观念说明了技术设计的可选择性，不同的设计

可以在技术自身领域的民主自组织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更民主的社会。

1.2.2.3 寻求人类解放的新技术

马尔库塞在将技术作为一种统治工具进行批判的同时，保持了马克思对技

术解放潜能的信奉。他认为在技术统治论支配下技术对人类和自然进行双重奴

役，未来可以创造一种能够解放人类和自然的新技术。他始终致力于发达工业

社会人类解放的探索，在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中是唯一的。而这种新技术的获得

方面，马尔库塞引入了美学的范畴，认为新技术要综合理性的功能和艺术的功

能，将美学范畴与技术相结合，从美学领域寻求对技术的解决之道。之所以如

此，马尔库塞认为当今社会已经基本笼罩在技术统治论中，人已经是单向度的

了，而美学处于社会的边缘，可能激发一种对待世界的不同态度，这种态度可

能转化对人类潜能的追求。这种建立在美学基础上的新技术将会尊重人类和自

然，在社会现实中实现人类潜能。这种观点带有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而且认

为技术转化的力量来自技术外面。马尔库塞并没有进一步研究这种观点的现实

可行性，由于缺乏实践验证，对这种具有解放意味的新技术不能肯定其功效，

只能是一种浪漫的理论设想，最后也归于悲观主义的结局。无论如何，对于技

术的解放精神的追求是值得肯定的。

1.2.2.4 对马尔库塞技术观的发展

芬伯格的技术政治观在马尔库塞的以上观点的基础上形成，但又对其进行

了深化和发展。

首先，芬伯格认为马尔库塞的技术批判思想的洞见都太过于一般化，并用

福柯的思想方法进行了补偿。福柯从历史角度对日常生活的“微观技术”进行

研究，从而拒绝了知识和技术作为工具的价值中立性命题。他认为，从根本上

而言，新的知识形式总是和社会控制形式相关联，因而占主导的技术合理性形

式既不是中性的工具也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处于意识形态与技术的交叉点

上，依赖“技术代码”来控制人类和资源。马尔库塞对技术的批判仅限于资产

阶级的权力统治阶层，视野过于狭窄。事实上，技术已经深入社会生活的一切

领域，技术已经成为一切社会关系的中介。

其次，芬伯格认为转化技术的力量来自技术的内部而不是外部。马尔库塞

通过对自由社会新技术的解释，发现了现代技术的民主化潜能，分析了统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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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缺陷，但从技术外部着手来抵抗统治体系，没有找到一条民主改革技术的

道路，没有使理论具体化。因为马尔库塞将统治体系视为一种“单向度”的完

成状态，在他看来，资本主义通过为工人阶级“提供物品”，导致抵抗的大部分

形式被统治体系所同化，使得这种抵抗对统治体系不但没有威胁体系，反而增

强了其活力。反抗没有得以出现的空间，没有为理解被统治者有可能抵抗统治

的实施提供结构基础。在反抗的基本来源枯竭的状态下，马尔库塞在边缘群体

中为自己的批判寻求有效性，但他在原则上承认这种方法是存在缺陷的。

第三，与马尔库塞注重技术的理论研究不同，芬伯格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

合，通过一些技术的具体操作寻求技术民主的可行性。马尔库塞尽管对技术的

批判非常深刻，但对于技术的未来发展的设想缺乏可行性，只能停留于理论层

面。芬伯格的研究更具体，他了解技术而马尔库塞不了解，在理论上揭示技术

形成的内在过程，在实践层面上寻求转化技术的可能性及途径。

第四，芬伯格认为马尔库塞对技术积极作用的阐发还不够充分，相对于马

尔库塞，他对技术政治的前景更加乐观。尽管马尔库塞致力于寻求一种激进的

替代物，但他最吸引人的还是一种宿命论的技术理性批判。芬伯格对技术政治

抱有很大信心，在具体实践中阐明了技术发展的可行性道路，对技术政治未来

具有明显的乐观态度。这种乐观态度体现在他追求人类民主与解放的具体实践

中。

1.3 对技术的社会建构论方法的借鉴和超越

芬伯格的技术研究受建构主义方法的影响，建构主义方法逐步延伸到技术

领域形成技术的社会建构论。这种理论强调技术发展对社会的依赖性。把技术

当作制度和法律一样去研究，反对传统的技术自主理论。技术的社会建构论反

对传统技术研究中对技术要么肯定要么否定的技术决定论观点，突破技术本身

的局限性，以建构主义方法研究技术的社会形成过程，强调通过更广的因素来

分析技术的发展，从而揭示了技术包含因素的复杂性和技术形成的社会建构性。

芬伯格在反对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技术统治论中，针对海德格尔和

哈贝马斯的技术本质主义观念，借鉴了社会建构论提出的富有成效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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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技术的发生、发展及所包含的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反对技术决定论。但同时，

芬伯格并没有被局限于并停留在社会建构论的框架中，而是在分析鉴别基础上

对其进行了超越。由于社会建构论方法涉及到技术和技术体系的社会根源，成

为芬伯格研究技术政治问题和寻求目前占主导的西方模式的替代形式的导火线

与基础。

1.3.1 技术的社会建构论及主要研究方法

技术的社会建构论产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方法引入技

术研究，主要针对传统技术决定论对技术或者肯定或者否定的两种极端态度，

开启了技术的社会建构论方法。技术的社会建构论为走出传统技术决定论的狭

隘观念开拓了视野，为认识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技术的发展历程非常漫长，但技术领域的学者对技术感兴趣并不是很久远

的事情，可以追溯到人文学科中技术兴趣的增长。更早时期人文科学认为技术

没有价值而拒绝讲述，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生活在贵族社会的古希腊人，他们

活动的最高形式是社会、政治和理论而不是技术。芬伯格认为，人文主义学者

第一次认真接受技术是在现代时期，特别是随着狄德罗《百科全书》的出版。

直到 19 世纪，人类才开始对技术进行系统的哲学思考。技术是随着西方文化的

发展在整个世界具有了普遍性并不断完善的。美国著名的技术哲学家米切姆将

技术哲学建构成“两种传统”理论，一种为工程学的技术哲学，另一种为人文

主义的技术哲学。在米切姆看来，这两种技术哲学就像两个孪生子，第一种将

技术主体化，一些技术专家或工程师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第二种将技术客体

化，一些人文主义的社会科学家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工程学的技术哲学注重

从内部对技术的分析，强调对技术本身性质的分析，表现出对技术的乐观主义

倾向，认为技术最终能把人类带向大同世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技术统治论是

这种思想发展的结果。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通常采用非技术的观点解释技术的

意义，主要表现为对技术的批判态度。总之，两种观念都承认技术的决定作用，

无论是对技术持肯定还是否定态度，都表现为技术决定论。技术决定论将技术

视为一组设备或作为理性的手段的总和，看作是独立于人类并对人类社会起决

定作用的力量，承认技术对社会具有决定作用，这意味着技术本质上是非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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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技术通常不被认为是人文学科的领域，忽略了它的大部分社会联系，这

种观念本身带有片面性。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左派和左翼反乌托邦对科学和技术的理论边界进行

了改变。在这方面，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可以作为代表，他们

以人的解放为目的，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已经成为一种压抑人性的意识形

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统治论进行了深刻分析。随着左派对反乌托邦兴趣

的下降，批判也随之下降，但技术的主流研究保留了对于科学技术霸权主张的

怀疑态度。在 20 世纪 80 年代，库恩和费耶阿本德在社会科学家中的影响增长，

研究历史和科技社会学成为类似于其他文化领域的理智的受尊重的领域。早期

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技术政治的表达被遗留，技术没有了政治方面的想法接近一

个正常的社会现象。社会按当前作为社会维度的技术观点设置，而不是作为一

个超越认识论或形而上学的外力作用于它。在态度上的转变最后导致了建构主

义的上升。这种新方法重申反乌托邦批判的两个中心思想，手段和目的之间的

联系和偶然发展。

技术的社会建构论对技术决定论观念进行有力的反击。认为技术决定论没

有注意到社会对技术的作用，技术本身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技术的发生、发展

不是按技术的内在逻辑进行的，而是由创造和使用它的社会条件决定的。因此

应该从发生学角度深入技术内部，把技术作为一个社会系统来理解。

1.3.1.2 建构主义的研究方法

建构主义包含复杂的方法。建构主义突破了根据社会条件前进步伐的标准

观点，而不是技术的本质。建构主义者认为，许多路径从一种新技术的第一个

形式开始。有些是陈腐的，而另一些则迅速抛弃。

技术设计的待确定原则（underdetermination）。“待确定”的原则就是科学

哲学中所谓的迪昂—奎因原则。这个原则是指人们在竞争性的科学理论面前做

出选择的理由。在技术领域对同样能达到技术设计目的的技术，对选择哪种方

案并没有确定的技术原因。技术相当于一个社会集团的生活世界。技术选择的

结果取决于社会因素，技术设计的标准不是效率而是社会各种可选择因素。

“对称性原则”是社会建构论的核心思想。根据这一原则，存在着成功和

不成功的两种都是合理的创新，可能已经开发成功的地方总有可行的技术方案。

要理解一个成功而另一个不成功的原因。这个区别并不是根据成功设计的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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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而是还要根据各种各样的具体情况。像其他机构，人工产品之所以成功，

是因为在那里他们可以找到支持的社会环境。建构主义由于技术选择关注社会

联盟。每个组件的配置不仅对应技术逻辑，而且也对应它选择的社会逻辑。各

种各样的社会团体被视为技术开发中的行动者。生意人、技术员、客户、政治

家、官僚，都涉及到一个层次或另一个层次。他们都出现在设计过程中，在那

里他们通过投资或利用资源、对新设备的分配，安排他们自己的利益，装配成

主流技术，实施新的使用现有技术手段等等，发挥其影响。行动者的利益和世

界观在他们参与设计的技术中被表达。建构主义者认为，技术如同在机构中一

样是社会的。正如许多技术专家和人本主义批评者所认为的它既不是中性也不

自主。但如果是这样，那么技术肯定有政治影响。特别是具体技术的选择而不

是进步同样地涉及非技术工作，贬值的大众文化和社会的官僚化。建构主义基

于神话、仪式、强迫、控制和通信技术可能有助于研究替代权力的传统形式，

它可以支持福柯和马尔库塞的技术的政治批判。

“授权”理论。这一理论来源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授权”概念。根

据这一概念，一种价值作为一种道德命令被授权，以适当行为体现在技术设计

或者对话中。芬伯格在对这一理论的运用中关注到两点。其一，在技术设计实

现的技术代码中看不到被授权的价值，这些价值是隐藏的。就像体现生活价值

观的一项安全标准，人们通常不会注意它，只有在违背了的情况下才会注意；

其二，授权理论揭示了技术统治论的形成根源。通常一种技术代码是有局限的，

一些安全标准方面的价值不能被充分保护，而被生产商并通过政府规则强加到

技术中，看起来是在技术中无意识地反映出来的。技术统治论就是在授权理论

掩护下形成的。

1.3.2 对社会建构论方法的借鉴与超越

1.3.2.1 对社会建构论方法的借鉴

第一，芬伯格利用技术建构论反对技术决定论。倡导技术决定论的资本主

义国家认为技术发展是被普遍的理性所决定的，只有一种方式即效率决定成功

与否，这样的原因就是决定性的。社会建构论提出的技术发展取决于各种社会

角色，成为反对决定论的重要依据。他认为以社会建构论为基础的真正的技术

本质，是我们要面对它的复杂性，技术设计并不取决于一个通用标准如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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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根据各种特定的标准，由技术选择方案的社会过程决定的，扩大了社会联

盟和冲突的范围。它在我们生活中的许多角色不能简单地去想。利用社会建构

主义与技术相融合，分析技术变迁受众多社会文化的影响是社会的产物的非决

定论观点，改变了传统的技术研究范式。

第二，利用技术的社会建构理论修正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批判理论。芬伯

格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嫡传后人，深受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但他也客观地认

识到法兰克福传统批判理论存在对技术悲观主义的否定态度。他利用技术的建

构论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研究技术，使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更具体，超越单纯

的支持或反对技术的僵化态度。技术的社会过程不仅仅是满足人类的“自然”

需求，而且满足需求的文化定义，因此意识到技术是可以被改变的。技术矛盾

的定义反映了现代社会可以用不同的技术选择实现不同的愿景，力图使法兰克

福学派技术批判理论走出困境。

第三，利用社会建构论解释了社会有力量影响技术的原因及方式。芬伯格

提出技术设计成果凝聚了许多参与者的共同智慧，形成了“参与者利益”观。

技术的设计过程不是个别天才或实验室的专利，而是由不同的社会角色参与的

过程。所有的参与者都有资格以自己的方式对技术设计施加影响以确保技术设

计中自己的利益。现代技术是众多社会角色的不同表达，既不是中立的工具也

不是统治人的不变的“铁笼”，而是灵活可变的。这样的解释意味着在技术领域

文化和意识形态作为有效的力量进入历史。这说明了技术方法的合法性，技术

定义扩展到包含它的社会意义及其文化范围。

1.3.2.2 对社会建构主义的超越

芬伯格对社会建构主义的借鉴，并没有局限于社会建构主义视野，而是主

要运用其方法并超越其局限应用于技术政治研究。

首先，芬伯格认为建构主义存在狭隘的经验论缺陷。大多数建构主义过分

关注地域性的案例，而且将每个案例看作彼此相分离的。研究往往只关注参与

特殊病例的特定的当地组织，很少讨论社会抵抗，缺乏政治情境的任何意义。

经常拒绝宏观社会学的概念，使得它几乎不可能介入广泛的社会因素，塑造行

动者背后的技术。因此，尽管社会建构主义社会学在议事日程上以新的方式已

经代替了特殊技术，法兰克福学派形成的现代化的基本问题很少用一般的技术

问题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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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芬伯格发展了温和形式的社会建构论，这样把社会建构论的微观研究

方法运用于现代性等宏观问题的研究。运用社会建构论的技术研究强调从微观

技术入手，深入技术内部研究的方法，形成技术的微政治学观念。对社会建构

论与技术本质论进行整合，以填补现代性理论与技术研究之间的鸿沟。这样针

对技术的建构论不重视法兰克福学派所提出的有关现代性、阶级、政党等宏大

的概念问题，发展了政治微观研究的宏观意义。

第二，芬伯格对社会建构论进行修正。用行动者网络理论修正了社会建构

论，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技术理解中结合了“微政治”抵抗运动。用这种方法

来论证技术时代政治理论的民主本质。这一方法为反对技术决定论提供了强有

力的证据，推动了技术的发生、发展及对所包含因素进行深入分析，这些成果

可以用来支持技术领域中民主变化的观念，从而挖掘技术所内涵的民主因素以

及技术领域中民主变化的观念，对其进行政治学改造，提出民主的技术政治学

理论。技术变革的民主化就是使技术过程有尽可能多的角色参加，尤其是非技

术角色利益的表达，才可能阻止西方资本主义技术霸权，现代性才具有可选择

性。

第三，对建构论的技术研究进行了超越。建构论者主要针对一些具体的细

节来研究技术，对于不同的层面的连接存在问题。芬伯格认为现代生活中技术

已经普遍化，对技术的研究应当和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特征相结合，而这正是

建构论所拒绝的。芬伯格从技术本体论着手，将技术看作一种存在，那么资本

主义就是一种社会背景。技术与这种社会背景结合反映了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

需要，类似于意识形态，但事实上技术并非意识形态，只是和这种社会背景的

结合才反映这样的需要。如果要技术反映作为整体的大众的需要，就要换一种

社会背景，这就要创造一种新的技术。就是要使技术民主化，使大众具有影响

技术选择的能力。这样创造出来的技术就能关注多方面因素而且为多方面所需

要，一种新的社会背景也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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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芬伯格技术政治观的起点

芬伯格的技术政治观产生于现代技术广泛应用的背景之下，真正激起他对

技术政治的关注与思考的是已有的一些技术观念及与此相关的具体事件。对传

统技术理论的批判与反思成为芬伯格技术政治观产生的逻辑起点。发生在法国

的“五月事件”以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运动促使芬伯格思考技术和政治

的关系问题以及技术进步、社会主义社会的组织等问题，并由宏观政治学转向

微观政治学，由马克思主义转向后马克思主义立场。而时隔 20 年之后的苏东剧

变促使他重新思考技术进步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技术的民主控制等问题，由后

马克思主义立场转向技术的社会建构论立场，着重思考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技

术批判理论、社会主义等相结合，实现技术政治学的建构。除了两大历史事件

之外，法兰克福学派内部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之间的一场争论也同这两大事件

交织在一起成为芬伯格技术政治思考的导火索。

2.1 逻辑起点：对传统技术理论的审视

芬伯格对现代技术的政治批判以及技术政治观念的形成是从对技术领域中

已经存在的技术理论的扬弃中开始的。因为他意识到技术哲学正在适应技术政

治学的出现，而传统的技术批判理论都源于探索现代社会中技术问题产生的根

源。传统的技术理念中主要存在两种相反的立场，一种非批判的接受技术进步

的乌托邦主张，或者坚决抵抗技术的敌托邦力量。在分析考察传统的技术理论

观念的过程中，芬伯格认识到其存在的问题实质。现在这种区别已经趋于瓦解，

出现两种新的观念，一种是后现代的观念，消解了对异化的一切抵抗，把人类

和机器融化在一种新的总体性中。另一种是出现一种新情况，就是在激烈的转

变中带来了新的希望。当人类被拉进体制的轨道时，已经使自身暴露在新的抵

抗形式面前，人类并不是无能为力的。因此，芬伯格要表明“现代技术既不是

救世主，也不是坚不可摧的铁笼，它是一种新的文化结构，充满着问题但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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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部加以转变。”1这种对技术的概念及其理论的哲学理解成为技术政治观念

得已形成的逻辑起点。

2.1.1 各种技术理论概述

表 2-1 各种理论2

技术是: 自主的 人类控制的

中立的

(手段与目的完全分离)
决定论

工具理论

(自由信仰)

价值负载

(意味着形成一种包括目

标的生活方式)

实体理论

(系统内手段与目的相联系)

批判理论

（手段目的系统的可

选择性）

芬伯格对技术的深入理解开始于对已有的各种技术理论的分析考察，他用

一个表格（表 2-1）展现了技术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理论多样性。他的技术

分类判断标准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人类行为在技术领域中的作用，体现

在横轴中；另一方面是技术是否中性，体现在纵轴中。这样技术相应地分为四

类:决定论、工具理论、实体理论、批判理论。这些理论观念相互交错，因侧重

点不同而各有特色。其中一种观念认为技术是中立的，将手段与目的完全分离，

技术决定论与工具理论都具有这种特点。但决定论认为技术是自主的，轻视人

类控制技术开发的能力，认为仅仅能满足自然需求；而工具理论认为技术受人

类控制，为人类目标服务。另一种观念认为技术负载价值，意味着形成一种生

活方式，实体理论与技术批判理论属于这种情况。实体理论同意决定论对人事

代理的怀疑态度，但否定中立性。例如，埃吕尔认为目的和手段是紧密地联系

在一起的，区分目的与手段没有任何意义；批判理论，如马尔库塞和福柯的左

派敌托邦，肯定人类机构而拒绝技术的中立，认为技术系统的手段和目的受到

人类的最终控制。

1 [美]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陆俊，严耕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第 2页。
2Andrew Feenberg: Questioning Technology,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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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伯格认为造成理论的不同主要与人类行为在技术领域中的作用以及技术

是否中性有关，而这些理论中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内涵。工具理论认为技术与政

治无关，只是一种促其发展的工具或手段，通常给予技术很大的期望，并预示

着一种美好的社会未来。技术决定论是西方技术政治领域影响颇深的技术理论，

它包含政治领域的技术统治论以及对其进行批判的各种形式。而与工具理论相

关的技术统治论把技术视为中立的、无价值的。事实上，资本主义的技术统治

论内涵了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使政治技术化，在现代政府和政策科学中占主导

地位。实体理论揭示了工具理论的虚假中立本性，深刻指出技术发展状态下技

术统治论的本质。认为技术构成一种自主的文化体系，整个世界将处于这种文

化体系的控制中。实体理论透过资本主义发达的现实指出技术带来的负面效应，

揭示技术内涵的政治偏好，但却陷入对技术的否定和悲观中不可自拔。芬伯格

的技术批判理论超越以上技术理论，认为技术负载价值，具有可选择性，为技

术哲学转向技术政治奠定基础。

芬伯格着重分析了技术理论的两种主要形式：工具理论与实体理论，代表

了对技术的乐观与悲观两种态度。芬伯格首先对这两种理论进行分析审查，指

出了二者表面差异下的相似性。同时指出了这两种技术理论背后隐藏的两种相

应的政治观念，即技术统治论及与此相对的“敌托邦”倾向。芬伯格深刻分析

了这两种关于技术与政治关系立场的实质与存在的问题，指出以往理论都是把

真正的问题归结于技术本身，没有真正深入技术内部去探究技术设计的可能性

和各种进步途径的多样性，没有认识到公共行动者在技术发展中的作用。芬伯

格对以往的各种理论采取了扬弃的态度，利用技术建构论方法，使两种态度在

一定基础上相互补充，通过重塑技术发展方式，形成关系技术政治未来的技术

批判理论。

2.1.2 技术工具理论与技术统治论

技术工具理论从中立立场对待技术，认为技术是不负载任何价值的。这种

技术中立立场似乎与政治无关。但事实上，技术统治论正是利用了技术的工具

理论，在技术中立性的掩护下，维护统治利益。因此技术进步发展中内涵了一

定的政治倾向。

2.1.2.1 技术工具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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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工具理论认为技术是服务于使用者的中立性的工具，常识观念一般

都这样理解技术，工具理论因而被广为接受。通常工具主义从中立立场对待技

术，认为技术没有自身的价值，不需要特别的哲学解释或辩护，通常从属于社

会其他领域中建立的价值。技术的“中立性”是工具理论最鲜明的特点，芬伯

格认为工具理论暗含了几种观点：首先，技术作为纯粹的工具，技术中立性只

是工具手段中立性的一种，与应用它而实现的各种目的没有关系。第二，技术

与政治也似乎没有关系，至少从现在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中表现出来是这样

的。一把斧子就是一把斧子，一辆汽车就是一辆汽车，在任何社会作为工具都

一样。第三，技术不仅与社会政治无关，而且在任何社会情境中都能保持这种

状态，也就是技术可以适用于任何社会情境中。正如兰登·温纳所言，现代政

治理论在经济中包含技术活动，在涉及国家的权利和责任问题上不涉及相同种

类的问题。第四，技术是以效率为标准的中性特征，可以被应用到不同国家、

不同时代和不同文明来提高劳动生产率。1

对技术的工具主义的理解为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框架。工具主

义方法以“公平交易”为中心，这样技术与非技术的环境的、伦理的或宗教的

目标是不相容的，要实现非技术目标，技术必须付出降低效率的代价。技术领

域与非技术价值目标处于两极而背道而驰，即非技术价值目标可以限制技术领

域发展使其朝向同一目标，但不能转化技术。技术工具主义可以解释传统、意

识形态与技术产生的效率之间的张力。技术被认为是中立的，对于自然结果而

言，只是缩短了他们的道路并没有改变其本身。这种技术中立使它远离了进一

步的政治争议。

2.1.2.2 技术统治论

技术统治论是以技术工具理论的技术中立性为掩护，在技术进步发展中形

成的一种具有政治倾向的技术理论。技术进步的受益者们主张，技术像正义一

样在社会上是盲目的。事实上，技术统治论以政治化技术为宗旨。这个想法可

以追溯到圣西门，但它最充分的实现是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进步思想假定技

术服务是我们生物宪法的永久性特征的终结。技术被认为是中立的，因为它并

没有改变这些自然结果，只是缩短了它们的道路。这种技术中立使它一直远离

1 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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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进一步的政治争议。如果技术仅仅满足大自然的授权，那么它意识到的这个

价值必须在通用的范围。事实上常常认为技术的进步是人类物种的发展。

技术持续进步的拥护者强调科技、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的持续增长，这些是

不断改善人类社会生活条件的技术优点。自 16 世纪开始，随着新技术的发展

以及随之而来的欧美繁荣，对知识进步与新技术发展的追求带来西方历史上技

术的空前繁荣。技术带来权益和繁荣的同时也让人们充分享受了技术的发展本

身。技术乐观主义者通过承诺新机器和技术会推动生产、减轻劳动负担、解决

无数的社会问题、改善生存环境、增加社会整体价值而控制着科学界。但是，

随着社会的进一步推进，人们发现技术并不像承诺中那么美好，它的背后隐藏

了太多的意想不到的负面效应。比如，汽车的大批量生产带来的交通拥挤和环

境污染；核技术带来的人类危机等等。尽管技术决定论者认为技术进步在任何

地方都会导致同样的结果，声称没有任何替代选择，但在各种质疑声中一种全

新的技术观开始形成。对技术态度的戏剧性转移发生在 20 世纪 60 年代。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实体主义成为技术的新流行文化，不仅出现在政治话语

而且出现在电影和其他媒体中。在美国，反乌托邦观点取代传统的自由主义和

保守主义。十年后早期对核能和太空计划的热爱被技术恐惧所代替。但这与其

说是技术本身的不断上升，不如说技术统治论激起了公众敌视。

技术统治论是描述技术领域的“中性”工具理性的类型的整体，代表了一

种对社会的概括。它假定技术命令的存在，作为一个系统的社会管理形式而出

现，目的在于维护传统和意识形态。后工业化的技术统治论认为,在现代社会里，

财富和权力的等级制度应该反映在人的能力层次上,不再仅仅是财富或出生证

明特权。现在教育和能力有这功能。当然，技术统治论更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不

是现实。虽然技术进步在事实上改变了现代官僚主义，但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

义发达社会,技术官僚政府还是靠政治和经济精英合理行使权力，没有什么能取

代它们。

技术统治论在芬伯格的解释中是一个广泛的管理系统，即合法地参考科学

专业知识而不是惯例\法律或人民的意志。芬伯格怀疑技术统治论的科学性，在

某些情况下,新知识和技术确实支持更高级别的合理化，但往往一个变戏法的伪

科学行话和可疑的量化就会影响技术发展。就社会影响而言，依赖技术参数引

起的类似计算机的管理反应是否真的考虑行业职员利益无人得知。使一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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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多或少地“技术官僚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理论而不是它的实践。技术

统治论这个术语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技术统治论没有为民主留下空间，

甚至是反民主的。芬伯格为了克服公共生活的不合理，倡导我们应该努力不要

政治化技术，而是要技术化政治。

2.1.3 技术实体理论与“敌托邦”倾向

技术实体理论是对技术工具理论中立性的否定，认为技术是负载价值的，

作为实体塑造我们的生活。在芬伯格看来，技术实体理论和本质主义观念经常

交织在一起，并且导致了政治上的“敌托邦”倾向。

2.1.3.1 技术实体理论

实体理论是对技术中立性的否定，可以追溯到一个多世纪前的一个抗议机

械化浪漫的大传统。这种技术理论超越工具理论,认为技术不是中性的而是体现

特定价值的，在技术已经无处不在的现代社会中,我们使用的工具塑造我们的生

活方式。技术是一个涵盖技术中介的实体。在这种情况下，手段和目的是无法

分离的。我们做事的方式决定我们是谁和是什么。科技的发展改变人类的存在

方式。

持这种观点的人占少数，不像工具理论那样得到常识支持而被广为接受。

海德格尔是这种观点最突出的倡导者，他用存在论术语阐述自己的观点。在海

德格尔看来，作为揭示我们时代的方式，技术不仅仅是手段，它形成了一个普

遍控制的文化。所有的一切都逃不过它，即使创造它的人类的制造商。技术作

为存在整体，重新构造了现代社会，以一个明确的方式显示和命令属于我们的

时代。人和存在（Being）只是技术的单纯对象。所有事情都失去了作为一个连

贯的世界的完整性，被降低到一个纯粹的事物。实体理论的观点也隐含在马克

斯·韦伯一个“铁笼子”的合理化的反乌托邦概念中。依他的解释，现代性的

特征是增加的计算角色并控制社会生活，一个技术思想独特的形式和行动，越

来越深入地延伸到社会生活对非技术价值观形成威胁。在他的观念中,人类已经

成为纯粹的社会机器的齿轮，在很大程度上与原材料和自然环境一样成为技术

控制的对象。雅克·埃吕尔是另一个主要的实体理论的代表，认为“技术现象”

不顾政治意识形态已经成为了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他声称“技术已经成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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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埃吕尔像海德格尔一样是悲观的，他呼吁一个不可信的精神转化以应对技

术的主导地位。

实体理论是在反驳技术工具主义作为一个进步教义中出现的。实体理论揭

示了从传统到现代性的转变的进步标准长期以工具主义的效率作为判定标准，

将效率寓于现代性中是与传统观念相背离的，事实上显示了技术本质上偏向统

治。技术的实体理论认为“技术不是简单的手段，而是已经变成一种环境和生

活方式”1，揭示出了技术的文化特性，进而构成一种新的文化体系，作为一种

新的统治形式侵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但实体主义并没有就出现的问题进

一步去改变技术，而是陷于悲观，导致本质主义所声称的技术有且只有一个本

质，且对现代文明负责。按照这种观念，技术作为一种统治力量预示着未来的

灾难，使我们除了退却回归到传统和简朴没有别的出路。很显然,实体理论充满

了悲观主义色彩，从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化的“铁笼”所暗含的悲观概念，到

埃吕尔明确断言的“技术已经变成自主的了”，再到海德格尔的技术正在无情地

压垮我们，任何存在都成为技术过程中的原材料。

2.1.3.2 技术的“敌托邦”倾向

技术统治论经过 20 世纪 50 年代的高涨，人们对技术的态度在 60 年代发生

了戏剧性的转变，早期对核能和太空计划的热爱转变成对技术的恐惧。技术统

治论的政治目的激起了公众敌视。实体主义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成为技

术新的流行文化，不仅出现在政治话语中而且出现在电影和其他媒体中。技术

实体主义的悲观论调导致了“敌托邦”的出现。敌托邦主义流行于 20 世纪六七

十年代，是技术统治论的最初突破，它在美国为批判的技术政治学开辟了道路。

在一个技术时代出现各种新的批判和介入条件。在美国，反乌托邦观点取代传

统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民主”合理化在韦伯式的术语中是自相矛盾的。在

那些术语中指出，一旦传统被现代性打败，争取自由的激进斗争、个性就退化

成一个反对官僚秩序常规和单调的可预测性的非理性的生命力量的主张。这不

是一个民主的程序，而是浪漫的反乌托邦。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现代性的观点是

极端消极的，认为发达社会作为技术系统是一个“总体管理的社会”。这些都源

于对社会行为能力局限性的敌托邦式的强调。

1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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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托邦和本质主义观念一样，认为技术减少了一切功能和原材料，目标导

向的技术实践代替了体现人类意义的实践。效率战胜其他一切规范，使技术发

展过程自动化。这样看来，对技术加上任何意义，都表现为一种自身发展逻辑

之外的干扰。然而尽管他可能是合理的，技术将吞没精神和物质生存的创造者。

已经形成了对我们社会中普遍存在且反映在许多设备和系统设计中的迷恋效率

的强力批判，但它并没展示出揭示技术真正本质的态度，即它的历史存在、现

实存在以及未来的可能存在。民主挑战技术自治，与此相关的技术哲学本质也

受到挑战。芬伯格认为，现代技术确实潜伏危险，我们应该能够区别它并在此

基础上决定是否适用的范围。真正的技术本质，除了效率还有许多复杂的地方，

不能简单地去想象它在我们生活中的许多角色。

2.1.4 技术决定论

工具理论与实体理论直接导致了技术决定论的政治立场。从这一立场出发

走向了肯定技术的乌托邦（utopia）或放弃技术的“敌托邦”（dystopia）。对技

术的乐观主义主要发展为盛行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技术统治论，表现为崇拜技

术，以技术的持续进步为理由，以“理性”作为他们的同盟者；而反对者则以

维护“人性”为原则，反对技术带来的机器和机械化的社会组织。

技术决定论就概念而言并没有严格的界定，芬伯格在论述中根据对技术内

涵的不同理解及对不同观点的分析运用了技术统治论、技术自主论、媒介决定

论等各种形式。在此处技术是依靠自身力量，不受外力干扰而自行发展的一种

独立因素。而技术的变化会引起社会的变化，它旨在表明一种倾向，即在技术

与社会关系问题上片面强调技术对社会的决定作用。芬伯格在概括工具理论与

实体理论的共同特点时指出，二者事实上都没有指出技术的具体内容，没有深

入技术内部，无论对技术悲观还是乐观，都只是停留于表面，都只是一种决定

论。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是不受人控制的人类行为的产物。这种观念最初是用

来解释为什么所有的发达社会都逐渐趋同。

2.1.4.1 技术决定论的发展历程

技术决定论一开始是掩盖在工具理论的进步观念中的，通常工具主义以中

立的立场对待技术，不要求详细的哲学解释或辩护。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

新兴生物学和社会科学将技术带进更大的现代性对话趋势中，这一趋势扎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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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承诺的进步思想中。直到 19 世纪末期，在马克思和达尔文的解释中才意识

到进步主义已经成为技术决定论。20 世纪初，现代技术的伟大成功证实了技术

的进步是人类物种的发展，也意味着技术决策影响越来越多的社会生活和有明

显的政治影响。在工具理论基础上的技术决定论认为对进步的信仰已经通过被

几代人的支持成为广为接受的信念，即技术必需品规定发展的道路，这条道路

通过追求效率被发现。越来越多的社会生活确实被技术社会的中介组织结构化，

如企业、国家机关、监狱和医疗机构、融入社会的技术等级制度和政治等级制

度。

2.1.4.2 技术决定论基本观念

芬伯格认为决定论的产生基于两个前提，一个是直线发展的进步，另一个

是基于技术“律令”的需要。1第一个前提显示，技术进步的模式已经固定，技

术进步似乎遵循直线发展的道路，沿着一个固定的轨道，完成从低级到更高级

的配置。科技发展的每个阶段将指向下一阶段，并且没有分叉主线。所有社会

技术进步都只有唯一和相同的道路。社会可能会因政治、文化和其他因素影响

而进展缓慢或迅速，但不能改变发展的一般道路，这反映了发展的自主逻辑。

第二个前提表明，技术决定论也认为社会制度必须适应基于技术的“律令”，在

发展的每个阶段上，社会组织都必须适应技术的进步。这也反映了很久以前社

会科学的民众常识，一个人采用一个技术一定约束其采取一定的与职业相关的

措施。比如，铁路旅行要按社会时间而不能按大概的教堂或太阳的时间，这是

铁路命令式的结果。同样，工厂也有等级制度并在现代社会为社会等级定下了

基调。这种适应执行了一种潜在的技术必然性。2

按照以上论点假设，首先，决定论宣称技术有一个自治功能逻辑，可以解

释为与社会无关。只有通过它服务的目的及旁人眼中的目的，技术才可能是社

会的。技术就像科学和数学一样具有社会世界内在的独立性。然而不同于科学

和数学，技术有直接和强大的社会影响。社会的命运至少部分地依赖于技术因

素。技术决定论是替代传统规范处理技术与政治关系的直接结果，在这种关系

中，政治变成了技术的一个分支。为了生产而牺牲众多社会成员和剥夺他们在

1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74 页。

2Andrew Feenberg:Questioning Technology,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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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中每一方面的权利。一种控制技术发展的反民主的价值观决定了社会

发展的方式。代表民主的公共辩论将被专业技术取而代之；最有效行动的确定

取决于技术研究，选民意见被认为无知而不予采纳。

其次，技术决定论将技术作为现代生活的基础。这样先进国家处于技术发

展的顶峰，其余的国家只能以此为榜样。技术决定论事实上暗含了发达社会技

术和相应制度结构的普遍性。现代社会为等级制度定下了基调。芬伯格认为这

种观点有马克思的来源，似乎是社会科学的民众常识。不论社会存在多少形式，

像部落社会、封建主义、早期资本主义等形式，只有自由发达社会的现代性作

为一个典型形式为别国所效仿。所有的社会都能依照一个单一的连续统一体被

组织起来，比较发达的国家就是欠发达国家的楷模。“将社会的机械子系统理解

为一种具有自主推动力的独立力量的概念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资本主

义的劳动分工完成了生产方式与生产者、机器与它的使用者之间的分离。”1抽

象和假设使技术成为一种独立和决定性的因素，并成为世界的范畴基础，显示

出理论的貌似合理性。

第三，技术决定论主要来源于社会主义的批评者。工业化和现代化概念从

发达资本主义中得出来本身就存在偏差，通过对比技术和意识形态这两个现代

化理论的有效术语可以表现出来。技术的律令形成一种“技术—逻辑”，相应地

把社会主义者对现代化的影响描述为“意识形态—逻辑”，这样意识形态逻辑具

有技术逻辑所没有的影响力，而技术逻辑表现为一种真实与客观性。意识形态

逻辑被认为是非理性的，任何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不符合的都归因于受意识

形态逻辑的影响；当意识形态逻辑对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时，就被认为是暂时与

技术律令相一致。总之，意识形态逻辑注定是没有前途要失败的。一种社会文

明被效率和革命价值所左右，这样大大简化了社会主义的目标。事实上，一种

社会主义文化具有自身特有的文化和财富标准，不应该在资本主义的技术代码

的观点中被定义和歪曲。

除了社会主义的批评者，一些西方激进分子也支持技术决定论。他们认为，

社会主义生产体系不如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有效”。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为了有利

于工作的满意程度、平等和环境保护等这些方面而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因而他

1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74 页。



第 2章 芬伯格技术政治观的起点

45

们暗中承认技术决定论和与此相关的价值与经济关系的双重服从的模式，试图

发展一种替代技术的理论，建立一种新的技术代码来指导未来技术的设计。但

这种理论存在中庸和含糊不清而难以发展。

2.1.4.3 对技术决定论的审查

芬伯格认为技术决定论所暗含的政治观念很明显，因而它的两个前提都承

受不起严密审查。他通过技术建构主义方法破解了技术决定论的两个前提，用

“对称原则”揭示了决定论的观点。“对称原则”认为，无论真伪，所有竞争的

信仰都倾向于相同类型的社会解释。这一观点来自非充分决定论观点。科学哲

学所谓的“迪昂奎因”原则，指的是如果一个证据只能证明一个假设，那么用

这个证据不能反驳别的假设。也就是说，如果竞争的科学理论中相对偏爱其中

一个，逻辑上令人信服的理由必然缺乏。换句话说，合理性并不构成一个单独

的和自给自足的人类活动领域。技术研究的类似方法否认纯粹理性批判，比如

技术有效性足以解释某些创新的成功和其余的失败。成功的设计遵循技术原理，

有些设计有用有些没用，但是经常有几个可能的设计可以实现类似的目标，没

有决定性的理由偏向任何一方。在这里，非充分决定论认为，单独的技术原则

不足以确定实际设备的设计。

决定论关于技术发展的假设是同历史事实相互矛盾的。技术决定性通常通

过一种成功的设计预设了技术原理，技术发展按照技术的内在标准，在固定的

轨道上进行。事实上，技术不是僵化的，而是通常能够适应变化的条件，经常

有几种可能的设计来实现类似的目的，这样的设计没有偏向任何一个人。也就

是说，决定性意味着单独的技术原则不能确定实际设备的设计。但技术决定论

忽略了这些设计过程的复杂性，它的两个前提都是在脱离语境的情况下进行的，

从一个纯粹的技术到另一个纯粹的技术，意识不到在现实世界中各种各样的态

度和欲望在技术对象周围具体化并影响其发展。芬伯格否定了经济效率作为决

定因素的平庸回答，他认为正确的是建构主义所认为的“在替代选择之间的选

择，最终既不决定于技术也不决定于经济效率，而在于设备和利益以及各种社

会团体影响的设计过程的信念是否‘适合’。”1。因为在此，技术没有为人文主

1Andrew Feenberg: Questioning Technology,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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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价值的追求设置不可逾越的障碍。技术的最终选择不是一些固定的特征，而

是取决于对社会环境的关系。

芬伯格以早期自行车的进化阐明这个方法。19 世纪在现代形式的自行车被

固定之前其设计是多方面的。这个物体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个“黑盒”，其实一

开始是两种非常不同的设备，分别是运动员的赛车和交通工具。对于赛车来说

有很高的前轮，大直径前轮的赛车速度更快，但是不稳定。作为交通工具的认

为这样不安全，喜欢设计两个大小相同的低轮子，但是少了令人刺激的骑车感

觉。这两个设计满足了不同的需求，实际上是许多共同元素的不同技术。最后，

安全的设计获得了成功，因为高轮车被认为是笨拙和低效率的。事实上，高轮

车和安全性可以共享，高轮车代表了自行车发展的一个可能的替代路径，解决

了不同的问题。芬伯格认为大部分技术决策像自行车的例子一样，各种方案的

选择对权力分配和财富有不同影响。它们之间的选择是政治的，选择的政治意

蕴体现在某种意义上的技术上。芬伯格以兰登·温纳提供的罗伯特·摩西计划

为例，早期纽约的一架高速公路立交桥，对于城市公共汽车有点过低。来自曼

哈顿的穷人依赖公共汽车通行，因而通过这种设计被劝阻参观长岛海滩。在这

种情况下，一个简单的设计规范包含了一个种族和阶级偏见。我们可以以一些

类似于许多其他技术、装配生产线为例，来说明对劳动力控制的资本主义观念。

扭转这些偏见不会返回我们纯粹的、中性的技术，但只会在一个方向上改变它

的可评估的内容使之更符合自己的喜好，因此对我们来说并不明显。

决定论忽略了这些复杂性和工程结构，在对象的脱离语境的暂时的横截面，

它难以置信地声称能够从这样一个瞬时的对象配置到另一个纯粹的技术术语。

但在现实世界中，各种各样的态度和欲望在技术对象周围具体化并影响其发展。

社会群体解释方式的不同及使用对象不仅仅是外在的，而且产生不同的对象本

身的性质。技术不能确定，因为社会群体对技术的不同解释导致技术发展与解

决方案的不同。对团体而言对象是什么，最终决定它的命运。它决心成为它被

修改的。如果这是真的，那么科技的发展是一个社会过程，只能被理解为是这

样的。决定论是一种辉格党的历史，使它看起来好像故事的结局从一开始就不

可避免。它表达成品的抽象技术逻辑，支持它作为事业的发展的起源，混淆我

们对过去的理解，扼杀一个不同未来的想象力。建构主义可以打开未来，尽管

到目前为止其从业者犹豫从事隐含在他们的方法中的更大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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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伯格认为，技术发展是一个社会斗争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各种相互竞

争的群体都试图推进他们的利益和相对应的文明规划。许多在技术上可行的结

果都是可能的，技术决定论立场预设了只有一种技术发展的路径是不可取的。

相对于技术决定论，芬伯格提出了非决定论的两个立场。其一，技术发展是由

技术标准和社会标准共同决定的，因此技术就可以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这要

取决于占主导的霸权。其二，技术与社会的影响是相互的，适应过程也是相互

的，当社会适应技术发展时，技术也在社会条件的响应中发生变化，以达到二

者相互适应的程度。这是建立在技术物体也是社会物体的观念基础之上的。只

有在技术决定因素和社会决定因素的交叉处，某一种具体技术才能获得它的特

性，并且从可利用的技术资源所实现的大范围的可能性中选择出来。1按照非决

定论的观念，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技术只是工业社会的一种特定情况而不是一

种普遍范式，这与占主导的资本主义文化有关，因而也证明了不可能对所有社

会都有效，它的经验不可能穷尽工业主义的一切内容和含义。因此，技术含有

可以在不同情境文化中实现的潜能。因而芬伯格认为技术不是决定性因素，而

是受社会、政治、文化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技术前进的方向不是自主的，

是由许多人文因素决定的。

2.1.5 对传统技术政治观念的超越

2.1.5.1 传统技术理论的综合分析

工具理论与实体理论看起来有很大差异甚至背道而驰，简言之，就是技术

的工具理论不包含价值文化，而技术的实体理论内涵价值文化。以“快餐”为

例，实体理论认为“快餐”代替传统家庭的晚餐显现了技术无意识的文化渗透，

传统的晚餐仪式可以证实的家庭和睦已经失去表达的场所。而工具论者会认为，

吃饭只是为了吸收热量，至于吃饭形式是次要的，快餐提供了应有的营养且提

高了吃饭效率，这和文化及社会因素无关。实体理论的理解稍显悲观，传统家

庭不会因快餐而衰落，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可以因新技术而出现。工具论者的理

解过于简单，技术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简单的手段。技术工具理论

乐观主义的技术“进步”观念片面地高估了技术的良性发展，看来是过时了，

但追求技术进步的精神不过时。

1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 1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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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观念相差甚远的两种理论，芬伯格却发现无论对技术“接受或放弃”，

这两种态度本质上是相同的。对工具理论而言，技术与价值无关只需讨论其应

用的范围和效率；对实体理论而言，技术作为统治文化，朝向敌托邦或退回到

原始状态。在所有理论中，技术都被认为是既定的不可改变的，芬伯格称之为

“技术是一种天命”。资本主义通过给技术施加道德与政治的限制来解决技术问

题，但始终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寻求民主。芬伯格显然是反对这种观念的。他认

为，技术的发展应该是有利于全人类与生态和谐发展的，而绝不是为少数人谋

利益。技术对人类需求与福祉的关注是其发展的根本所在。可见仅停留于技术

表面，断言其对人类有利或有弊是不行的。质疑和批判现代技术必须打开技术

的黑箱，从技术的设计入手，了解其中包含的意识形态、权力运作等社会因素，

为社会大众打破技术中性的迷思与科技权威的牢笼，不再被利用技术中性的政

治权威所迷惑。他要提出一种新的不同于这两种理论的技术批判理论，改变仅

仅在使用中决定技术的命运，要在设计中改变技术的命运。

2.1.5.2 技术的非决定论

芬伯格在揭示决定论的两个基本原则过程中，利用 19 世纪中期英国与过长

工作日和童工斗争时期的典型事例，指出技术系统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在当时，

工厂主和经济学家谴责像通货膨胀这样的监管造成工业生产需要童工和漫长的

工作日。最后劳工运动的结果限制强加工作日和童工离开工厂，这在当时国会

称为是“原则上摆脱了整个工厂劳动体系”。芬伯格认为，实际上违反这样的技

术规则根本不会付出代价。监管导致了劳动强度的加大，童工不再是工人重新

被定义为社会的学习者和消费者，只是将来以高水平技能和纪律进入劳动力市

场，这些都是提前设计和预测好的。这种情况显示了技术系统的极大的灵活性。

它们并不严格约束，而是可以适应不同的社会需求。技术对社会的适应性显示

技术只是依赖社会的一个变量，尽管日益重要，但不会决定社会。针对决定论

具有依赖直线发展和基于决定原则的错误，提出必须遵循两个相反的原则。首

先，科技的发展不是直线的，而是有很多方向的分支，沿着几个不同的轨道可

以达到通常的更高的水平。其次，社会发展并不仅仅取决于技术发展而取决于

技术和社会两种因素。此处的政治意义也非常明显。在一个决定论守卫在民主

前沿的社会，非决定论是政治性的。如果技术有许多未知的潜力，那么当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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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等级不是现有的技术规则可以决定的。相反，技术是一个社会斗争的舞台，

用拉图尔的话说，就是一个关于政治可选择的主张的“事情的议会”。

2.1.5.3 技术批判理论

在科技迅速发展的现代社会，芬伯格在关注技术的普遍发展给社会和人类

带来的进步的同时，也注意到技术带来的难以预计的灾难性后果，但他没有停

留于技术表面对技术进行批判，而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政治发展深度

的责任感出发，深入技术内部揭示技术内在隐含的社会因素，对其进行批判性

反思。

技术批判理论揭示了释放技术的综合潜能的障碍，成为政治话语和技术话

语之间联系的桥梁。1芬伯格认为，技术和自由的和解的确是可能的，但不是在

目前占统治地位的技术文化的框架内。那种文化所支撑的技术秩序观念是一种

僵硬的等级制。芬伯格在对传统技术批判理论承继并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一

种新的技术批判理论，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如何摆脱被技术奴役的状况而获得解

放。芬伯格将技术批判理论定位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内，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

派最早确定了这个方向。

芬伯格对于技术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所造成的支持或反对技术的斗争，没

有简单地偏向于哪一方，而是在分析的基础上对这种两难困境进行抛弃并超越。

他认为，“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技术或进步本身，而在于我们必须从中做出选择的

各种可能的技术和进步途径。”2这种替代选择如何进行将具有政治含意。技术

决定论认为，技术是独立于社会的，以第二天性侵入社会领域。在它看来，事

情的发展结局似乎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不可避免的。对于事情的理解遵循一种抽

象的技术逻辑，既混淆了对过去的理解，也扼杀了对未来的不同想象力。芬伯

格以第三种立场表达这一观念，这种观念既不是属于技术专家统治论的也不是

浪漫主义的。它的核心论点认为技术是矛盾的，在技术的进步和社会力量的分

布之间没有独特的关联。关于未来的景象，也许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之间

的分歧并不在于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而是在于包含了不同命运的单一的未来。

这命运大体上与今天贯穿于社会的阶级划分相对应，这些划分可以在新技术环

境中以新的方式继续再产生出他们自己。技术进步可以在被排斥中传播恶托邦

1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 223 页。
2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前言，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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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痛苦，也可以在技术设计中增强参与力量，创建不同的未来，这其中贯穿了

技术建构主义理念，技术建构论可以打开未来。

芬伯格是在对工具理论与实体理论的比较中提出自己的技术批判理论。首

先，与实体理论一致，技术批判理论认为技术内涵文化价值，不管使用者的意

图是什么，技术秩序在事实上构成了世界，我们的任何选择都渗透了技术。但

反对实体主义悲观地认为自主的技术可以决定文明的选择的宿命论观点，而是

认为人类的行为可以影响文明的选择。在公众参与技术决策及工人劳动力重新

获得控制资格的基础上，可以创造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替代形式。前苏联之所以

失败，就是因为拒绝了这种激进的民主道路，选择了与西方民主模式的融合。

其次，批判理论与工具理论一样，反对埃吕尔与海德格尔的宿命论观点，不会

因技术的发展而退缩回原始状态或者处于绝望状态。但批判理论反对技术的中

立性，正如马尔库塞所言，“技术合理性已经变成政治合理性”，特殊社会体系

的价值及其统治阶级的利益已经融入到技术设计中。

2.1.5.4 超越“发展的两难困境”（the dilemma of development）

西方传统政治理论认为公民道德和物质繁荣是在公共领域和私人生活中所

追求的两种最高价值，但二者之间是相互排斥的，不可兼容。芬伯格将此称为

“发展的两难困境”。在技术广泛发展的现代社会，自由和财富成为发展的两难

困境，强调的重点主要在于个人的认知能力和技术社会的复杂问题之间的差距

上。因为繁荣需要大量的企业、生产和市场的管理以及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应用，

但是这些都超出了一般公众的理解和控制，只能生活在异化的机制中。这种情

形在现代社会已经相当普遍，无论占优势的政治体系是资本主义民主还是共产

主义民主。也就是说，现时代的民主政治理论中出现了一个主要的矛盾。权力

的获得不再来自于继承，而是必须通过公共辩论和选举从人民那儿获得。现代

国家需要专家管理，这些专家是根据他们的能力而不是阶级出身选拔出来的，

阶级出身被平等地参与国家决策和在政策的有效执行中的功绩所代替。那么这

样民主国家中的矛盾就是专家意见和参与之间的矛盾。在以民主方式建立的现

代政治不断调和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但事实上，管理权力之间的不平等分配逐

渐破坏了平等的参与。

马克思不断寻求超越两难困境，调和自由和财富。马克思反对资本主义认

为只有一种社会进步模式和只有一条通向富裕的道路。他认为可以有不同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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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模式和工业革命同时出现，这主要依赖于占主导的政治选择是资本主义的还

是社会主义的。发展的两难困境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结果，社会主义在一种工业

社会的新形式中克服这种困境。

芬伯格利用批判的建构主义给技术一个新的定义。利用解释学的可解释的

意义而不是仅限于技术可说明的功能。从建构主义立场对人文主义进行研究可

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技术设计并不取决于通用标准如效率，而是一个社

会过程。第二，这种社会过程不是满足“自然的”人类需求，而是满足文化需

求，因此技术是可以被处理的。第三，不同的定义反映了现代社会可以用不同

的技术选择实现不同的愿景。这三点说明了研究技术方法的合法性，运用解释

学的方法，将技术定义扩展到包括社会意义和文化内涵。技术设计主要围绕解

释学的这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比如汽车的主要功能是交通设施，但他也表

示所有者受人尊敬的、富有的社会意义。第二个维度是技术的文化范围表现在

社会霸权上，是一种社会权力分布。因此资本主义将技术理性作为一种意识形

态有效地纳入机器本身，体现出一种技术霸权。技术的引进提供了一种文化范

围的重要验证。技术的有效性取决于它被设计的文化政治范围的潜意识。而这

个范围一旦被突破，技术决定论的错觉就被打开，揭露主流技术选择的相对性。

技术定义的争论最后由在众多可能的结构中占优势的一个来解决。

2.2 历史起点：两大历史事件与一场争论

法国的“五月事件”以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运动使芬伯格受到极大

震动，促使他思考技术和政治的关系问题以及技术进步、社会主义社会的组织

等问题。他亲眼目睹并参加了法国的“五月事件”，这一事件使芬伯格对传统马

克思主义的宏观政治学在西方社会的适用性产生怀疑，开始由宏观政治学转向

微观政治学，由马克思主义转向后马克思主义立场。而时隔 20 年之后的苏东剧

变是影响芬伯格思想转变的又一重大事件。苏东剧变促使他重新思考技术进步

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技术的民主控制等问题，由后马克思主义转向技术的

建构论立场，着重思考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技术批判理论、社会主义等相结合，

实现技术政治学的建构。除了两大历史事件之外，法兰克福学派内部马尔库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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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哈贝马斯之间的一场争论也同这两大事件交织在一起，共同促成芬伯格的技

术政治思考。

2.2.1 法国“五月事件”

2.2.1.1 “五月事件”到新社会运动

现代社会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所经历的危机，标志着由专家掌握事务向

考虑公众意愿的转折点。从此开始不仅回归了幻想而且带来更民主进步的观念。

这一时期在整个西方世界出现了声势浩大的新左派抗议，在西欧、北美等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一场既不满意资本主义社会又反对十月革命道路的学生造

反运动。而其中法国 1968 年的“五月事件”无论在影响与规模方面都是最大的，

成为新左派运动的高潮。在 1968 年的春天，法国的学生抗议在巴黎开始。到五

月份一千万工人通过大罢工附议使学生抗议活动变成一个革命运动，很快导致

了法国大多数机构的崩溃。一个多月时间，在各个经济领域的大约一千万前锋

带来了法国的崩溃，威胁着资本主义制度。尽管其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要求“五

月事件”与独特的反技术性观念相联系。学生们和他们的工人阶级盟友反对苏

联式的社会主义同先进的资本主义的技术统治论，要求将自我管理作为一种替

代方法。这个需求是对反乌托邦的焦虑与不断增长的戴高乐的技术官僚的反应。

像许多之前的失败革命一样，五月事件对社会的文化有一个巨大的影响。虽然

事件发生在法国，但这揭示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许多学生抗议

的根本原因。

马尔库塞因其理论的号召力，事实上成为五月事件的精神领袖，芬伯格作

为马尔库塞的学生信奉其理论指导并积极投身于五月事件中。因此他亲历了事

件的发展，并在事态发展中认识到五月事件存在的问题与影响，从三个历史交

叉点进行分析。首先，20 世纪 60 年代新左派于 1968 年在法国达到高潮，并成

为 70 年代欧洲南部政治不稳定的第一个信号。其次，五月事件被选举运动如欧

洲共产主义所传播。最后，主要谈论的是官方反对党的“衰老”和“僵化”。事

实上，五月事件推翻的不是戴高乐政府，而是它质疑老左派狭窄的思想视野，

想以新的方式挑战资本主义。芬伯格旨在说明这些事件改变了社会主义在法国

的形象，导致垂死的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传统的崩溃。然而 20 世纪 80 年代

早期密特朗政府的胜利并未产生激进的社会变革。自 1968 年以后，社会主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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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政党以超议会的方式徘徊于这一思想，实现了一个平庸的国有化，最

后又撤退到财政保守主义。这些变化使新左派失望，新的社会运动，比如环境

和女权主义运动，从已建立的左派党背景下出现。法国的知识分子也摆脱了自

二战以来一直压在他们身上的共产主义的道德负担。新社会运动与福柯有关，

德勒兹、鲍德里亚等终结了开始于 1968 年的老左派运动。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包含着技术批判的革命性批判，

但随着里根当选为总统的大政府的开明民主传统、社会福利以及对劳工的支持，

使自由主义共识受到冲击，革命领域暂时隐退，一种新的抵抗形式在 20 世纪

60 年代法国五月事件带动下出现了。这些新社会运动通常根据介入的参与者进

行表达，像女性运动、同性恋权利运动、环保运动、专业人士、工人运动等。

这些不同的运动没有一种统一的接合可以提供一种在政治上令人信服的选择。

新社会运动关注技术设计对人的生命、健康、尊严所产生的后果。

新社会运动所表达的激进民主看似很有前途，但因为相距目的太遥远了以

至几乎没产生多大影响。而且它的政策是抽象决定的，没有什么实质性，这样

几乎不能作为它所希望克服左派分裂的凭证。但是芬伯格认为也许它可以通过

技术问题开始承担内容。掩盖新社会运动分类的是技术提供的潜在接合，通常

是他们斗争的风险。这些新的运动与技术的广泛使用相结合，涉及到与工业污

染、分娩惯例、艾滋病的治疗实验对人的生命、健康和尊严所产生的后果进行

论战。比如，妇女要求修改分娩程序，艾滋病患者要求访问实验处理，他们挑

战技术医学去适应更宽泛的人类需求结构。环保主义要求生产技术中保护自然

和人类健康应该在这些斗争中意识到自己。同样地，工人通过计算机抗议强化

劳动成为可能，要求实现它的不同利益，他们试图改变技术设计中的偏见。法

国和美国的计算机使用者介绍人类网络传播最初设计为数据分配最后完成了解

放的技术创新。在所有如此的民主干预下，专家结束了转化技术中跟普通公众

的结合。这个过程在今天是断续和充满争议的，但它是合理的假设，技术的社

会控制将最终被更持久和有效的形式传播和制度化。芬伯格将新社会运动的方

式引入技术，认为事实上新社会运动的意义在于在各种领域，例如计算机、医

学和环境，改变技术。

60 年代末 70 年代的新社会运动弥漫着一种反对技术统治论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对异化的批判被重新恢复，融入到发生在美国、欧洲和中国的工人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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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类型的讨论中。整体的工业文明再次受到挑战，而不是仅仅批评它没有实

现自己的富裕和平等的理想。敌托邦的思想取代了传统的阶级理论，关注和重

视隐藏的统治和异化代替了剥削和经济危机，文明变化的要求使得马克思主义

隐藏部分引起关注。

2.2.1.2“五月事件”的技术政治意蕴

五月事件创造了一种新政治，反对技术统治论的斗争在每一个领域都发挥

了重要作用。随着大公司和政府机构控制了越来越多的社会领域，科技的威胁

侵犯了一直以来的保护领域如教育和医学，导致通过盲目的技术进步的发展最

终受到挑战。一个学生传单上这样说，“让我们断然拒绝‘利润和进步’或其他

相类似的伪力量的意识形态。进步将是我们所希望成为的样子”。围绕这个主题

挑战法国政府及其反对官员，五月事件创造了一种新政治。

芬伯格是在反对技术决定论成为限制现代社会政治行动的实际问题中提出

技术政治理论的。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的学生运动是最为典型的影响深远的事

件之一。在技术公众理解的转折点上挑战传统的方法，这个运动以比以往任何

技术批评更具体的方式反对技术，声称以自己的方式定义进步。他按时期集中

于四个主题对其深刻分析：学生反抗的逻辑；工人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中产阶

层的意识形态危机；社会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形象。1

在这个时期，马尔库塞和福柯作为现代霸权性的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和技术

决定论最强大的批评者脱颖而出。他们拒绝了基于技术合理性进步的路径，开

启了哲学反思社会控制技术发展的思想，并在技术发展的社会控制中为哲学反

思打开了一个空间。同时，他们认为，统治的现代形式本质上是技术的。芬伯

格将他们的技术批判归结为“左派反乌托邦”的技术批判。这些思想家受实体

主义的强烈影响。马尔库塞是海德格尔的学生，明显从他那儿学了不少东西。

在《单向度的人》中的技术讨论显然是现象学的。福柯也声称是一种海德格尔

主义者。尽管没有直接涉及马尔库塞，这种情况导致了海德格尔的技术批评与

福柯的权利著作意义相近，特别是在这个时期的《纪律和惩罚》。在任何情况下，

马尔库塞和福柯都认为技术不只是意味着屈从于自主选择的结果，而是他们形

1Andrew Feenberg: Questioning Technology,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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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种生活方式，一个环境。无论是一个流水线或展示全景的监狱，技术是权

力形式。但马尔库塞和福柯与实体主义的不同在于引入更多社会支配的特定概

念。虽然它有时似乎如此，他们并不真的认为技术是自主的。相反，它们叙述

社会组织的技术统治，认为技术没有单纯的本质而是社会偶然事件，所以在不

同的社会制度中可以重建为不同的角色。

2.2.2 苏东剧变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苏东剧变是再次促使芬伯格思考技术与政治关系的导

火线。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是他关注的焦点问题。他认为苏联将我们对“社

会主义”的理解在一些基本方面非民主化，比如教育、工作和媒体组织。苏东

剧变可以重新激起对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和政治兴趣。

芬伯格将苏联解体的原因首先归咎于对技术的工具主义利用。前苏联用政

治方法解决技术问题。认为现代化的缺陷是一种技术特殊工具化的结果，为避

免西方文化霸权与世界市场的侵入，试图将现代化与共产主义结合起来，这种

方法是指向未来的。但为了保护这种价值需要积极利用现存的技术，促进经济

快速增长。采取一种典型的技术工具论来引进和使用技术。列宁关于共产主义

是“电气化加苏维埃”的著名论断似乎认为技术只是中立的工具。芬伯格认为

苏联力图建立一种受保护的新文化空间以区别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和文化，

但是这种宏伟的抱负被官僚政治的腐败、无能和不负责任的恶习毁灭了。在戈

尔巴乔夫的领导下，开始呼吁西方直接参与到前苏联经济发展中，但资本主义

带来的不仅仅是市场，同时带来了社会、文化和政治，最终前苏联政权崩溃，

前苏联的共产主义模式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模式也随之崩溃。这似乎证实了实

体主义的观点。但也没找到适合的替代方式。而芬伯格认为前苏联失败的原因

正是由于对技术的这种外在使用，选择了一条与西方融合的道路，为了保持原

有的价值而把技术概念工具化的企图失败了。

其次，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失败的原因通常被解释为公有制和经济计划

天生就没有效率，因而失败从一开始就是注定的。而芬伯格认为对前苏联经济

损害更大的是斯大林的专政而不是计划和公有制。根据常识观念，在适当的条

件下，公有制和私有制两种经济体系都能实现经济增长。前苏联在初期迅速而

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就说明了这一点。同时，“计划有助于拥有一个诚实的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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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使信息自由传输以及获得跨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区别的文化与政治因

素。”1这避免了经营者极端的集权控制，同时商业中必须遵循基本的纪律政策

避免成为社会福利机构。二战后，这个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复合经济，

利用了国家管理，调控和公有制并没有产生苏联那样的公有制的灾难性后果，

而是实现了适当的社会和政治目标。芬伯格还指出，为了使公有制企业运转良

好，必须拥有相当数量的私人企业或有效的国际竞争。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与这

种观念是相一致的。

第三，拒绝重新设计技术是其崩溃的原因之一。马克思的两重性理论在苏

联没有得到落实。两重性的概念依赖于生产和再生产的区分。社会主义的政权

不仅控制建立在继承下来的手段基础上的日常生产，而且在继承下来的手段用

于新的目标过程中也控制着长期的社会再生产。这就关系到对继承下来的手段

的接受和批判改造问题。这样才有可能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跃进。前苏联由

于对西方的方法和技术不加批判地应用，以便维护现代的专政。在这个过程中，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观念被曲解了，转化成了一种辩护的国家学说。

这表明不可能用与西方相同的技术创造出一种完全不同的现代文明。芬伯

格认为，需要在彻底丢弃资本主义框架下，重新形成社会主义的民主观念。这

条激进的民主道路芬伯格以技术的批判理论为依托，他认为，“在公众参与技术

决策、工人的控制和劳动力重新获得资格的基础上，一种替代的形式也许会创

造出来。”2前苏联不能实施激进的替代形式，在资本主义原有框架基础上进行

改革最后又滑落到资本主义的框架中。苏东剧变促使芬伯格重新思考技术进步

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技术的民主控制等问题，着重思考如何把马克思主义、

技术批判理论、社会主义等相结合，实现技术政治学的建构。这样便由后马克

思主义立场转向了技术的建构论立场。

2.2.3 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之争

芬伯格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直接后裔，促使他思考技术政治的主要动因，

除了五月事件和苏联解体这样的具体历史事件引起的反思之外，还有法兰克福

学派内部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之间关于先进技术社会本质的一场论争。芬伯格

1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 29 页。
2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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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这场论争标志着法兰克福学派历史上的重要转折。在他看来，马尔库塞将

技术放在他的分析中心而哈贝马斯逐渐忽略它。哈贝马斯的新框架是有用的，

它可以通过讨论技术而被完善。芬伯格利用社会建构论综合了二者，在批判与

分析利用二者的观点中开启了自己的技术政治研究。

2.2.3.1 辩论的相关内容

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是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指向，其中马尔库塞通过“单

向度的人”描述了技术理性统治下现代人的生存境遇和生存状态的异化。他认

为，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本身和以科学技术发展为根基的技术理性的发展状

态都呈现出两重性。一方面，科技发展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增加了社会财富；

另一方面，科技发展又导致技术理性统治的新统治形式的出现，因而技术不是

中性的。技术理性的统治是通过技术与政治的结合而实现的，形成了现代社会

的极权主义统治。技术理性将人“整合”和“同化”到现存社会体制中，消解

了人的否定性、超越性和批判性，工人不再作为社会的反抗阶级，人失去超越

维度和批判维度成为“单向度的人”。这样一种新的异化的生存方式出现在技术

理性形成的新的统治体系中。要想改变这种极权统治形式，就要扬弃技术理性，

使技术中拥有新的价值来代替统治阶级的片面价值。那么，“这些新的目标，作

为技术的目标，不仅在机器的利用中，而且在机器的设计和制造中都将起作用。”

1这样才能实现政治的彻底转变。他的思想在西方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成为 1968

年法国等国学生运动的指导思想，他本人也成为运动的精神领袖。

哈贝马斯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也是技术理性批判的代表性阐

述。他通过此文借纪念马尔库塞诞辰 70 周年之际与马尔库塞展开辩论。他反对

青年学生在马尔库塞思想指导下所采取的极端行为，针对马尔库塞的“技术的

解放力量转而成了解放的桎梏”展开辩论。首先，哈贝马斯关于发达工业社会

中科学技术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见解，更多地强调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

对社会的推动作用。而在对技术的意识形态分析上，认为意识形态因素较少，

不像马尔库塞那样认为技术成了极权统治的社会力量，不赞成马尔库塞关于技

术成了统治的得力工具，技术的特征是政治的观点。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作

为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是非政治的，是科技进步的成果满足了人的需求而换来

1 [美].马尔库塞：《单面人——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研究》，左晓斯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

第 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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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制度的忠诚。其次，二者的主要分歧在于揭示技术异化的根源上。马尔库塞

认为科学技术成为统治形式，异化的根源在于价值和技术的整合，组成一种新

的科技理性。因此，要解决此问题，就要从根源上解决社会劳动的组织方式。

在哈贝马斯看来，科学技术的异化是由科学技术本身的性质和发展造成的，和

人们的价值选择没有直接关系。他认为马尔库塞关于科学技术异化的原因不是

根本的而是在科学技术之外寻找客观原因。在他看来，现代发达工业社会条件

下，技术本身性质发生了变化，以科学技术为背景的劳动的“合理化”导致了

交往行为的“不合理化”。因此，要从根本上扬弃技术的异化，就要真正建立起

主体间的理解，以“交往”取代“劳动”在人类社会和社会历史理论中的核心

地位，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

2.2.3.2 辩论对芬伯格的影响

这场辩论对芬伯格技术思想观念有深刻影响。争论的结果是以哈贝马斯获

胜而告终的，但芬伯格是站在马尔库塞一边的。他认为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批判理论淡化了乌托邦立场，马尔库塞的观点在 70 年代

末和 80 年代被遗忘了。出现一种新客观主义或“新的清醒”，而哈贝马斯的观

点正适应了这个驯化渴望的时代，因而哈贝马斯的影响上升，而马尔库塞的影

响下降。但他认为哈贝马斯的胜利是技术哲学研究中的一场大灾难。因为哈贝

马斯将技术工具化，对技术本质的理解是保守的，不能寻求现代技术可选择的

设计来批判技术统治。而马尔库塞即使不能富有成效地发展他的洞察力，但他

毕竟声称技术是由社会决定的。于是芬伯格提出一种选择，就是将马尔库塞和

哈贝马斯的观点连接起来进行互补综合，将批判理论与社会建构论相结合。从

哈贝马斯的立场看，技术在自身领域是中性的，只是在此领域之外引起了现代

社会的各种病态。对于科技发展中出现的严重问题，尤其是给人类社会及世界

生态环境造成的灾难问题，哈贝马斯寄希望于呼吁人们，特别是科学家、技术

人员、社会领导集团，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和他的实际运用问题积极反思，

展开政治上有效的、将技术潜力与人们的实际需要联系起来的深入讨论，还希

望政治家和技术之间建立互相批评、取长补短的友好关系。也提出了科学家考

虑技术产品实际后果时求助于社会舆论，而不是积极参与。在芬伯格看来，马

尔库塞虽然确实受到阿多诺甚至海德格尔的影响，经常被误认为是技术恐惧论

者，但他并不是。可以肯定的是，他认为技术理性有历史偶然性，而不像阿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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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和海德格尔，他认为人类行为可以改变划时代的技术合理性和来自于它的结

构设计。一种新型的原因会产生新的、更良性的科学发现和技术。我们将与自

然和谐相处，而不是与自然相冲突。马尔库塞是个雄辩的倡导者，但是今天政

治的科学转型概念有很少的支持者并且诋毁了他的整个方法。哈贝马斯反对马

尔库塞对现代技术理性的历史解读，认为科技的特定历史形式依赖于制度安排，

是可变的，他们的基本逻辑结构建立在目的理性行动的特定本质上。哈贝马斯

的技术是非社会的存在，而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的本质处于生态改革中。芬伯格

认为最主要是哈贝马斯不懂得技术，他的理论中包含技术但逐渐淡化，为了显

示技术的中立立场，他甚至在《交往行为理性》的索引中都不包含“技术”这

个词。他在中立理论掩盖了技术的社会层面的基础上展开批判。

芬伯格既不同意马尔库塞形而上学浪漫的科学批判，也反对哈贝马斯工具

主义者的技术中立，提出了技术改革的第二条方法，就是设计批判。设计批判

认为，社会利益或文化价值观影响实现技术原则。对于马尔库塞提出的“技术

理性”，可以将其解读为通过技术文化而得以内化的最基本的社会需要，这样一

种解释，似乎还说的过去。这在建构主义的框架内，称为“技术代码”。技术代

码是与基本社会形态相关的，都体现在技术系统中，出自文化并加强其基本的

价值。在这个意义上的技术可以说是“政治的”。马尔库塞的理论在这些术语上

的设想产生了好的建构主义者意义。在技术文化具体的历史形式文化水平中，

有各种不同的“理性”空间，在马尔库塞的社会具体意义上，它是由人们来判

断它们之间的关系并选择出最好的。它们没有一个是真正的“中立”，甚至它们

没有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的技术。每个都体现了一种历史的项目，体现技术上设

备和系统的设计证据不足方面的决定。哈贝马斯的立场混淆了抽象的纯技术原

则与具体的社会现实，从抽象的原则看，技术是非社会的。他们的观点之间的

真正区别在于沿着不同方向。芬伯格建议可以将马尔库塞设计批判的正确观念

放在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观点的框架内进行重建，使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观点

被修订为包含技术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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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芬伯格技术政治观的总体阐述

随着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渗透以及影响的广泛延伸，技术与政治的关

系问题也更加不可忽视，技术变革具有政治性逐渐成为普遍共识。芬伯格对技

术政治意义的思考是在批判各种已有的技术观念，在批判理论基础上，将技术

标准与社会标准相结合，转变技术发展方向，形成技术政治观。芬伯格的技术

政治观从总体而言，主要是在具有批判和重构技术政治功能的相关概念的基础

上对资本主义技术统治论进行批判并揭示其实质，然后重构具有解放旨意的技

术政治观。批判基础上的重构是他对法兰克福前辈的超越，也是形成其技术政

治观的关键所在。

3.1 具有批判和重构技术政治功能的相关概念

3.1.1“技术代码”理论

“技术代码”理论是芬伯格技术政治思想的阿基米德点。对于资本主义技

术统治的批判和未来技术政治的重建都以此为基点。“技术代码”范畴是芬伯格

在反对技术工具理论和实体理论，并结合社会建构论的观点的基础上形成的。

表明技术包含技术的因素和一定社会的因素两个方面，并且在技术设计过程中

将这两方面进一步沉淀，内化成技术的内在组成部分。芬伯格通过技术代码来

描述技术设计过程中占统治地位的价值和信仰的那些技术的特征。该范畴的提

出意在表明技术代码支配技术设计，技术在用于特定目的之前，特殊社会体系

的价值与利益已经融入其中。技术代码也预示了技术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3.1.1.1 技术代码的依据：技术的两重性

芬伯格的批判理论对“技术”这个术语本身做出了不同的解释，认为它不

同于通常意义上的事物，不像工具理论与实体理论认为的那样是既定的不可更

改的，而是一种本身可变动的、在不同可能性之间发展的过程。技术矛盾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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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归纳为两条原理，他们分别描述了不同技术进步的社会含意。1芬伯格称第

一条制度为“维护等级制度的原理”，社会等级制度通常可以随着新技术的引入

而被保存和再生。这个原理解释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过去的几代人的力量非凡

的权力连续性，尽管巨大的技术变化，但也可以通过现代化的技术专家策略使

其可能。第二条原理被称为“民主的合理化原理”，这一原理认为新技术也可以

用来破坏现有的社会阶层或迫使它满足被忽略的需要。这个原理解释了技术的

主动性，它常常伴随工会、环境和其他社会运动所追求的结构性改革。这个原

理也意味着会有合理化社会的民主而不是集中控制的方法。

这样技术就具有了“两重性”的社会价值，不仅在技术体系的使用中，而

且在技术体系的设计中都会包含社会价值。这样技术不再是“一种天命”而成

为“斗争的舞台”。芬伯格就社会而言将技术比喻为战场，就文明替代形式而言

将技术比喻为互相竞争的议会场所。真正的问题不是支持和反对技术，而是深

入技术内部使技术具有多种可选择性。总之，技术与社会、技术与文明的选择

已融为一体不可分开。

技术的双面理论将一定的中立性赋予了基本的技术。当代社会以计算机为

媒介，引起了人类互动关系的变化。现在，机器不断地要求个体参与到他们的

操纵中去。而且人类交往以计算机为媒介使人类主体行为得到很大扩展，对于

那些控制系统的人，各种新的充满希望的可能性都可能出现。

3.1.1.2 技术代码的内涵

现在“代码”主要是一种计算机术语，是指人类可读的计算机指令。作为

一种方法，可以进行不同形式信息之间的转化，便于人类文化活动和交流。芬

伯格在社会学的背景下解释了这一术语，在各种人类活动中包含交通代码、经

济代码、技术代码、社会代码等。技术代码结合了各种类型代码的要素，首先，

表现为一种基本的规则，这种规则在分清允许与不允许的基础上，将一定的目

的与意义赋予其中表明立场。技术选择根据操作自主性的需要而做出。这里技

术代码结合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类型的因素。其次，芬伯格指出，“技术

代码在一个统治是建立在对技术控制的基础上的社会中具有社会本体论的含

义。”2也就是说，技术代码除了表示基本规则以外，还是组织独立生存的原则。

1 Andrew Feenberg: Questioning Technology,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76.
2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 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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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组织为了存在，必须将它的技术基础转化成代码内化于组织结构中，这

要进一步依赖于芬伯格在“技术代码”中引入的技术功能和社会功能“聚合”

(condensation)的技术的双面理论。1芬伯格从现代技术的发展史进行分析，认为

技术本身是从基本的发明开始的，其中一些特殊的“技术要素”，像弹性、杠杆、

电路等，如果不考虑社会目的，至少是不考虑统治阶级和下属社会群体的目的，

是相对中性的，一旦被发现，就像语言一样可以被排列成具有不同意向和意义

的代码。技术要素结合在独特的配置中，形成了特殊的设备。因此，技术的发

明过程不单纯是技术的，抽象的技术要素必须进入一种社会限制的情境中。技

术在选择和安排组成它们的技术要素的过程中满足了目的的社会标准。这些社

会目的的实现不是外在的，相对中性的技术观念在结合到技术中时，出现了社

会决策网络的痕迹，从而按照一定的利益和价值，预先构造了一个社会活动的

领域。2芬伯格利用拉图尔的“技术关系网图”与“社会关系网图”，将特殊技

术定义在二者的交叉处。

技术代码反映特殊的社会利益，决定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随着

技术成为我们生活越来越多层面的中心，它的合法性权威也在增加。技术变得

如此强大，也应受到和其他政治制度一样的民主标准的衡量。按照这种标准，

设计过程应该考虑各方面的利益，应该是公正的。具体到技术设计中的技术代

码要体现普通公民的更大的影响力。而不仅仅是少数技术专家、政府官僚决定

技术代码。

3.1.1.3 技术代码的特征

通常技术代码具有下面的一些特征。首先，像文化一样不是显性的，而是

隐形地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因为这些代码似乎是不证自明的。比如工作

场所和工具按成人而不是儿童的高度和手来设计，我们已经在社会历史发展中

形成一种规定，因此这种设计结果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其次，技术代码也包

含了技术目的的基本确定性。技术设计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冰箱为了制冷保鲜，

电话为了通话，汽车为了方便交通等等，这些日常生活中的许多日用品无论怎

样设计创新，技术目标是确定的，这些技术代码是被普遍接受的。我们不会轻

易去问技术“内部”是怎么回事。第三，技术代码的技术功能与社会功能的聚

1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 96 页。
2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 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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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性。技术代码将马尔库塞和福柯关于知识和权力、技术和霸权的联系在应用

中得到协调，从而去除了知识和技术中立性的神秘性，避免了知识与技术像意

识形态一样，因所服务的特定利益而被废除。

3.1.1.4 技术代码理论的意义

芬伯格技术代码理论的引入对技术政治观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

突破了技术合理化观念。芬伯格用“技术代码”来解释技术设计中的一般规定

性。但这一观点预设了对技术问题有不同的解决方式。不同的技术观念有不同

的基本原则，在技术决定论和技术工具论的观念中，效率是最基本的唯一原则。

然而，当代的技术研究反对这种原则，认为效率并非技术设计和开发的唯一动

机，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在设计选择中发挥作用，不存在解决技术问题的绝对理

性方法，关键是看技术观念的“元等级”（metaranking），因而突破了技术合理

化观念。

其次，技术代码预示了技术和霸权关系的可调节性。原则上技术有不依赖

政治和阶级关系的自身逻辑且必须真正有效，但技术的发展关键是看各种技术

要素的配置，技术的社会特点不在于内部运作的逻辑，而在于这种逻辑与社会

情境的关系。科技规律能为它们所服务的霸权提供所要求的应用，技术代码可

以将应用与霸权目的相结合，这样科技可以并入不同的霸权秩序，这就开启了

在被统治者与统治者的社会群体之间进行争论的可能性。这样新技术就可能威

胁到统治群体的霸权，直到新技术从战略上形成代码，这种威胁才会消除。这

也是垄断合理性的霸权主张受到理性批判的原因。

那么，技术的进化不能再被认为是一种自主的过程，而是根植于利益和社

会力量。根据这种观点，资本主义的技术进步的概念是以资本主义利益为中心，

造成的劳动分工使工人个性全面发展受压抑。与此相反，工人还可以创建一种

新的技术进步，这种进步以工人利益为核心，废除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

及相关的工资体系，克服一切社会异化，创建一种与个人全面发展相适应的工

业社会。这也证实了马克思关于不同的社会情境可以决定工业发展的不同道路

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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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技术的形式偏见

根据马尔库塞和福柯的观点，具有一定中立性的基本技术经过技术代码的

选择，与一种特殊的社会利益相对应。这种一致性的配置使得建立在技术知识

基础上的现代霸权成为可能。这样技术的中立性与社会偏见在一定情况下不是

对立的，而只是单一对象的不同方面。为了进一步解释清楚中立性与偏见的共

存现象，芬伯格提出了“形式偏见”的概念。

3.1.2.1 形式偏见的内涵

芬伯格借用了韦伯的合理性理论，将技术偏见划分为“实质的”偏见和“形

式的”偏见。实质的偏见经常与成见联系在一起，拥有一套区别对待不同的阶

级、种族、性别或国家的人的清楚的规范，建立的应用标准就是不平等的。这

些规范表现为事实判断，这种判断建立在个人偏好的基础上，可以批判为“合

理化”或进一步揭露为“意识形态”。而形式的偏见没有暗含成见，也没有一套

建立在个人偏好基础上的事实判断，是在一定的情境范围内，用同一标准公平

地对待所有人。但在这种情境内，体系表面上的公平掩盖了另一种形式的不公

平。形式偏见主要存在两种情形，一种是由理论系统的设计和性质决定的种种

价值，称为构造性偏见（constitutive bias）。比如，监视系统具有偏见是由本身

的性质决定的，用来为管理者服务，通过损害被监视者即多数人的情况下增强

少数人权力的作用；再比如，在人行道的设计上妨碍残疾人同等享用的权利；

为便于使用童工设计与其身高相当的机器。科学属于构造性偏见。另一种是通

过情境化实现的那些价值，称为实施性偏见（implementation bias）。比如，看

似本身公平的一次考试因多种语言中的话语表现出实施性偏见；计算机在特定

贫富情境中的使用造成歧视性后果，以损害穷人为代价加强富人的力量。

3.1.2.2 资本主义的形式偏见

资本主义社会市场显示的是公平合理性，与普遍中立的科技知识观念相结

合产生的却是一种具有偏见的后果。马克思方法论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分析这种

合理性形式的深层社会维度。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的最基本的偏见不是注入宗教

或封建主义对待不同的阶级、种族、性别或国家那样的非理性方式，而是资本

主义社会贯彻公平理性原则时的特定方式。因而，形式偏见是现代资本主义社

会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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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3 形式偏见的功能

芬伯格的技术的形式偏见内涵了一种技术政治的功能，“形式偏见盛行之

处，合理化的系统或建制的结构或境况就偏袒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1关键是

看形式偏见与行为和制度相关的范围。“形式偏见的本质是在时间、地点和由相

对中性的要素组成的系统的引入方式上存有成见的选择。”2那么这种形式偏见

可以存在于任何孤立的认知范围之中，也可以向更大的体系范围过渡。这样的

技术选择就能再生出一种统治关系。

传统的中立性观点将技术去除情境，但是在实际运用中，这些抽象的技术

要素与负载价值的组合结合成一体。形式偏见通过恢复情境打破这种错觉。实

体理论将实质的偏见归因于技术，将技术形而上学地化为一种意识形态进行批

判，事实上是没有分清技术的本质和形成当代霸权的技术代码，也否认了本质

上完全不同的发展样式的技术潜能的存在。芬伯格通过技术形式的偏见重新回

到了技术的进步方面，在重新建构技术基础中，可能会与新的社会形式相结合。

3.1.3 技术设计理论

在以技术决策为中介的现今社会，技术的形态决定人类是什么和将会变成

什么，因而技术的设计是一种充满政治后果的决策。传统技术决定论观念为了

解释为何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彼此相似，且发达国家是发展中国家的未来发展的

榜样，从而形成了科学知识在每一阶段只决定一种可能的社会发展模式的观念。

芬伯格的技术设计观认为技术设计是由技术系统和社会各种因素共同决定的，

存在各种社会发展的可能性。

3.1.3.1 技术设计的方法论基础：合理性的多样性

技术合理性是法兰克福学派揭示资本主义统治的基本观念。他们通过对资

本主义技术合理性的实质揭示，指出资本主义存在的问题，但没有提出解决问

题的有效方法，甚至觉得没有办法解决而陷入悲观绝望。在分析法兰克福学派

和福柯“对合理性进行理性批判”时，芬伯格意识到合理性不是单一的，而是

多元的。资本主义具有为新的统治形式所建立的技术合理性，别的社会形式也

可以在一定基础上建立不同的合理性。芬伯格以装配线为例说明理性化过程的

1 [美]安德鲁·芬伯格：《从技术批判理论到合理化的理性批判》，高海青、李建华译，哲学分析，2010 年，

第 2期。
2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 98 页。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5%ae%89%e5%be%b7%e9%b2%81%c2%b7%e8%8a%ac%e4%bc%af%e6%a0%bc&code=25245205;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9%ab%98%e6%b5%b7%e9%9d%92&code=25245205;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6%9d%8e%e5%bb%ba%e5%8d%8e&code=25245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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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相对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装配线是一种技术进步是因为扩展了资本主

义的管理合理性，但在工人协作基础上就不是一种进步，因为工人的劳动纪律

是自我施加的而不是从上层施加的。以此为基础应用这种方法来分析技术的设

计，以便在更大范围内概括出更多的合理性问题。

芬伯格的技术合理性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了这一观点，指出技术合理性包

含两个方面：技术意义和社会意义。技术设计本身体现与之相符合的社会条件。

就像冰箱这样的基本技术看似不受社会条件的影响，但从其大小标准到发动机

的设计，所有技术设计都与社会条件相关。可以通过冰箱设计了解家庭和社会

生活，制冷装置因破坏臭氧层，科学家、公众和政界通过协商谈判并制定有效

的国际条约要求厂商寻求替代品，看似纯技术的选择，实际上是社会选择，体

现了社会普遍的价值选择。这种说法的重大的政治含意在于技术设计不是来源

于专家的自主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生活观和价值观。技术不是独断专行

的，可以诞生于人类世代利用智慧努力创造出的一系列可行选择中，理性的技

术决定源自于这一范围并将其扩大。

3.1.3.2 技术设计的标准

任何技术装置的形成都建立在一定的标准基础上。人类在科技上还不能随

心所欲，一项简单的技术选择也许会对社会发展造成很大影响。技术设计长期

以来普遍承认以效率为标准，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合理性的批判抨击了这种标

准的唯一合法性。芬伯格指出，技术设计的标准不是单一的，而是由一个复杂

的社会过程决定的，这其中包含了传统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宗教的等等

统称为文化标准的限制。技术系统设计者的战略主要取决于分级管理和无限扩

张。分级管理是指技术系统是由设备和人员这样的单独个体交错组合在一起的，

每一个小部件都至关重要，只有有效地管理才能和谐地工作。无限扩张系统会

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就需要通过系统扩张将这些外界环境融合成自身的一部

分，系统在这种扩张中应对突发意外和敌对势力。因而技术设计选择必须慎重，

一旦确定下来就会沿着预定轨道前进，改变发展方向是要付出代价的。

现代世界是由大规模的科技系统构建的，在这些系统的构成之初可以利用

不同的人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构建这些系统，并应对外界环境。因为技术设计包

含了广泛的社会价值的预设，而不仅包含单个技术对象的社会意义。技术设计

是许多参与者之间共同协商的结果，设计过程是一种空间。在技术设计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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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展技术感兴趣的各种社会行动者一开始就获得了发言的机会，来自各方面

的代表参与其中，技术专家、业主、消费者、政治领袖等代表不同的利益，他

们通过提供资源、专业知识、劳务，提供新的发展方向及所需设备的目的，将

技术设计纳入适合自己利益的轨道，对技术设计施加着各种影响。这样的技术

设计过程打破了单一的标准模式，从而决定了技术设计结果的多样性。技术设

计的选择直接关系到现代社会的开端，开端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的未来。

3.1.3.3 技术设计的功效

技术设计成为技术转化的关键环节，主要体现在技术设计的功效上。首先，

技术设计中可以融入社会权力。在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将社会权力融入技

术设计中，这样技术就可以服务于维护他们霸权的特殊目的。那么技术设计中

也可以融入统治阶级所忽视的社会价值，设计主体的变化可以改变设计的目的。

因此技术设计成为不同社会价值显现的内在领域。芬伯格认为，对技术的不同

设计，可以保护等级制度，也可以实现民主的合理化。其次，对技术的设计就

是设计一种生活方式。技术设计的过程也是技术与人类相互塑造的过程，在这

种相互塑造中形成我们的生活世界，因此技术设计理应让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

这种生活世界的塑造中，而不是生活在少数人塑造好的生活世界中。技术设计

本身就蕴含了突破和改变的功能。只有将技术设计的参与者的利益和价值诉求

融入到技术设计中，技术设计所塑造的世界才能体现更多人的利益和价值。

3.1.4 工具化理论的重新阐释

表 3-1 工具化理论1

功能化 实现

客观化 去情境化减少 系统化中介

主观化 自主化定位 职业化主动

1Andrew Feenberg:Questioning Technology,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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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伯格对技术政治的重构依赖于对技术本质的揭示，而这种揭示来源于对

工具理论两个层次的解释。他将工具化分为初级工具化和次级工具化两个层面。

初级工具化是与现实最原始的关系，是面向现实的技术倾向；而次级工具化是

以社会为条件的一种设计和实施的行为。次级工具化理论使初级工具化在社会

情境中付诸实践和发挥作用。这两个方面形成一个完整的技术定义，实现技术

面向现实的倾向性特点与技术在社会现实中的行为的结合。芬伯格从这两个层

面分析技术的目的在于“将本质主义对面向世界的技术倾向的洞察和批判的、

建构主义对技术的社会本质的洞察结合起来。”1这表明通常表现为相互竞争的

理论，事实上是同一复杂对象的不同层次。在这种综合的概念中，技术是辩证

的，初级工具化和次级工具化相互补充。技术就是从与世界脱离到与世界重新

整合的过程，从简化对象到重新把对象整合到社会情境中的过程。

资本主义与技术的这些方面有一种独特的关系。因为资本主义霸权是建立

在形式偏见的基础上的，所以尽量将对技术的理解定位于去除情境和控制的初

级工具化层次上，去除技术的其他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为了实现对劳动力

的技术控制而阻碍了技术辩证法，次级工具化随之也受到阻碍。这些障碍融入

到技术代码中，就决定了在形式上带有偏见的设计，这样就防止了企业将变得

依赖于工人的想法。次级工具化将技术作为一项社会事业，与其他行为体系相

联系，位于技术行为和其他行为体系的交叉处。资本主义所压制的是技术的综

合潜能，它们可以对初级工具化的一些消极方面做出补偿。一旦受到压制的潜

能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形式偏见中被发现，就可以开辟更大的工作情境来释放技

术的综合潜能。技术批判理论揭示了释放技术的综合潜能的障碍，因此成为连

接政治话语和技术话语之间的桥梁。

芬伯格创建的“技术代码”、“技术设计”、“形式偏见”、双层工具化及其相

关理论体现的共同特点是技术的辩证法，证明了技术不是一种不可更改的“天

命”，同时也建立了现存技术的社会相对性，技术统治是一种可争议的霸权而不

是一种存在的天命。技术可以服务于特定阶层的技术霸权，也可以超越这种阶

层，服务于更广泛的群体。这些概念与理论观点为芬伯格的技术政治批判奠定

了基础，也为其重建提供了可能性。

1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 2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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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对资本主义的技术政治批判

芬伯格对资本主义技术政治的批判主要集中于对资本“霸权”的实质的揭

示，在技术广泛发展的现代社会，资本霸权主要表现为一种技术霸权。对于这

种实质的揭示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点，作为一种文明形

式在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局限表现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时候也宣布了自身的终

结。

3.2.1 资本霸权产生的基础:资本主义技术代码

芬伯格对资本霸权分析是从现代霸权中合理性的功能开始的。作为一种有

效的霸权，它的产生来源于他所统治的社会标准信念和实践。资本主义独特的

结构使福柯所言的“知识”在不丧失知识的功能的前提下成为一种权力。芬伯

格借鉴劳动过程理论家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劳动组织的本质就是“去除技能”

（diskilling）。去除技能的目的是将工作简化为很快就能学会的机械步骤，表面

看来技能的去除只是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但事实上还影响到政治。因为资本

家在生产中占据了主体位置，工人逐渐对技术失去理解能力，无法掌握生产，

资本似乎成为这一生产过程的真正来源，这为资本霸权的建立奠定基础。

根据技术代码理论，技术代码是社会需求和技术需求聚合的结果。那么，

资本主义技术代码就是聚合在资本主义的“技术合理性”中的资本主义的社会

需求和技术需求，而这种技术合理性使技术体系的构造适应了统治体系的需求，

反映了盛行于设计过程中的占统治地位的价值和信仰的那些技术的特征。资本

主义霸权是技术代码的一个结果。

技术代码通常是看不见的，设计结果似乎是不证自明、理所应当的。资本

主义技术代码的确立是“黑箱化”（black boxing）的，因为它的定义一旦被普

遍接受，就没有人去问技术“内部”还有什么。正因为如此，技术代码在成为

日常生活中普遍的加以接受的特征时，也包含了技术目的的基本确定性。设计

过程是一个空间，对技术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技术专家、政治领袖、政府官僚等

等通过技术代码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因为他们提供或控制资源，将技术作为他

们的社会表达方式，把技术纳入适合自己利益的现有技术秩序，给现有技术手

段强加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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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技术代码可以通过拉图尔的体现资产阶级利益的“社会关系网图”

和体现技术要素特殊配置的“技术关系网图”，定义为一种社会关系网图和技术

关系网图的一般规则。其中最重要的社会因素是作为非所有者的工人与企业福

利无关的假设，这一社会因素通过这种技术代码渗透到技术合理性的解释中。

例如装配线就是从技术上强制实行劳动纪律战略将其他各要素结合起来的黏合

剂。这是资本主义从战略上形成代码的技术特点，权力的不平衡通过技术代码

显而易见。

3.2.2 资本霸权实施的依据：操作自主性

“操作自主性”是芬伯格在揭示资本霸权得以实施时提出的一个新概念。

“技术统治论”作为一个广泛的管理系统，在控制技术和人的过程中，能使对

立面沉默并使自身合法化的秘密在于资本家对技术的“操作自主性”（operational

autonomy）。现代社会的合理化是由资本家或政府官僚这些主体所完成的，操作

自主性是这些主体的主要特征。资本家和工人是资本主义劳动分工中形成的两

个基本阶级。资本主义通过在独立的个人之外建立劳动力和市场的方式，资本

家将自己从所有传统规则和家庭限制中解放出来，具有比传统的前资本主义的

领导人更大的行为自由，芬伯格将资本家获得的对生产的自由支配的权力称为

“操作自主性”。操作自主性主要不是一种个人的所有权，而是可以动用一系列

微观技术组织的所有权。这种权力是资本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结果，不顾及

下层行为者和边缘共同体的利益。通过前面所阐述的“去除技能”，通过逐渐地

重新设计技术使劳动人民的依赖性提高，这种自由支配的权力也随之提高。在

劳动过程这一集体劳动中，资本家成为代表。资本家通过以集体的名义在协调

集体活动中所实施的权威及提供设备工具的作用，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等级地

位。操作自主性就在这种活动中不断再生与加强。这样，“整体通过其中一部分

人的活动统治了整体的组成部分。”1资本家通过对技术的控制而实现对工人的

有效管理，进而控制整个社会。

操作自主性作为资本霸权存在的基础，必须在自由活动中具有再生性，以

维护资本主义统治。资本主义的操作自主性是资本家的一种自由选择的权力，

不需要考虑外在因素、通常的惯例、工人的抉择。所有在他的社会体系中所实

1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 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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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一切战略都要以再生出他的操作自主性为目的，也就是每一个实际问题的

解决方式事实上都有明显的偏向。就技术而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就是要建

立一个满足资本主义利益的日常技术活动框架，将恒定的操作自主性的统治战

略嵌入到技术的程序、标准和产品中。资本霸权在很大程度上就建立在通过技

术抉择再生出自己的操作自主性的基础上。芬伯格认为这一点通常能够实现的

原因在于现代社会中的权力可以通过技术控制而得以掌握。以洁净的空气为例，

这是一种技术政治问题，他们在客观上不如利润或消费品更能吸引人，空气污

染是因为城市设计是以高度污染的专用客车运输为中心付出的必然代价，而这

种专用客车运输是获取利润的唯一运输方式。而一种不同的城市设计可以建立

在公共交通和混合使用基础之上，将空气质量作为另一种技术问题。这样的社

会目标融入到技术代码中的社会将呈现一种完全不同的形式。社会目标的实现

不必牺牲生产力，将会被个人自发的作为他们的自身福利的一种实际成分来追

求，而不会作为与自身利益相对立的人为激励或政治高压来施加。

芬伯格在考察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工具理论时发现了技术的

偏见。根据技术工具理论，行为主体可以独立于他们的手段，例如工人和国家

看起来与技术手段没有直接的关系。按照这种观念，工人可以在技能的新领域

中将资本主义的技术基础工具化，但前苏联的实践证明，“社会行为者和首先形

成社会行为者的劳动分工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概念上是不一致的。”1同样的矛盾

出现在资本主义试图自发地进化成一个共享的、以技术为基础的社会以便消解

社会矛盾的过程中。这些说明了前苏联权威主义的社会主义和改良的资本主义

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控制进行技术的转化是不可能的，因为正是使用技术的行

为再生了需要转化的东西，社会技术的转化不能根据工具范畴来理解。也就是

说，从上层进行改革，技术从根本上就偏向了特定的霸权，所有在这种框架中

从事的行为都倾向于再生出这种霸权。

3.2.3 资本霸权的实现：资本主义的技术设计

在资本主义技术设计中，从劳动过程来看，是从上层引进控制，将劳动纪

律施加给与企业没有利害关系的劳动力。一旦这种设计被确定成为一种普遍原

则，这种更顺从的、没有技能的工人代替有技能工人的新控制形式就形成了。

1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 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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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设计过程同样适用于教育体系，为了给资本主义的工业制度提供所需要的

工人类型，教育必须适应劳动分工。事实上，资本主义的技术设计蔓延在社会

生活的各个领域，塑造了总体的文化和社会生活。通过对技术设计过程的分析，

芬伯格揭示了资本主义技术合理性中的社会价值因素，也揭示了技术统治论合

法化的秘密。

资本主义技术设计过程具有一种非民主的技术决策底线，这些决策偏向于

中心化和等级制。从资本主义发展来看，资本主义没有为追求自身利益而阻碍

技术进步，他们只是把进步导向了符合自身利益的特殊方向，也没有对进步实

施专制独裁。在市场的作用下，实现了许多重要目标和社会的广泛需求，但这

不等于技术的民主控制。因为它们缺乏与民主行为相联系的公共性质、讨论的

环境和有意识的协作等东西。芬伯格认为，这样的消费者并没有拥有主权，即

使拥有强大的国家调控，他们也不可能突破技术资源的森严壁垒和现代企业的

财政力量。事实上，技术决策的控制很少体现在市场上。设计程序的非民主化

是通过特殊参与者决定的技术代码，保持了他们的技术主动性对他们所创造的

制度的控制。技术设计为阶级结构提供了一种客观基础作用，资本主义条件下

劳动过程降低技术含量的历史，在受机器控制的生产系统中达到顶点。这种强

势利益影响的技术设计偏见表明，异化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追求效率，而是

因为争夺管理权。这些情况表明，由于有影响力的参与者试图维护他们在所创

造的系统中的技术自主权和控制权，就要建立非民主的设计程序。建立在这些

基础上的技术决策偏向了中心化和等级制方向。不论技术和管理发生什么样的

变化，最终的不平等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并没有被超越。即使劳动力在现代

发展中的一些方面明显得到好处，但整体上不会变化。因为技术设计的偏见是

技术决策的底线，设计阶段是排除在公众力量的关注之外的。这些揭示了设计

过程中的意识形态和技术系统的缺陷。在这样的资本霸权统治下，被压迫者和

弱势群体的利益被忽视，技术的多种潜能显露不出来，还造成了生态环境等公

共利益的破坏，这是资本霸权的必然结果。

3.2.4 资本霸权的特点和实质

资本主义利用技术在对效率和权力的追逐中组织工作，并不断扩大到社会

体系的其他领域。“资本霸权不是依赖于一种社会控制的特定技巧，而是在更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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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依赖于从技术上将资本霸权运行于其中的整个社会关系领域进行重新建

构。”1并且第一次充满了整个社会，成为一种普遍的“人类天命”。芬伯格这种

天命可以总结为技术实践的四种具体的成分。这四种成分建立在资本主义形式

偏见基础之上，技术被尽量定义在工具化的初级层次上。每一种成分还对应着

一种补偿的综合成分，每一种补偿的综合成分被严格限制以便适应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最广泛地应用这四种主要的成分，同时部分地压制技术关系的次级成

分。资本家的权力已经表现在生产、管理和劳动、家庭和家庭生活、经济和政

治等各种社会领域的分裂中。他们从上层统治组织资本主义制度。芬伯格通过

资本主义技术行为的这些特点在集体劳动和自然中的应用表明资本主义霸权的

实质。

第一种是“去除情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和系统化(Systematization)。

去除情境化使技术对象与它的直接情境相分离。资本主义的技术就建立在这种

对象的物化基础之上。在传统社会中，技术被实践情境化，嵌入在社会关系的

更大的框架中，通过实践规定了技术在周围的非技术行为体系中的位置。资本

主义通过将技术要素从特定情境中抽取出来重新组合到任何可以促进霸权利益

的情境中。资本主义就是从技术的这种特征的普遍化中出现的，但却是以劳动

和自然环境为代价的。资本主义的抽象劳动力的建构在去除人的劳动能力方面

的技术情境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在这之前的社会劳动力都是在社会条件的

情境中被使用。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必须与共同体和家庭这样的制度相分

离，简化为纯粹的工具。生产线上的工人本质上不是共同体的成员，而是机器

的组成部分。去除情境只是资本主义初级工具化的体现，只是技术发展的起点，

还必须把这些要素结合起来，进行与此相对应的系统化，使去除了情境的对象

与使用者和自然相互联系，以便形成新的设备和技术组织。系统化就是促成这

些联系的次级工具化。系统化过程本来应该考虑到工人的福利和自然的保护，

但为了控制和利润却尽可能限制了这种情境。

第二种是简化法（Reductionism）和中介（Mediation）。简化法是通过把复

杂的总体性简化为能够从上层进行控制的要素，技术手段得以抽象。芬伯格将

这些控制的要素称为“第一性”，是指这些要素在特定的技术规划中的本质地位。

1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 2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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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性”包含了对象的所有的其他方面，这些方面相对于对象的技术规划来

说是不重要的。简化法就是指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分离，将对象简化成他们的有

用方面。资本主义的行为的本质对象是工人，工人具有家庭道德、情感这些“第

二性”。通过去除对象的情境，将对象简化为“第一性”，从而生产了技术知识，

也为资本家提供了手段。与此相对应的技术设备的中介是指将审美和道德特性

融入到技术设备的设计中。在资本主义之前的所有社会都是以中介为中心进行

设计，也就是技术对象简化为第一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审美和道德投入所补偿，

也就是使对象重新情境化。但资本主义不同，无视它们的对象嵌入社会的方式，

为了追求利润，严格地区分了生产与审美和道德，对给人类和自然产生的影响

漠不关心。这种人为分离也是各种系统危机的根源。

第三种是自主化（Autonomization）和职业（Vocation）。主体化是指主体和

对象的分离，也就是说自主化技术的行为者与行为的直接后果的分离，与此相

对应的职业投入是指行为者所从事的技术行为使得行为者将这种技术行为当作

一种职业。1在社会生活中，人们会将牛顿第三定律“每一个作用总有一个相等

的反作用和它相对抗”比喻性地用于社会，也就是说，每一个结果同时也是一

个原因，每一个客体同时也是一个主体。然而在技术行为中是个例外，主体不

受它所作用的对象的影响。“技术行为通过消耗或延迟行为对象对行为者的反馈

而使主体自主化。”2比如，汽车司机可以将车开到很高的速度，但却只承受很

小的压力和振动；射击手只承受枪击带来的很小的冲击力。资本主义社会类似

于一种技术体系，而且它的主体（管理者）和对象（工人）都是人。自主化就

是要使主体和对象分离，这样管理者在控制工人时，尽可能减少和疏导反抗。

管理者所承受的工人的反作用与他的行为效应之间的彻底不均衡使得这些活动

成为技术的活动。资本家想建立自身的独立性和所作用的人类对象的被动性，

这是掩盖相互作用的幻想。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只有在体系中再生出行为者的

操作自主性，实现资本主义的领导权。资本家的操作自主性提供了将工人置于

从属地位的机会，工人的这种位置使资本家实现了领导权。资本家企业就处于

这种循环关系中，并由此反应再生出自身和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自主化使技术

1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 224 页。
2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 2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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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在技术活动中成为一种职业。资本主义对控制的实施是从上层进行的，这

样管理的功能从集体劳动者转移到执行者再到公务员成为一种职业。

第四种是定位（Positioning）和主动（Initiative）。定位是指主体在战略上

处在或者将自身定位在驾驭对象和控制对象的位置上，与此相对应的主动领域

是指处于从属地位的对象享有一定的策略上的自由活动。技术主体利用对象的

内在属性在战略上定位自己，与对象自身的趋势取得一致以便达到预期的结果。

资本主义社会继承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权力，资本家权力的获得是继承中

就获得的，不是从他参与建立的现实社会中获得的。由于资本家处于社会进程

“之上”的理想位置上，因此他就从在前资本主义继承来的世界中有利地定位

了自己，资本家的世界包括资本家工作和生活的人类共同体。这样，资本主义

的实践就具有战略性的一面，它建立的基础不是人类社会群体给定的实质角色，

而是外在于一般群体的特殊角色。资本家一旦进入一个社会体系就享有的操作

自主性就是这种战略位置的占有。对于与此相对应的主动性而言，工人和消费

者仅有的一点主动性也被资本主义的管理和产品设计所限制和疏导。

芬伯格通过分析资本霸权的实现揭示资本主义技术政治的实质。资本主义

霸权的实质就是技术统治论，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技术控制。芬伯格认为资本霸

权建立在初级工具化的基础上，尽量压制具有补偿的综合成分的次级工具化。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些综合形式只有在政治抗议或竞争压力中强制实行时，

才能得到技术实践的支持。资本主义去除情境化预先将技术设定为服务于资本

主义权力，资本主义只是代表部分利益，这些利益与丧失了的情境相一致，技

术就是从这些丧失的情境中抽取出来的。这样就使技术对象丧失了“第二性质”，

即丧失了承受技术行为的社会和自然方面。资本主义也通过避免危机的反应来

处理现有的许多问题，比如环境调控上昂贵的花费，但是这些方案总是有许多

缺陷，激起公众的抵抗。导致这些问题出现的更深层次的问题就像对汽车的恶

性依赖，不能在资本主义体系框架中提出来，也就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对

技术进行普遍的彻底检修的要求表现得很明显，这种彻底的检修与建立在社会

分裂基础上的从上层进行控制的体系的持久存在是不相容的。在资本主义社会，

环境危害或对工作不满是作为“外部事务”出现的，这就决定了不能从根本上

解决它。“根本的问题是所有现代工业社会中劳动、消费和社会决策的物化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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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1在资本主义工业企业的权威主义结构中，劳动对技术的设计没有直接的

影响，只是在工会斗争中表明意愿。由于工人不能参与最初的技术选择，工人

的利益只能在设计之后的调控融合进来，而这种调控有时表现为反对技术的发

展，这与技术进步的方向相冲突。事实上，劳动反对的不是技术发展，而是劳

动在其中作为对象而不是进步主体的体系。类似的观点也适用于环境问题。工

业决策者根据资本主义占主导的技术代码对环境可能造成破坏，一旦有缺陷的

技术在社会中实施造成污染，反对污染的政治抗议只能以外在调控的形式出现。

与资本主义调控相比，前苏联模式的计划也没有做出改进。

资本主义调控不能替代物化，而是在物化的范围内，建立在实现控制的社

会秩序之上，实现对资本主义统治总体性的认可。调控的外在性特点是在工业

过程的操作中不是为了满足健康、安全、清洁的空气和水、审美目标和充分就

业等要求，而是实现资本主义的一种均衡的利益，因而不会造成无效率。因为

技术的设计是在从这些所谓的软价值中抽取出来的过程中进行的，即去除情境

化，如果在后续阶段再将这些价值包括进去，则需要非常大的代价。这些代价

是代表工业社会本质的一些必要的交换，而这些交换在现实中只是一种物化设

计过程的副效应。总之，“资本主义利用集体劳动者和为他们提供工具的过程本

质上是分裂的。”2造成这种分裂主要原因是此处的技术是反应资本主义的社会

要求的。要消除这种分裂，就要从根本上重新整合技术和社会，在一种新的技

术代码中实现一种新的综合，将资本主义社会许多被当作外在性的联系内在化。

资本主义文明限定了一种社会文化，这些限制出现在日常的假设中，使人

们“自然”地普遍接受这种文化，认为与此不同的一切文化都是荒谬的和不可

能的。文化的限制体现在社会科学中，就会认为现代社会中生活的特殊的两难

困境和悖论是一般工业主义所不可避免的结果。这些获得普遍性认可的社会特

性造成了虚假的必然性，这就排除了对未来的替代形式。这种理解现代性的限

度和潜能就先天排除了社会主义。那么这样也表明这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自然

现象，资本主义现有技术设计具有社会偶然性（contingency）。技术没有理由不

能遵照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来重新建构。

1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 231 页。
2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 2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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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技术政治批判转向重构

正是因为资本主义技术霸权本身的不合理给社会发展带来重重障碍，芬伯

格提出要解决资本霸权的存在状态。传统的批判理论认为技术理性和人类价值

是不相容的，在争夺现代人的灵魂，现实工业社会公民“逃避自由”异化很深，

现代文明已经内在地与公众参与不相容，工业社会的成员被简化成被动机器，

没有获得积极公民的教育和性格。芬伯格没有停留于对资本霸权的单纯批判中，

而是认为这种趋势可以反转。芬伯格“通过重新形成技术、合理性和民主之间

的关系的概念”挑战传统观念，形成技术政治观念的主题，即工业社会的真正

激进改革的可能性。

芬伯格的技术政治批判立足于马克思的立场上，既要深入法兰克福学派的

社会批判，又要结合迅速发展的技术公共争论，他的技术批判理论是要创造一

种技术转化的政治学，彻底丢弃资本主义框架下的民主，重新形成社会主义的

民主观念。他指出，技术批判理论必须首先跨越激进知识阶层包括法兰克福学

派的遗产与当代世界的技术专业知识分离开的文化障碍，使二者达到融合。然

后在此基础上，探索如何重新设计现代技术，以便使它适应更自由的社会的需

要。

3.3.1 批判转向重构的桥梁——潜能

潜能，顾名思义就是潜在的能量。一个美好社会的目标应该是人类充分实

现自身的潜能。在一个技术时代，技术为现代性提供了物质框架。而这个框架

不是中性的，始终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也就是说，技术规划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芬伯格认为现代社会占主导的技术规划限制了人类发展，现代社会存在着被压

制的潜能，也就是没有使人类潜能得到充分发挥。

芬伯格根据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最根本的观点“特殊性优于普遍性”发

现了潜能的存在。资本主义的统治观念在于用自制的“普遍性”压制个人，资

本主义将来自历史上的这种特殊霸权演化为普遍的技术霸权，批判理论对此进

行社会批判。尽管技术将普遍性范围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特殊性并不

会被完全消除，这种保存的力量就是一种潜能。这种潜能的存在，预示着一种

超越性要求的存在。由于潜能作为一种潜在的力量与普遍性要求相抗衡，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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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建立的社会网络中缺乏有效的支持，潜能的定义总是根据自然、正义、人

道这些超越性概念来界定。这些超越性要求正是人类所追求的并能推动人类事

业的发展。

人类潜能的实现是芬伯格在增进人类发展与完善中始终追求的目标。对于

人类潜能的理解，首先，人类潜能是人类自由的自我实现的能力，存在于人类

历史中，从已知的历史产物中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潜能。比如，民主革命揭示了

下层阶级有为自己承担执政责任的能力；普及教育表明人民大众有获得教养和

一定的思想独立的潜能；社会生活中现代家庭带来的个性观念对创造性的重视。

人类美好生活的实现就体现在这种循序渐进的能力展现中。因而人类潜能的实

现就是在参与依然未完成的历史中进行。其次，如何使现在还没有被注意到或

者受到压制的人类潜能得以显现，芬伯格运用了自己的“参与者的利益”的概

念予以阐述，人一旦参与到技术网络中就有一些特殊的利益表达，现存的技术

规划常常是个人的利益被忽略、压制或受到威胁。当他们有机会和能力表达自

己的利益时，就可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根据人类需要重新构造技术体系。第三，

潜能是现实的而不是想象中的。潜能要根据自然和历史的限度来确认，对技术

体系的改造不是任意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现存技术的发展，只有植根

于具体现实中才不至于使潜能的实现流于纯粹的乌托邦。按照马克思的观念，

潜能就是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寻求如何推进更伟大的人类事业。

芬伯格认为技术企业本身应该包含这种潜能要求，但被现有的资本主义社

会人为删减了。20 世纪 60 年代大众文化和政治中出现的技术恐惧症的意识形

态低估了重新构造现代技术的潜力，而计算机的历史清楚地体现了这种潜力。

要实现潜能就需要一种广泛的民主参与的技术规划。他相信资本主义对技术的

控制并不会穷尽技术的潜能，技术具有受到了资本主义压抑的有益的潜能，同

时他认为受这些限制的技术具有实现统治的潜能，这种能力是内在于技术行为

的基本结构之中的。技术潜能的存在要求技术在一种新文明规划中重新设计来

实现人类潜能。

马克思将社会主义看作资本主义的一种潜能，但芬伯格认为马克思从决定

论上的解释是建立在抽象的道德律令上的，这容易受到还原论的攻击，仅仅将

道德作为意识形态。芬伯格保留了马克思关于未来的基本观念，但用一种非决

定论的观念代替了决定论，用技术的两重性代替了马克思关于工业技术必然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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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社会主义管理的设想。技术的两重性是指通过实现资本主义中被压制的技术

潜能，以便利用资本主义的遗产来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在传统马

克思主义中被认为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不可避免的趋势，现在解释为资本主义

的进步潜能范围。利用潜能的概念，芬伯格要在理想主义与还原论之间找到一

条更好的道路。这样可以使以道德形式出现的潜能在一种有效的自身利益的意

识中得以最终实现，同时能够转化技术的代码。在根本的文化和社会变化中将

受到压制的技术潜能释放出来的地方，经济进步就从一个阶段过渡到下一个阶

段。出现这种未实现的潜能不能充分利用的现象，主要是占主导的经济文化限

制了技术和人的发展。只有打破资本主义文明的经济前提，建立一种改变了投

资和消费模式的新文化，才能产生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而实现它需要一个过

程。未实现的潜能是作为大量局部最优化（suboptimization）1来出现的，这种

主要资源的未充分利用需要一种新文明形式的出现。文明的变化重新定义了人

性，我们比前人更重视人的生活，特别是更重视劳动人民的生活。通过改变人

性，也出现了新的持有财产的方式。社会潜能同时以经济形式和道德形式被提

升到意识层面上，文明变化的过程建立了一种同时带有伦理含义和经济含义的

新的生活方式。社会主义将从这种类型的协调变化的整体系列中出现。经济文

化的责任揭示了在一种福利的革新标准中，社会运动是如何将理想和下层人口

的利益联系起来的。

3.3.2 重构的依据：技术的双面理解

芬伯格认为一种能更好地洞察当代世界的技术政治理论源于对技术的双面

解释。技术是一种双面现象：操作者和操作对象处于相对的两面。当社会围绕

着技术来组织时，技术力量就是社会中权力的主要形式。社会分为两种群体，

技术控制领域的实施权力的管理者和处于操作者地位的国家行政人员，处于操

作对象地位的受技术控制领域的从属于那种权力的人。芬伯格认为相应地也出

现两种群体的战略，处于操作者地位的管理者和国家行政人员的战略与处于操

作者地位的从属人员的战略，前者有实施权力的制度基础，而后者因缺乏合法

性而只能进行一些非连续的微观政治的抵抗。管理者战略立场根据市场供给优

先考虑控制和效率。被管理者的战略立场比管理者丰富，它有一个现代社会的

1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 1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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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世界，设备在其中形成一个近乎总体的环境，个人在这个环境可以确

认和追求意义。尽管多数情况下抵抗是暂时和局部的，对权力的威胁也是无关

紧要的，但芬伯格认为这种力量不可忽视，一旦大量的个人卷入到技术体系中，

技术就能影响技术体系的未来设计及其产品配置。实体主义正是因为单纯地接

受管理者的技术战略立场而忽视了技术作为一种生活世界的被管理者的立场，

从而导致了消极的判断。这也最终解释了海德格尔希望纳粹能够从上层来转化

我们与技术的关系以实现其目标。相反，芬伯格倡导一种来自下层的民主转化。

马尔库塞的单向度就是根据传统的正义、自由、平等观念批判上层技术权力的

困境，但技术权力的实施引发了来自下层的抵抗，受技术控制的地方影响技术

的进步，因此芬伯格意识到新的控制形式能够使技术沿着新的途径发展。芬伯

格正是在对技术的双重解释中开启了技术政治理论。

这种来自下层的受技术控制领域的转变是否可能？芬伯格认为，现代工业

社会的公民已经不同于 20 世纪 60 年代对“逃避自由”的盼望，随着世界范围

的环境危机的问题暴露，公民的责任意识在发生变化，有可能盼望扩大自由的

范围。他倡导一种“责任文化”1的出现来改变非经济的制度与性别角色。这种

新文化避免在美德与繁荣之间进行艰难选择的两难困境，文明的选择可以通过

转化经济和技术代码来超越明显的两难困境。技术政治就是重新设计技术使参

与和效率、环境主义和生产力这些目标协调起来，而不是付出昂贵的交换代价。

美德与繁荣兼备是文明选择的方向。社会群体解释方式的不同及使用对象不仅

仅是外在的，而且产生不同的对象本身的性质。技术不能确定，关键在于对社

会群体的不同解释导致了进一步的发展问题和解决方案的不同。对团体而言对

象是什么，最终决定它的命运。它决心成为它被修改的。如果这是真的，那么

科技的发展是一个社会过程，只能被理解为是这样的。

3.3.3 重构的主体：机动边缘的参与者

3.3.3.1 参与者利益

芬伯格遵循马克思的观点，将利益作为分析的起点，因为在历史发展过程

中，利益是直接的、强有力的和持续的动力。然而利益不是真正独立的因素，

总是和一定的社会联系在一起。他将社会看作一个三层的脚手架，其中位于中

1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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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是维护某类利益的社会群体，处于上下两层的是在道德要求中所表达的权

利与在法律和技术代码中被系统化的权利。利益被上下两个方面制度化以显示

社会生活的一致性。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将资产阶级利益作为普遍原

则，具有欺骗性。芬伯格认为这其中关键是技术代码的问题。在这三个因素中，

道德的要求和利益的表达是由技术代码决定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所谓的

普遍原则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过去的某个时候才转换成理所当然的技术

代码，然后激发了道德话语和要求，进一步表达了统治阶级的利益，使整个社

会显示出一种一致性。这就说明了建立在资本主义操作自主性基础上的管理自

然是抵制众多参与者利益的。这种抵制表现在技术设计中就是去除技能、破坏、

污染或损害技术权力之外的人。资本家和赞成技术专家治国论的人在做出技术

决策的时候，不考虑工人和共同体的需要。芬伯格要打破这种普遍原则，优先

考虑这些处于下层的公众的利益，于是提出了一个“参与者利益”的概念。

“参与者利益”顾名思义是参与到某一技术体系中所具有的特殊利益。而

这种参与者利益是否能够得到实现与技术体系密切相关。现存的资本主义技术

体系通常使下层的个人利益受到忽略、压制或威胁。下层要想实现参与者利益，

就必须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根据人类的需要重新构造技术体系。这显示了参与者

利益这一概念具有辩证特点。现有技术表达了人性的一些方面却压抑了另一些

方面，利益总是在一定限度的基础上表达的，是现实的。技术代码的观点预示

了对技术问题有不同的解决方式。技术设计中除了效率原则还有许多其他因素，

“技术是由效率标准和许多其他利益所‘待决定的’。”1而且，各种利益的介入

并不一定降低效率，反而有可能将效率成果转向有利于下层利益的实现。

3.3.3.2 机动的边缘（margin of maneuver）

大多数主要的革新都创造了民主化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能否实现？技

术进化中参与者利益尤其是被统治者利益能否实现？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芬伯

格提出了“机动的边缘”的概念，认为这些取决于被统治者的机动的边缘。一

种新的社会模式首先需要塑造社会成员的社会权力及其引起的反抗。芬伯格借

鉴德·塞尔托的机器和游戏的隐喻说明社会的统治力量和被统治力量。机器的

隐喻从管理者的角度描述了一种平稳工作的体系，统治者的操作自主性体现在

1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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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游戏的隐喻所描述的社会是不确定的，为技术定义了活动范围。游戏的

隐喻中体现被统治者的想法，特别是可以包含改变规则以反对“霸权”的步骤，

机动的边缘就体现在其中。机动的边缘是相对于作为统治结构基础的操作自主

性而言的一种不同类型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是被统治者赢得的一种反作用的

自主性，在游戏中的运作，可以重新修改和定义游戏的形式、节奏和目的。

芬伯格利用战略和策略的区分进一步分析技术主体的地位与作用。战略是

制度化的控制，体现在像公司或政府机构这样的社会和技术体系中，可以观察

和操纵社会，对应于霸权主体的操作自主性。策略是被统治者对统治者所做的

回应。战略历史揭露了表面中性的技术管理偏见，策略的作用显示了敌托邦合

理化的内在局限。他提出机动的边缘是为了理解一种抵抗的新方式。机动的边

缘可以用于以技术为中介的组织的各种目的，这包括控制工作速度、保护同僚、

生产的即兴创造、非正式的理性化和革新等。1也就是说，边缘的行为有可能削

弱统治的方式或者重新构造更高水平的统治方式，这些都是从战略层次上开启

的机动的边缘而不是策略上的，抵抗作为战略新方式开启新的政治。

这样技术政治学中为获得同一性而做的斗争就是一场相互矛盾的潜能之间

的一场博弈。技术的应用在本质上是不确定的。资本主义管理的强弱取决于操

作自主性的大小。一种强有力的管理可以取消策略的机动的、潜在的、颠覆性

的、长期的影响。但如果管理被迫长期与下属妥协，下属就可以通过反复的策

略回应来转化技术的过程，这就会逐渐削弱管理的控制和改变管理的战略路线。

机动的边缘可以用来改变在劳动分工和技术中形成的代码的战略。对技术传统

的两重性的应用就在于保持和扩大机动的边缘，以达到社会主义体系的实现。

由于技术发展的途径不同，不稳定地与不同文明相对应，形成至少两种不

同的现代文明。一种文明可以在生产方式上采用流水线，计算机设计为了强化

控制，城市建设以汽车为中心；另一种文明在生产方式上采用工作团队，计算

机设计为了扩大交往，城市建设以公共交通为中心。这种有着显而易见差别的

技术文明必须建立在内在于技术领域本身的差别上，更进一步就体现在技术体

系的操作中命令者和服从者之间的力量差别上。实现激进变化方式是持续斗争

1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 1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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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种激进变化所产生的世界不再相信一种新的文明能够由普通的政治行为

所创立，或者这种新文明会在地域上局限于某个国家或偏远地区。

3.3.4 重构的实现：重新设计技术

技术革新性的重新设计是为了将参与和效率、环境主义和生产力这些目标

协调起来，以避免各种目标之间的不相容而付出高昂代价。技术是由效率标准

和许多其他利益所“待确定”的。芬伯格在技术设计中引用了社会建构论的这

一核心概念，“待确定”原则表明了技术这一看似理性的系统具有社会特征，因

而技术选择具有社会相关性。在技术选择中要协调好对设计有直接影响的不同

社会集团的利益，他们的生活方式对技术选择具有导向作用。在这里，各种利

益的介入不但不会降低效率，而且还可以考虑更多方面根据更广泛的社会纲领

将发展的成果偏向需要的方向。

由于设计过程是一种空间，各种社会行动者参与其中，代表多方面的利益，

是许多参与者之间共同协调的结果。因而技术的重新设计目的在于代表更多的

参与者的利益，在技术设计之初就将各种利益通过技术代码表达出来，取代代

表资本主义霸权的技术代码，实现技术的重构。而与此同时的利益与权力的转

向也实现了技术政治的重新建构。

3.3.5 重构技术政治的特点和实质

芬伯格对技术政治的重构建立在对技术的辩证性认识基础之上，他利用工

具化的两种类型分析了技术的本质。资本主义只在初级工具化上考虑技术，使

技术实践具有了前面所论及的四个特点：去除情境化、简化法、自主化和定位。

与资本主义四种主要的成分相对应的技术关系的次级成分都被严格限制以维护

资本主义统治。而次级工具化将对象和情境、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主体和对

象、领导层和群体之间进行重新整合。芬伯格认为技术具有综合的潜能，必须

将初级工具化和次级工具化结合起来，使资本主义状态下被削弱的初级工具化

和次级工具化共同发挥作用。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社会主义社会的技术将在

设计之初就内含综合的原则和步骤，这样技术实践就像曾经适应资本主义的需

要一样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需要，因为这种新的形式的特征是从物化向重新综

合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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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1 重新将实践情境化

重新将实践情境化是重构的开始。因为技术被去除情境化是资本主义预先

设定的服务于资本主义权力的，因此在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改变技术的特定阶级

应用，恢复所丧失的情境要素，这就可以克服资本主义技术初级工具化的四个

主要成分，改变对次级工具化相应的综合成分的限制。相对于第一点“去除情

境化和系统化”，一种重新情境化的实践，不像资本主义只是代表部分人的利益，

而是导向广泛的利益。这些广泛的利益反映了被资本主义所忽视和压制的人类

和自然的潜能。这些联系就是次级工具化的建立所需要的“系统化”。系统化的

过程具有克服去除情境化的破坏效应的潜能，技术设计在这种潜能中能应对范

围足够大的情境。资本主义在设备发展中综合各种情境时确实扩大了这种范围。

芬伯格将这种典型的设计战略称为“以系统为中心的设计”。然而，资本主义为

了控制和利润又限制了这些情境，社会主义的技术将不会对系统化施加这些限

制，而是会在所有领域中追求包容最大范围的情境。相对于第二点“简化法和

中介”，社会主义技术代码倾向于将资本主义技术主体和对象二者的情境和第二

性质重新综合起来。在社会主义不再像资本主义一样将这些作为“外部问题或

事务”，而是内化为工程技术的目标。这个目标的实现可以通过在设计中考虑技

术对象的本质特点、环境的需求以及操作者、消费者和客户的需要这样的技术

体系。相对于第三点“自主化和职业化”，社会主义针对资本主义主体自主化出

现的主体与对象的分离，在更高层次的技术情境中恢复主体与对象相互作用的

关系。这种关系超出了外在的操纵，将工人作为肉身的主体与共同体的成员包

含其中，创造出一种社会主义技术。芬伯格以在线教育实践为例阐述这种对比，

证实了一种以设计过程为中心的职业将通过在在线环境中支持技能的应用来保

护全体成员的技能。相对于第四点“定位和主动”，资本家通过定位限制和疏导

消费者和工人主动性，工人和消费者的机动的边缘被简化成偶然的策略回应，

随着机动的边缘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扩大，将在努力协调中产生自愿协作。

一种称为“共同掌权”的实践使个人拥有了对社会的责任，成为对传统官僚政

治的一种替代形式，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已得到大范围的应用。这种共同掌权可

以具有一种潜能，就是通过有意识的协作来代替来自上层的控制，经过改革和

推广，达到克服异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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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社会体系中，将克服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消费和社会决策的

物化的分离。劳动对技术的设计产生直接的影响，工人参与设计选择的最初阶

段，工人的利益在设计之初就融入进来。这样，劳动重新成为技术要素，并且

按照新的技术代码的要求将这些要素重新组合起来。类似的情形也适用于环境。

处于社会角色的个人在一开始就参与到工业决策中，占主导的技术代码一开始

就注意到不能对环境造成破坏，而不是出现问题后再进行外在的调控。随着技

术在新的技术代码基础上的再生，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物化被当作外在性的许多

联系也被内在化，这样技术进步将改革从资本主义继承下来的技术。

3.3.5.2 对技术的具体化

芬伯格借鉴西蒙栋的技术的“具体化”概念将社会主义的技术进步加以理

论化。具体化是相对于抽象而言的，如果将每一部分松散的设计称为抽象的，

那么在技术发展过程中，由于被重新设计产生综合的变化，各个部分在结构上

相互作用，产生一种具体的技术对象，并且形成一种体系，而不再是各种技术

要素的简单聚集。具体化就是使技术与它们的各种环境之间相协同，以此来克

服资本主义的物化。也就是“最精密复杂的技术利用它们的各种环境之间的协

同作用来创造一种维持它们自身功能的半人造的环境（ semiartificial

environment）。”1技术对象所适应的多重环境被西蒙栋称为“关联的环境”。这

种关联的环境是人造的技术要素和技术对象得以在其中发挥作用的自然要素之

间的中介，从而使得技术在其中处于连续的、循环的和因果相关的相互作用中。

具体化理论表明了技术进步对当代的技术问题的处理，是通过在更大的情

境中将人和环境的需要融合到机器结构中来实现的。具体化使技术成为自身产

生的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这些环境在一定的意义上成为机器的组成部分。

人也是一种操作的环境，操作者的能力包含在情境中，现代机器就需要适应一

种智能和技能环境，这种环境就成为操作者自我发展的基础，社会主义技术代

码可以将工人再一次置于技术体系的核心位置。对于自然也一样，将自然包含

在体现自然结构的“具体技术”中而不是仅作为技术进步的“征服”对象。技

术进步是技术力量和自然力量的协同作用，技术就重新与自然相融合或适应了

自然。总之，“从抽象技术的开端到具体结果的过渡是技术发展的一个普遍的综

1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 2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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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趋势，它克服了资本主义工业制度的物化传统。”1通过这种重新情境化，实

现了操作者的自我发展和自然的和谐。

总之，社会主义的技术发展逻辑不是一种外在于技术的逻辑，而是体现技

术发展的内在趋势。在不损害环境和人道的技术之下，致力于建构自然、人类

和技术要素的协同作用。这样的技术发展将社会主义需求融合到技术结构中，

将不会出现生产效率的下降。选择什么样的技术发展道路本质上是政治的，一

种加强对人类和自然剥削的精英权力的形式上带有偏见的体系将会在未来发展

中步履维艰。而另一种对技术原理的具体化的综合应用的新道路，考虑到技术

发展的更大的情境，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才能实现人类的潜能与价值。

3.4 小结

芬伯格技术政治观作为整体主要体现在对资本主义技术政治的批判和在此

基础上的重新建构，而这一切的实现来源于他对一系列具有批判、有重构功能

的概念的界定。技术代码、技术设计、形式偏见、新工具理论等基本概念说明

了社会将发生改变的可能性，对资本主义技术霸权的批判说明了社会为什么将

被改变，重构理论说明变化的意志出现时，社会是否和如何能够被改变。

总体而言，芬伯格的技术政治具有内在性，也就是技术的政治性是从技术

设计之初就开始融入的，即技术一开始设计就是在一种给定的政治体系里赋予

了某种特定的目的。他的技术政治学，就是通过重新设计技术创造出一种替代

的技术体系，真正解决技术产生的问题，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需求和自然环境的

保护。这就说明，在以现代技术为中介的任何社会关系中，都有可能通过重新

设计技术，使技术容纳更多的技能和主动性，促进真正民主的实现。

技术代码、技术设计、形式偏见、新工具理论等基本概念之所以具有批判

和建构功能，是因为这几个概念事实上体现了芬伯格所谓的技术的辩证法，即

既有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可能性，又具有维护大众利益，构建民主合理化的

可能性。但是这几个以技术为核心的概念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技术的社会

属性显示有余而自然属性显示不足，给人留下技术这样的高深问题每个环节社

1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 2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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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属性都不可或缺的印象。也许芬伯格本人是了解技术的，他的父亲是物理学

家，他在批判哈贝马斯时，主要是说其不懂技术。但概念上对技术社会因素的

过多强调使理论出现虚幻的特点。

对资本主义技术政治的批判，围绕着资本主义技术代码所带来的操作自主

性，实现资本主义的技术设计。从根本上揭示了资本主义技术霸权产生的原因

是技术设计中偏向了特定的阶级，代表了特权阶层的利益。资本霸权的实质就

是技术统治论，是剥离了技术的社会情境，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技术控制。芬伯

格证明这种现象不是必然的，资本主义的技术设计具有偶然性，从而可以出现

一种新的技术政治，这需要技术的社会情境化。技术政治之所以可以重构，是

因为内涵着技术民主潜能和人们被压抑的潜能，这些潜能在现代的技术社会已

经隐约出现了变革的主体，机动的边缘可以深入技术设计中使技术重新设计以

表达公众整体的利益。技术政治重构的实质就是对技术本质进行辩证的认识，

使被技术统治论剥离了的社会情境重新得到恢复，从而实现人类潜能。

芬伯格的技术政治观就理论而言是完整的、内在合理的，但也存在一些问

题，其中技术政治的重构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是关键问题，潜能被激发的时机

和动机表述不明确。在法兰克福学派传统批判理论中指出资本主义已经将人异

化为失去抵抗意愿的单向度的人，而在芬伯格看来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公民已

经有可能会有更多的责任和权力。但是对于这种激进民主的前提，他只是轻描

淡写地指出“现在的情况与 20 世纪 60 年代相比已经不同，而且随着世界范围

的环境危机的全部问题的最终显露，将来的情况可能会有所变化。”1就这样一

种可能性然后寄希望于一种责任文化，似乎存在依靠力量不可靠或根基不稳的

问题。要想选择一种新的技术发展道路，实现人类的潜能，先要把潜能的激发

时机和力量明确化。另外，技术政治的重构从长远看是为了人类的利益，但是

具体而言，芬伯格提出“参与者的利益”，技术的参与者是谁，什么人有资格能

深入到高深的技术设计中。即使在具体的案例中存在这样的参与者，这种参与

者也是非常有限的，如何激发起广泛的激进技术民主化。“机动的边缘”的出现

和新社会运动中出现的边缘群体有很大关系，其代表力也非常有限。这些问题

的含糊使理论本身也具有了虚幻性，因而需要不断完善，以增强理论的说服力。

1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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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芬伯格技术政治的核心:技术民主化

技术民主在芬伯格的技术政治观中处于核心地位。他利用改进的建构主义

方法发展了民主的技术变革理论，意味着彻底地重新构造现代社会的技术基础。

要达到此目标，必须建构一种新的技术设计的社会斗争理论。对于这方面的研

究，无论他的法兰克福学派前辈还是技术研究者，都没有做到。芬伯格可以说

独辟蹊径。他认为资本主义歪曲了科学技术的成就，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问题

是为了维护特权阶层的利益而压制大多数人的发展潜能，是不民主的。它的出

路在于尽可能地保障每个人尤其是边缘群体受压制的潜能得到充分发展，实现

真正的民主。芬伯格以真正的哲学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解决技术社会的民主

化问题，对激进民主进行理性重建。他通过重新设计技术，形成可替代的技术，

并且通过技术使社会生活各方面结合形成可替代的技术体系，通过技术的民主

化实现工业社会的民主化。芬伯格为我们展现的技术政治图景中，技术民主当

属最精彩的篇章。

4.1 技术民主观念的产生

民主运动席卷全球已经两个世纪之久，民主已经涉及到阶级、种族、性别、

民族等问题，这些都扩大了政治的内涵。然而技术概念始终不包含技术领域民

主的扩展。我们已经习惯于认为技术是独立于社会的，以第二天性侵入社会领

域。不论是海德格尔痛惜机器的人性化推进，技术的实质理性控制着现代生活，

还是民主党派和社会主义者赞扬工程师的征服者形象，这些都认为技术与民主

无关。民主理论家不愿讨论技术，更不用说将它纳入政治理论。而在技术广泛

发展的现代社会，芬伯格认为技术是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媒介，每一个主要的

技术变革都会引起经济、政治、宗教、文化许多层次的反响。在新世纪民主进

一步推进的过程中，技术也进入了扩大民主的领域，民主的命运与我们对技术

的理解紧紧相连。这标志着我们理解技术时，理论与概念表达上的决定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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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技术民主观念产生的基础

首先，技术民主观念的产生源于技术自身。哲学和政治传统都需要从现代

社会中技术重要性日益增长这个角度加以重新审视。芬伯格在对技术发展历史

的考察中发现，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或更长时间我们应对这样的问题往往是工具

性的，技术是用效率和生产力表示的工具性概念。而在现代社会，技术就是力

量，在很多领域比政治系统本身力量更大，甚至超过社会的所有选举机构。我

们不可能用与西方相同的技术创造出一种完全不同的现代文明，必须转化技术。

“对以技术为中介的制度的民主控制是在技术进步的新方向中产生利益的一个

条件。”
1
也就是说，芬伯格将技术民主作为一种新型的“生产力”，能够在未来

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实现“革新”。这样就需要一种更全面地体现更多人利益的新

的技术，使技术民主化成为必要。

其次，在批判技术决定论与技术中立论过程中得出技术设计与社会有关，

对技术设计过程的不平等介入会助长社会的不公平。技术设计偏见与否的背后

是特定的阶级和阶层，也就是造成技术不民主的根源在于人对技术的设计与使

用。资本主义技术统治由于对技术的控制使技术的设计和使用偏向于特权阶层，

这样的结果使现代技术倾向于特定的阶级与特权的利益而忽略其他阶级的利

益。我们使用的技术本身具有特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不在于我们所拥有的

知识，而主要在于使技术产生和应用中出现的有偏见的权力结构。芬伯格技术

批判的关键就是要摆脱这种被奴役的状况而获得解放。这就要立足于技术政治

学视野，最大限度地释放和开掘技术的民主潜能，在激进民主的基础上实现理

性重建。技术民主化就是要改变这种使技术设计和应用出现偏差的社会关系，

扩大技术行为的利益范围，以便在技术中反映他们的利益和需要。在技术设计

和应用中，需要以民主方式组织起来的行动者与由于技术统治者的偏见而形成

的技术方案作斗争，实现技术民主化。

第三，在现代社会技术已经非常强大，技术代码塑造我们的生活并反映特

定的社会利益，技术应该与其他公共决策一样取得合法性。我们应该用适用于

其他政治制度的同样的民主标准来对待它。但技术民主的障碍是相当大的并不

断增长。他们包括专家管理，为被动性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论据。通常在技术领

1Andrew Feenberg: Questioning Technology,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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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合法性是一个效率功能而不是人民的意志，也就是说，在专注于物质繁荣的

现代社会效率是人民的意志。这也削弱民主生活的所有方面，它在新兴技术公

共领域是特别令人担忧的，认为直接用技术官僚权力没有利用民主形式和传统

去保持至少表面的参与。于是，卷入技术问题的公众的正当权力不断遭到质疑。

但是在一些建设性的公众参与的实例中，公众对设备和系统设计的参与已

经产生了影响。这些观点都建立在社会建构论的待确定的观点之上。技术设计

的待确定原则认为技术原则自身不能决定设计，在技术设计中会出现各种能达

到目的的方案，选择哪一个方案没有确定的技术原因。因此，技术选择是待确

定的，对可选择事物的最终确定取决于技术与影响设计过程的不同社会集团的

利益和信仰之间的“适应性”。这样，技术设计就是许多参与者之间共同协商的

结果。设计过程是一个空间，在其中，对技术发展感兴趣的各种社会行动者都

可以参加。技术变革的民主化意味着赋予那些缺乏财政、文化或政治资本的人

们接近设计过程的权力。

4.1.2 技术民主潜能

芬伯格通过对技术领域的系统分析，发现了技术民主潜能的存在，这为技

术民主化的进展提供了可能性。技术政治面临的困境起因于技术领域改变的特

殊性。预测技术的未来是很难的，一些彻底的社会变革往往是在一些意识形态

下所激发的。技术资源可以许多不同的模式被配置。过去技术进步是在强迫选

择的基础上进行的，出现了民主与资本主义及技术统治形式之间的不断增长着

的冲突。而这其中存在着一些未实现的利益和价值，这种利益和价值转化到技

术中，为未来的技术实现保持偶然性，为技术进步的实现保持了可能性，就必

须实现对技术的改造。在任何给定的配置中，技术资源在已实现的技术水平下

可以实现某种潜在的价值。

一些未实现的技术潜能可作为已有体系的一种衡量手段。当我们对比是什

么以及可能会成为一种什么样的政治问题时，技术资源在公众压力下将会被重

新配置。这其中存在着技术的民主潜能。按照经济学的观点，未能实现一个资

源的全部潜能被称为“次优化”。次优化根源于技术代码，我们所面对的不是一

个特定的或局部破坏而是整个技术系统的普遍浪费。一个新的文化是需要转变

投资和消费的模式和打开对技术进步的想象力，变换经济行动的领域。除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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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利益，技术民主还要注重道德尺度，新技术要实现与道德要求相关的经济潜

力。技术民主潜能的存在意味着美德和繁荣的困境并不是绝对的，而在技术发

展的过程中可以被调节。社会财富的定义应该更具包容性，繁荣要与环境保护

和道德相兼容。具体到技术本身的结构中，就是通过技术进步建构适应自然环

境和兼顾道德的技术系统。在一个不断进步发展的时代，理想和利益是可以相

联系的，因为经济文化不是被永久地固定着，社会相对目标也可能通过各种技

术手段来实现。在这个过程中，“潜力首先以道德和意识形态出现，最终实现一

个有效的自我利益意识。这种联系使得一个激进的技术民主政治成为可能。”1一

种新的不同的世界能够从技术变革的逐渐民主化中产生。芬伯格认为未来的社

会应以技术为中介最大限度地开发民主潜能，实现社会的激进改革。

4.2 技术的“民主合理化”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理性”或“合理性”被确认为衡量一切事物合法性的

根据，更进一步而言，成为一种社会存在的理论依据或基本特征。现代社会在

理性基础上形成了社会政治框架，构建了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化，建立了现代工

业文明，显示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比的优势所在。但是理性的存在是与具

体的社会制度相结合的，也就是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存在的理论基础是和特定制

度或阶级相结合的，具有历史性和阶级性。芬伯格为了从理论上说明技术民主

化的可行性，在批判技术理性，揭示技术理性实质的基础上，提出了技术的“民

主合理化”作为技术民主化的理论基础。用民主理性来代替资本主义进行专制

统治的技术合理性，从而把技术研究的观念推广到社会合理性批判语境中，揭

示出长期被敌托邦思想压抑的激进转变的可能性。

4.2.1 审查“技术理性”批判

技术统治论作为一种对社会的概括，对技术的理解是单向的。它假定技术

律令的存在，在技术领域以中性工具理性整体的形式进行系统的社会管理。现

代资本主义就是在技术理性的基础上使政治技术化，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对

技术的理性的批判主要是因为现代社会高扬了工具理性却压抑了价值理性这一

1Andrew Feenberg:Questioning Technology,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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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已经成为现代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主题之一，更是整

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共同的主题。韦伯的合理性理

论为这种思想奠定了基础，在他的官僚机构的“铁笼子”的观念中，人类已经

成为纯粹的社会机器的齿轮，成为技术控制的对象。这样只能导致一种悲观的

技术哲学。这种思想对法兰克福学派产生了深远影响，直接成为对资本主义社

会全方位批判的理论来源。无论技术统治论受到欢迎或者被厌恶，它的确定性

的前提没有为民主留下空间。

芬伯格对韦伯的结论进行了一个挑衅性的逆转，认为“民主”合理化在韦

伯式的术语中是自相矛盾的。在那些术语中指出，一旦传统被现代性打败，争

取自由的激进斗争就退化成一个反对官僚秩序常规和单调的可预测性的非理性

的主张。新左派批判过度的浪漫主义是正确的，但这不是一个民主的程序，而

是浪漫的反乌托邦。芬伯格充分肯定了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技术理论批判和

技术日益政治化的观点，但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对理性的批判是在纯粹思辨的

哲学领域中进行的，哈贝马斯是在语言学领域里进行的。芬伯格认为当今社会

技术无处不在，不仅构造了现代社会的物质框架，而且成为我们的存在方式。

科技理性和文化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因而技术、政治、社会是合而为

一的。传统批判理论将技术理性片面化、工具化，没有发现技术理性中隐含的

价值成分。哈贝马斯把技术视为中立的工具，他通过交往理性对理性进行重建

的方案，没有脱离开技术工具主义的框架，与当今社会的现状不相符。当代资

本主义通过创建技术霸权实现政治霸权与社会霸权，技术合理性不仅是一种意

识形态，而且和机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要想改变这种技术合理性，终结资本

霸权，就得从根源上解决。芬伯格对技术理性的批判与重建建立在对技术本质

剖析的基础上，深入技术内部审视技术设计过程中的社会因素，揭示技术理性

中隐含的价值成分，不仅揭示了技术统治论合法化的秘密，而且还使技术理性

的民主化改造成为可能。芬伯格是在技术政治学的领域中展开对理性的改造，

从构成主义的前提论述重塑我们周围技术世界的可能性，从而建构他的技术民

主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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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民主合理化”理论

芬伯格在审查传统技术理性批判的同时，更重视对“理性”本身的改造。

他在分析技术理性的内涵和特征的基础上，发现技术理性不仅仅包含着效率，

而且还包含着技术设计者的目的和意图这些价值因素，因而可以通过公众参与

技术的设计而形成新的技术理性。他一改法兰克福学派传统将“理性”与“极

权”相结合的观念，把“理性”与“民主”相结合，提出了与技术统治论的技

术合理性相对的技术的“民主合理化”。

4.2.2.1“民主合理化”的提出

芬伯格认为现代社会为民主的到来带来了契机。现代社会在 20 世纪 60 年

代后期经历了真正的危机，它标志着一个由专家掌管事务到公众意愿的转折点。

从那时开始不仅回归了幻想而且带来更民主进步的观念。这种观念既不是属于

技术专家统治论的，也不是浪漫主义的。它的核心论点认为技术是矛盾的，在

技术的进步和社会力量的分布之间没有独特的关联。技术既可以保护等级制度

也可以实现民主的合理化。解释了技术的主动性，它常常伴随工会、环境和其

他社会运动所追求的结构性改革。这个原理意味着会有合理化社会的民主而不

是集中控制的方法。民主合理化就是利用了技术本身的矛盾观念，说明现代技

术和民主之间的内在关系。

芬伯格的“民主合理化”概念是对韦伯“理性”思想的反驳，也是对法兰

克福学派相关理论的修正。它所面对的问题依然是反对技术统治论，但解决的

方法是找到技术发达社会内在的激进的政治资源，从内部削弱技术统治论对整

个社会的统治，因而对技术领域中新的行动特别关注。民主合理化的概念建立

了技术文化研究和被批判理论关注的不确定的现代性之间的联系。技术统治论

的问题现在可以利用新概念工具，这将可以阻止早期单边的悲观评论的可能性。

4.2.2.2 民主合理化的内涵

所谓“民主合理化”就是在激进民主的基础上进行理性重建，把维护资本

主义的不民主的技术合理性改造成富含民主与人道的新理性。在此基础上，那

些被系统忽略或拒绝了的技术潜能才有望实现。它从技术本身的后果，从动员

与技术相关的人出发，从技术内部改变技术霸权，让被压抑的利益得到表达。

这些行动者来自对技术民主化保持承诺的一系列机构，比如病人、国内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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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用户、劳动力分工的参与者、污染设备的邻居等，他们构成的社会团体

阻挡技术框架。要挖掘公众的技术民主潜能，在技术设计中发挥公众的创造性，

影响、破坏和改造既有的技术代码，破坏现行技术体系，挑战根植于现代技术

的不民主的权力机构，为新技术代码的形成及“机动的边缘”的扩展创造条件，

在技术设计中使公众利益得以实现。

“民主的合理化”是通过影响具体的技术设计对技术进行民主干预的，因

而没有采用大规模的宏观运动的方式，而且从民主运动发展历程来看，包括苏

联的解体，说明大规模的政治暴动不适合当前。他通过反观当前社会，认为权

力机构主要建立在技术系统之上，可以从微观层面上发挥被系统忽略或拒绝了

的技术潜能，作为反对技术统治论的主体，动摇原有的权力结构的技术系统，

使其结构不稳定。由此可以看出，民主合理化理论的目的在于技术设计过程中

通过人与人的交流，进行创新性对话并创造性地使用技术，以便处于不同社会

地位的设计者和使用者相互交流对技术的设想和需要，使技术反映更多人的利

益，满足更多人的需要。这样，技术民主化所要实现的就是以技术为中介的制

度的民主化，一种新的文明的社会形态。

4.2.2.3 民主合理化的特点

首先，民主合理化观念不是保守的，而是开放的，是要打开一个可能的未

来而不是保护技术的传统价值观。在传统的技术价值观念中，社会等级制度在

新技术被介绍的时候可以通过技术专家策略保存和复制。这就保持了资本主义

社会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权力连续性。技术合理化观念认为新技术可以用来破

坏现有的社会阶层或迫使它满足被忽略的需要。第二，民主合理化代表广泛的

现代问题，包括人权、健康、环境和工作的质量。这个原理解释了技术的主动

性，它常常伴随工会、环境和其他社会运动所追求的结构性改革。因此，民主

合理化可以深入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第三，民主合理化通常涉及创新的交际

策略，在一个技术官僚社会必须转向关注公共议题，由集中控制的问题转向合

理化社会的民主问题。芬伯格民主合理化的本质就是从内部破坏专家管理，在

颠覆破坏原有管理控制形式的基础上进行理性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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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技术民主的实现：公众参与设计

4.3.1 技术公众领域的形成

一个好的社会的目标应当是使人类充分发挥他们的潜能，资本主义的技术

安排限制人类的发展。芬伯格的技术政治预示着一个世界，技术将从公众协商

中出现，作为一种社会“立法”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技术领域发展

一个集体行动的论述，可以通过出现在今天的技术解释真正的民主斗争。技术

设计在技术内必须是“反霸权的”，技术设计是许多参与者之间共同协商的结果，

并不完全源自某个天才或纯粹实验室的合理的灵感。技术实现民主化，就是赋

予那些缺乏财政、文化或政治资本的处于社会边缘的人们接近设计过程的权力。

芬伯格认为这种权力的赋予不是主要依靠立法体系，而是要通过更大的“激情

和参与”。这样将形成新的热爱社会生活的技术公众领域和自然无法解释的内在

的理性形式。激进民主预设人们希望增加责任和权力，这就需要一个成熟且规

范的技术公共领域的形成。在其中的公众需要对技术问题产生兴趣并成为他们

的议题。

芬伯格倡导技术的公众参与，这样可以把更多的“行动者”包容在技术决

策过程中，而这里的行动者包括参与到技术网络的所有人，如工人、用户、技

术进步的副作用的受害者或受益者等。这些行动者各自都有一种独特的发展观，

他们的经验和主张是长期被权威者所忽视的，从下层揭示社会现实的各方面知

识，也就是福柯所谓的“被压抑的知识”。这样所有参与者可以基于公开、互惠

的原则，参与到技术系统的设计中，合理地论证他们的行为，影响审议的过程。

在充分考虑和尊重个人自由与机会的社会网络中，公众参与所做出的技术审议

结果更具有正当性，更符合人类发展的福祉。因此，芬伯格认为，技术发展过

程中，公众必须参与到技术体系内部，这可以实现技术民主，关系着人类未来

的生存与发展希望。芬伯格的民主的技术政治学的本质“就是促进各种被抑制

的知识与计划者和执行者的官方技术知识之间的交流。”1技术设计要求技术公

众领域的每个人的参与，这显示了每个人的民主权利。

1[美]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陆俊、严耕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版，中

文版序言，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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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技术民主化方式：技术微政治

当代政治运动的主题仍然专注于种族、性别和环境，具有一定的连续性，

但今天行动主义的理想更为温和。芬伯格的技术民主化采取技术微政治方式，

这是一种更小的干预社会生活的政治，有时被称为“微政治学”，这是一个基于

局部知识和行动的情境政治。微政治学没有通用策略，没有提供对社会的全球

挑战。它包括许多不同的但汇聚长期颠覆性影响的活动。这个方法在技术领域

尤其重要，很难想象总体的变革策略。这种运动不同于传统政治，他们挑战的

是技术网络，无论是传统意识形态还是广大客户，都不能理解也不支持他们。

这些斗争的方式是全新的。现代技术中介组织的民主化根本不是对财富的分配，

甚至也不是正式的行政机关，而是涉及交往实践的结构。

技术民主化采取这样一种方式，而不是在现有的社会框架内作为一个行政

问题，通过投票和规则将技术与制度结合起来进行。技术民主化原则不能通过

这样正式的手段进行是因为国家和政府是几个世纪的官僚结构集中制的产品，

是与特定的技术代码一致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代码在本质上是独裁的。芬

伯格认为这些必须彻底从下层改变而不是从上层，这需要公民积极参与。芬伯

格提出“民主合理化”概念表示用户干预以挑战根植于现代技术的不民主的权

力结构，用这个概念强调用户代理的公众影响。芬伯格采用技术政治的微观方

式力图达到一种宏观的政治目的，实现技术民主化，实现公众利益。

4.3.3 技术民主的具体斗争形式

技术民主化是关于如何使政治权力现实化。技术民主化的具体斗争形式是

技术争议，创新对话和技术创新，并成为当代政治生活不可避免的特点。他们

打开了对一般民主讨论的技术问题和为官方“技术评估”制定了参考。

4.3.3.1 技术争议

技术争议作为技术民主的一种实现途径，主要是针对一件事情中的不同利

益主体发生利益冲突时产生的技术争议，而争议的结果是促成一种双方妥协的

技术方案的采用。它的公共行动者主要是受特定的技术决策影响的个人，根据

当地的形势，非专业人士可能会主动学习足够的专业知识进行技术干预。在通

常情况下，只有技术人员会注意工业过程中环保主义者的挑战，但是今天公众

开始防止这样的不利进程。因为公民个人是潜在的受害者，在环境政治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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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非常重要的作用，关键的斗争往往在交际领域通过私人信息公开被决定，揭

露秘密，引入争议，进入所谓的中立的科学领域。外行的积极者当遇到共同的

问题，比如威胁到他们的社区或者一个慢性疾病发展成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

可能会在一起引发技术争议，试图影响公众舆论。环保运动主要采取这种做法。

自从生态网络进入公众视野，在技术系统的边界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会引起公

民的不满，这样就产生了一种新的政治，同时也出现了人和事之间的微妙关系。

从人类角度看生态问题关系健康，但从行业来看关系企业风险和自主权，有潜

在危险的技术已经被迫符合技术规范，规定一个特定的自然保护和人类健康的

最低水平。通过这种方式尽量保持原有技术系统的完整性。还有为了利润控制

隐含健康危害的公开的网络信息。这些表明环境和相关问题的技术官僚管理的

定位是模糊不清的，技术官僚政治在带来专业知识担当问题的同时，也垄断信

息以维护自身利益。因此，技术统治论不像它声称的那样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

而是常常通过隐藏妨碍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创新。信息控制策略与民主社会广泛

获得专业知识和宣传相违背。争议提请人们注意被企业影响的权利和健康。他

们在当地的抗议和传播会影响公众舆论并改变法律法规。一旦企业和政府机构

被迫在公众监督下运作，它就会变得更加难以支持像核能这样的危险技术。

4.3.3.2 创新对话和参与设计

创新对话是指在一项技术中，设计者、所有者和使用者对技术有不同看法

和观点，在交流与对话基础上对原有的技术进行创新和改造。参与设计就是在

某项技术的设计中与此相关的各方面人士都参与到设计中。1

在技术网络中形成的特定的知识分子形成了新的工程师阶层，他们通常违

背管理者的意愿，通过与公众展开创新对话扩展公认的网络边界。某些时候也

出现有共同意愿的创新者创建出技术后又谴责其效果，并使用他们的新发明颠

覆企业或者代理的技术策略。此类最著名的实例是原子弹。原子弹是由二战期

间科学家的想法构成的，它被视为常规武器，事实上它只在短暂的时期被使用，

当时美国是唯一的核大国。军方希望保留这个炸弹的可靠的概念。然而，由于

预料到军备竞赛和它的影响，炸弹的发明家重新定义它，将它作为对美国人生

存的威胁。科学家的运动确立自己作为一个行星状的网络代表，不仅包括炸弹

1 Andrew Feenberg: Questioning Technology,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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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俄罗斯人，而且也包括美国人。为影响政策，科学家在期刊发表文章，组织

担心核战争的普通市民进行有组织的运动。

环境纠纷中也表现为生物学家类似的分裂，同样指出了管理者试图勾画的

可靠的系统边界的虚假性质。环保人士提出技术代码的争端，比如规范医学、

工程、农业等等之间的矛盾，要求重新定义网络，出现一种新型的政治运动，

承诺创建一个包括至今仍被排除成员的技术公共领域。科学家常常在这些运动

中扮演重要角色，唤醒被忽视的危险，形成了公共领域合法性的技术语言。

关于参与设计方面的实验结果不一地发生在西方工业中，比如在斯堪的纳

维亚，在工会运动和政府的共同努力下，软件工程师和报业人员联合起来，创

造性地开发出一种计算机化的印刷过程的方法。虽然此项目没有像预期的那样

得到进一步的普及，成为一种通用的模式，然而，有效的沟通和协作的原则被

建立并持续地引起技术理论家和一些工程师的兴趣，尤其是在计算机软件设计

中。

创新对话和参与设计为外行和专家之间的冲突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解决方

案。从长远来看，通过创新对话不断地改进和提高技术也会吸收不同的价值，

反映了更广泛的利益和一个更加民主的愿景。但是达到这一结果存在许多障碍，

在此期间外行的意愿会被扭曲，合作和妥协还有很多难以解决的困境。

4.3.3.3 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也可以说是创造性的再利用，是指在一项技术的应用过程中，其

使用者在技术的原创者或推广者预知的前提下，将技术用于新的目的或者使用

了全新的方式使用它。这种创造性的再利用之所以可以是因为技术具有解释的

灵活性。
1
芬伯格以计算机和医学为例，通过“重塑”他们从事的技术来说明使

用者的力量。比如，上世纪 80 年代，法国电话公司免费安装了数百万电脑的公

共信息网，本来是打算为访问信息服务，但用户很快进行了再创造，并使用它

与其他用户匿名在线聊天寻找娱乐、友谊、和性。用户“窃听”网络的插入和

改变其功能，引入人类沟通。工程师也接受了这种用途，这样“冷”的计算机

成为“热”新媒介。在此，设计师设计出设备本来解决信息发布问题，结果被

用户改变后解决了另一个人类沟通的问题。技术新的解释很快就通过改变设计

1 Andrew Feenberg: Questioning Technology,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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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纳入其结构，并最终改变其定义。这种转变突破了计算机技术功能的狭义理

解，成为现今社会可能的开始。芬伯格意在说明计算机技术不是定义为社会服

务的，而是为人的生活方式创造了一个新环境。

医学方面也出现类似的过分注重技术的抵抗运动。在高度技术化的医疗系

统，医生对病人的关怀将病人作为医生管理的对象严格限制。艾滋病患者要求

做出改变。当时他们的疾病被首次诊断，他们属于围绕同性恋权利动员的社会

网络，与他们陷入的传染病网络平行；他们不仅已经联网，他们也习惯于引发

争议。而不是作为技术实践的对象参与单独医学，他们共同挑战它并把它作为

新的目的。最终，食品及药物管理局与艾滋病活动家打开一个创新对话并把他

们放在重要的监管委员会。这一斗争代表一个反对技术医疗统治主义的倾向，

试图通过民主干预来恢复其象征意义和关怀功能。

以上案例说明，无论是网络用户还是艾滋病患者都是被技术系统忽略的，

而由于二者的积极介入，改变了原来的技术功能和意义。利用技术解释的灵活

性，通过创造性的再利用，将技术用于新的目的或者使用了全新的方式使用它。

4.3.4 公众参与的结果

公众参与的直接后果是带来了各种重大的技术改进，而公众是直接的受益

群体，他们的利益和价值可以得以表达。比如技术性的医疗护理适应了公众要

求，待产妇女参加自然分娩的组织反对医院过度强调医疗技术，要求改变助产

术。她们的参与成果融入了医院工作程序，例如，减少了止痛药和麻醉剂的使

用，允许丈夫或辅导者进入产房等。在线教育能够以一种现代社会的更民主的

形式来实现文化能力和技术能力的激进的再分配。芬伯格以法国引进全国家庭

电脑网络和韩国网络游戏协作共同参与的案例分析得出启示:一旦技术被大众

使用，技术用户在技术开发与发展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但公众参与在现实社会中经常被看作是病态的、非理性的恐惧或希望而被

忽视，这种恐惧和希望在最好的情况下被看成一种讨厌的东西，在最坏的情况

下是对进步的一种严重威胁。芬伯格也看到了对环境保护主义、反核运动、艾

滋病患者的斗争等诸如此类活动的通常的反应暴露出来的蒙昧状态。要想真正

期待普遍的民主积极性，必须改变对技术的习惯看法，这样才能实现重大的社

会-技术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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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技术民主目标

芬伯格技术民主是在范围广泛的背景下形成技术的民主联盟，在技术设计

之初就预防技术对自然和人类的破坏性影响，设计体现公众利益的技术，为自

然和人类负责。在环境中强调沟通，艾滋病和公共信息网终端的例子揭示了新

政治的场所。在前面具体案例中的行动和表现是和敌托邦的悲观主义不同的，

显示了人类仍然代表着技术未实现的潜能。事实上，在设计中沟通的作用可以

作为在技术时代民主政治的试金石。这种方式可以进一步适用于其他不交往领

域的民主，如运动、语言和宗教。他们重新设计的抵抗形式可以为技术机构增

加新的价值并创造一个新型的现代社会。代替科技决定人类沟通的技术统治论，

可以建立技术进步服务于人类交流的民主社会。这是新技术民主政治的真谛所

在。芬伯格力图通过技术政治的微观方式达到一种宏观目的。通过一种整体性

的技术体系，达到一种整体设计的政治学目的。芬伯格技术民主化意在通过对

技术的民主控制，使技术符合更广大群众的需要，以彻底改变技术统治论统治

现代社会的状况，使技术反映更多人的利益和需要，使技术进步服务于符合公

众利益的民主社会的需要，建构更合理的现代社会，实现新的技术政治学目的。

4.4 小结

芬伯格的技术民主化思想，是在揭示技术统治论秘密的基础上，作为扭转

技术统治论潮流的可行方案。具有深刻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同时也存在一些值

得深思的问题。

第一，这一理论是在深化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论基础上与建构主义

方法相融合的结果，在建构主义方法论的框架内提出敌托邦的批判。这种方式

将法兰克福学派的敌托邦批判带出了死胡同。首先，芬伯格的技术政治理论建

立在一种敌托邦的技术批判基础之上，也就是他对技术民主的追求不仅是源于

通常情况下对民主泛泛的渴求，还源于对产生于技术理性基础上的技术统治论

的反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技术行为的行动者和对象之间的等级特性，

资本家利用技术会产生一定的反作用或消极影响，当这种影响扩展至全社会就

会造成了一种敌托邦的体系。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论就是对这一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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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的反思，芬伯格与这种思想基础是一致的。其次，面对这种问题，芬伯格

像马尔库塞一样分析以技术为媒介的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统治者

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分工，技术正是在这种方式下建构并产生出资本主义凌驾于

大众之上的统治。这种敌托邦的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一种具有社会偶然性特征

的新的设计理论作为理论支撑，而建构主义框架使设计理论满足了这一理论要

求。这些源于技术设计中统治者控制的利益范围一旦被敞开，面向更大的利益

群体，就会产生新的人和自然与技术相一致的再设计。揭示了现代技术如何不

可避免地内涵了的政治倾向、现代技术民主化的可能性与途径。

第二，芬伯格与哈贝马斯的技术民主观比较。

芬伯格与哈贝马斯同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他们都想通过技

术民主的方式解决技术问题，但二者在关于技术问题的看法和解决方式上却存

在很大差异。在关于技术的看法上，哈贝马斯认为，技术是中立的工具，在任

何国家和社会都是普世地存在着，可以适用于任何国家和社会，不会有超越工

具化的完全不同的技术存在，也没有必要存在。哈贝马斯按照一般诉讼方式对

待技术，适应一般人的控制兴趣。它超越了特定的政治利益，是政治中立本身。

因此政治价值的争议，属于社会生活依赖的交际领域。当它侵入交际领域，技

术只是获得政治偏见。这是“生活世界的技术化”。它是双向地通过重新确立沟

通来实现。

芬伯格认为哈贝马斯与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的观

念一脉相承，他们都将科学技术看作政治统治的工具。哈贝马斯在《作为意识

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文中，分析了科技进步与资本主义政治统治合理化的问

题，尤其是分析了科学技术对人和社会的控制作用方面。但是，哈贝马斯没有

进行有关技术的全部讨论，避开了卢卡奇和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大胆批判。他

怀疑工人管理和激进的环境改造带来的效应，认为所有的技术问题专家都可以

解决，只要在他们权威的界限之内就不会“使生活世界殖民化”。芬伯格认为在

技术成为重大政治问题的时候，哈贝马斯对技术自主性做出了让步，批判走向

了另一个极端。

“民主理性”（democratic rationality）是芬伯格思想的核心范畴，哈贝马斯

提出了“交往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二者的目的都致力于解决技术

理性带来的困境，但不同在于，在哈贝马斯看来，“系统”与“生活世界”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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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分开的，“系统”是非社会理性的完全技术行为。芬伯格认为“交往理性”思

想本身是很有趣，与他想达到的目标相似，但由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绝对化区

分，对于迅速理解发达社会和迅速技术变革的中国都是错误的。系统本身也需

要交往的理性化，从而在他的系统的循环中达到交往目的。在高度发达的现代

社会，芬伯格认为可以使技术民主化，同时保持经济效率。哈贝马斯把潜能当

作过时的和形而上学的，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在他看来，技术是不能够变化的，

这确实是技术决定论的观点。这对正在发展技术的中国而言，更是一个危险的

错误。二者的观点需要一种交融，芬伯格也试图将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观点的

框架内放入马尔库塞设计批判的正确观念，然后实现重建。这种重建也可以说

是芬伯格与哈贝马斯观念的一种融合。当然我们也可以跳出芬伯格的思想框架

对二者思想进行客观结合。

第三，目前对技术问题的批判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制度，芬伯格对资本主

义的批判没有停留于对资本主义的口头谴责，而是致力于技术民主化这样的具

体道路，努力探索一条解决实际问题的可行道路，想通过技术政治的微观方式

达到一种宏观目的。他是在总结 1968 年法国的“五月事件”、环保运动、反战

游行等民主运动过程中进行探索的。而且在一些领域的具体实践中，技术民主

带来的进步是客观存在的，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提高了技术领域的民主化程度。

但这种积极的思考与实践也带来了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首先，公众参与设计

达到技术民主化的程度问题。芬伯格主要是通过成功案例的分析来解释自己理

论的可行性，但是成功案例毕竟是有限的。事实上，许多技术领域专业化程度

是很高的，不是普通公众就可以轻易融入其中的，即使参与了也未必能起到应

有的作用。芬伯格的许多案例像艾滋病患者、妇女分娩问题都是在出现问题的

基础上斗争的结果，也就是已经付出了一定代价，要真正从源头上参与到设计

中扩大民主，仅仅靠非专业人士的学习和兴趣，显然力不从心。依赖知识分子

的责任也不是良策。技术民主化程度的扩展还需不断探索。第二，具体技术的

有限性问题及公众参与设计的具体操作性问题。技术民主的推进是在具体技术

中实现的，一项具体技术最终只能采取一种设计，公众参与设计不可能反映所

有人的利益，还会出现权力之争这样一些相关问题而影响技术民主化的操作的

现实问题。第三，参与设计的公众本身的问题。芬伯格对技术公共领域并没有

明确的界定。技术公共领域只属于技术领域范围内，限定了公众的存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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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要求扩大由行为者所代表的利益范围，但这些行为者是有明确限定的，

必须是在一个通过民主方式组成的技术方案中恰好是参与到这个技术设计中的

行为者可以承担自身行为的后果，这样形成民主的技术联盟以便在设计之初就

能抵制有害的方案，注意到公众的利益。但是这种公众的界定本身是模糊的，

行为者都在特定的领域范围内活动，扩大行为者所代表的利益范围也是局部的。

无论如何，芬伯格的技术民主在积极实践中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一些成

功案例是值得进一步推广的。只要能带来进步无论程度深浅，都值得肯定和尝

试，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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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章 芬伯格技术政治目标:“社会主义”的现代性

重建

芬伯格的技术政治理论是通过揭示现代社会技术问题的根源，寻求建构一

个合理社会的途径。他将社会建构论的方法运用到现代性问题的研究中，突破

了技术社会学的狭隘观念，在微观的技术研究和宏观的现代性问题之间架起桥

梁。这也实现了芬伯格由“后马克思主义立场”向批判的建构论立场的转变。

在技术问题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可选择的”现代性及“社会主义”的现代性

重建。

5.1“可选择的”现代性

芬伯格的现代性观念建立在现代技术之上，深入各种技术系统生活内部进

行辩证的批判，并揭示各种未加探索的可能性。可选择的现代性描写了未来尚

不确定的世界，建立在非决定论的立场上，反对技术决定论观念，破解了各种

抽象的现代性概念。这样技术发展就依赖多种社会因素，而不是由一种普遍的

合理性来决定。因此，技术应该像其他领域的社会行为一样可以实行民主化。

可选择的现代性的目的就是激发一种解放的思想，主张把更多的行动者包容到

技术决策的过程中，扩大各种可能性。在反思中重建现代性，使人类朝向更合

理的社会，这是芬伯格的目的所在。

5.1.1 现代性批判方式的转变

现代性即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迄今为止，对现代性的理解是根据技术在

社会生活中各个领域的渗透来确定的，是建立在一种西方传统的美国化的技术

决定论的观念之上的一种普世观念。这样的一种现代性观念已经引起知识分子

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是建立在把一切事物当成既成事实的基础上的对技术的

纯粹否定。20 世纪的许多社会思想都建立在一个现代性的悲观观念之上。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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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韦伯的合理性理论为其创立了经典表达。根据韦伯，现代性的特点是增加

的计算角色并控制社会生活，这一趋势导致他所谓的官僚机构的“铁笼子”。这

一奴役概念由理性秩序激发了悲观技术哲学，这样人类已经成为纯粹的社会机

器的齿轮，在很大程度上与原材料和自然环境一样成为技术控制的对象。尽管

芬伯格也发现越来越多的社会生活确实被技术社会中介组织结构化，如企业、

国家机关、监狱和医疗机构、融入社会的技术等级制度和政治等级制度。但他

反对已有的现代性观念及其批判性观念，因为在他看来各种激进的意识形态都

没有触及其根本。他认为我们必须面对现代技术深入我们社会生活的事实，深

入各种技术系统生活内部，在一种技术批判理论的立场上对现代性展开批判。

不像纯粹否定的批判，他认为这样的批判能够揭示各种未加探索的可能性。只

有这样才能破解技术决定论的现代性。

5.1.2“可选择的”现代性产生的依据

从理论上来看，芬伯格根据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在现代性的哲学反思和科

技研究正在展开的领域首先建立了联系。社会建构主义所提供的经验证据表明，

“技术发展并不是宿命论式的由一种普遍的合理性来决定的，而是依赖于多种

多样的社会因素。”1芬伯格的可选择的现代性就是建立在这种非决定论的立场

之上。可选择的现代性认为未来世界是不确定的，各种社会运动、不同的伦理

和美学价值以及各种有差别的民族文化都能影响现代性的界定。“现代化本身就

是经受剧烈变化的种种技术和文化因素的偶然结合。”2

实践依据方面，首先是前苏联的改革引起的现代性反思。前苏联解体过程

中的戈尔巴乔夫改革引发了芬伯格意义深远的现代性思索。当时他寄希望于在

苏联出现一种革新的更民主的社会主义，以此证明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并不是现

代技术社会唯一合理的体制，也许会有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形式能够代表一种可

选择的现代性。尽管苏联最后改革失败而解体，但是这种前景的期望引发了对

技术决定论的拒斥和对现代性既定模式局限性的反思。其次是芬伯格直接参与

到计算机新兴技术领域中。芬伯格亲自参加了计算机在线教育规划以及主持了

有关计算机通讯界面设计的项目。从与这种新兴现代技术的密切接触中，芬伯

1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陆俊、严耕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 4 页。
2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陆俊、严耕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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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学到了关于可选择现代性的知识，即计算机的发展方向并不是由设备的性质

决定的，而是由用户的选择决定的。计算机已经不是一种给定的事物，在网络

行为的扩展中已经成为一种交往方式，并以各种难以预料的方式改变社会交往

的世界。

5.1.3“可选择的”现代性的目标

“可选择的”现代性就是激发一种解放的思想，反思现代性并进行重建，

使人类朝向更加合理的社会是其目标所在。这种思想认为，社会的未来并不仅

仅是现有基础之上的数量扩张。通常技术性的事物的发展以数量为标准，比如

更强的计算机、更多的汽车、更多的电等，而量到质的转折点却被忽略了。比

如随着计算机能力的增强，从一种专业劳动工具向消费者技术的转变。可选择

性建立在各种可能性范围扩展的基础上，其中对于技术决策而言就是在技术决

策中包容更多的行动者，这里的行动者包括工人、用户、技术进步副作用的受

害者或者受益者等，就是那些参与到技术网络之中的所有人。这些行动者可能

都会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观，但长期被压制，被福柯称为“被抑制的知识”，这是

来自下层的揭示现实各个方面的知识，而这种知识通常很少得到来自上层的权

威人士的关注。芬伯格认为“民主的技术政治学的本质就是促进各种被抑制的

知识与计划者和执行者的官方技术知识之间的交流。”1

5.2 现代性的替代方案：“社会主义”

芬伯格把现代性看作建构一个合理社会的方案。根据技术的两重性，技术

既可以保护等级制度，也可以形成民主的合理化，这样，根据技术的潜能所指

向的不同路径，至少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文明方案。在资本主义制度

下，为了维护资本家利益，追逐利益最大化，忽略了社会中受到压抑的潜能，

而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文明替代方案，考虑到了这些因素，社会主义就成为资本

主义的一种潜能，是资本主义的文明替代方案，潜在于现行文明又突破现行文

明。作为新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芬伯格技术政治始终以马克思的社会主

1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陆俊、严耕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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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为目标，社会主义无疑是其对现代性的优化选择。他在总结苏联解体原因和

总结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念的基础上，结合技术广泛渗透下现代性的不断推进，

提出了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念。他对社会主义做了重新解读，

将社会主义描绘成是对被压制的技术潜能的实现。

5.2.1 社会主义是一种框架

芬伯格在总结公有制和计划调控在苏联的运用及整个发达资本主义出现复

合经济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概念。即在优先考虑民主化的前

提下，更进一步地扩大国家控制的范围，为管理和技术中激进的变化提供一个

框架。主要强调社会主义不是一种固定的模式和政策，而是为社会的进一步发

展提供一种框架。1这样的社会主义突破了市场经济范围，把非市场的目标作为

优先考虑的对象，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运用更广泛的调控和公有制。需要特别

指出的是，这里的社会主义与我们所说的资本主义并不是相对立的，而是从现

有的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出发的一条可能道路。因为不同资本主义各种模式之间

具有很大张力，为社会主义提供了可能性。比如美国人嘲笑欧洲福利国家的过

时，而欧洲人反感美国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并拒斥将之强加于欧洲。这

些模式之间的张力为社会主义替代提供了可能。有些资本主义社会在福利社会

管理上明显优于其他社会，更容易转向社会主义。但是，即使最发达的福利国

家也必须超越资本主义的界限，而且必然要发生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变化。尽管

这些是可能的，但不能很快发生。这要寄希望于现存资本主义社会中大量不满

意的公民。

5.2.2 社会主义是一种从下层创立的社会运动

这一点主要强调的是社会主义不是一场政治革命而是一场社会革命。社会

主义革命作为一种有意识的规划，代理人问题至关重要。对革命主体的不同回

答出现了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两种不同的形式，政治革命的行为主体来自上层

的控制，为意志的异化主体；社会革命的行为主体来自下层的控制，为需求的

“人类”主体。芬伯格通过对马克思不同时期的著作如 1844 年《“普鲁士国王

和社会改革”的批判注释》、《巴黎手稿》、《法兰西内战》及恩格斯的《论权威》

1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 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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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考察，发现马克思在革命主体上有自己的观点，马克思认为，政治在无产

阶级革命中只能起到消极的作用，以暴力反对暴力，压迫被压迫所终结，工人

阶级需要一种“社会的”革命来有意识地转化他们的异化的相互作用和展示他

们的力量。马克思也试图用社会活动取代政治，但还是由于巴黎公社的短暂实

践而且之后再没有出现类似的克服工场异化为主题的激进斗争而中断社会活动

实践。因此，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暗示了将经济民主化的可能性，但他们却主

要将社会主义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来进行，革命的主体最终成了政治主体，而它

的意志构成了法律。前苏联的权威主义的指令体系印证了这一点并走向极端。

“因此任何一个建立在自上而下的控制基础上的体系，都不可避免地再生出这

种劳动分工，不管这种体系的表面政策或目的是什么。”1这样的代理人自己也

处于资本家的位置，用同样的操作自主性实现控制。针对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实

际发展中依靠行政命令，从上层来实施管理和命令，芬伯格指出，“社会主义不

是一种政策，而是一种只能从下层来创立的社会变化的运动。”2从社会革命角

度理解社会主义，会有一种与政治革命完全不同的道路，这时的社会主义国家

不是作为一种整体的拯救力量，而是作为一种保护伞，保护社会创造力发挥作

用。

5.2.3 社会主义是一种文明替代形式

芬伯格在将社会主义描绘成是对被压制的技术潜能的实现时，反对将社会

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的替代形式，而是作为一种文明替代形式。重新阐释社会主

义的概念取决于为了使劳动力重新获得资格所需要的文化和技术条件。正是在

这一点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概念就是指向一种根本的文明变化，而不仅仅是

一种政治的替代形式。社会主义是在一定文明基础上经过自己的努力向新文明

的成功转变。他认为未来是不能预测的，但是可以尝试勾画出一条发展的连贯

道路，这条道路在适宜的环境中导致一种适当的社会主义的结果。也就是要打

破一种通常的必然性政治信仰的观念，回归到一种可能性的探索中。

芬伯格遵循了马克思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新的文明规划，不同于

一般的政治运动。一般的政治运动的目的是在现存文明的框架内实现一些变化，

1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71 页。
2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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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化会被现存技术体系的需求所限制。效率是资本主义技术发展的核心，

利润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效率的最重要的衡量标准。而社会主义将是一种新的文

明，这种新文明将拥有新的价值、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组织原则，社会主义社

会不是致力于简单的经济增长而是人的能力的实现，将更直接和多样的物质福

利作为衡量标准。这将产生一种和谐的、充分综合的新型的社会体系。这种新

的社会体系将突破原有的技术框架，创造自己的技术体系。因此，社会主义作

为一种新的文明替代形式而出现。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发展一种包含现存的社会

系统所忽视的目标的经济文化，例如教育、环境质量和工作的满意程度等。而

且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可以通过更多方式使经济得到跨越式发展，这些方式包

括人际关系的处理、对残疾人的保护和教育的完善等。

这种社会主义概念打破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常有的两元对立。马克

思提出三重体系来代替这种二元对立的模式。马克思认为：“从传统向现代性的

过渡不再需要完全根据现代术语来理解为是通过将一个最初有机的社会整体分

裂成它的具体的部分而实现的社会理性化过程。社会的分裂在一个更高的阶段

上引起了综合，这是现代性的结果在一种新的、有中介的总体中实现的综合和

具体化。”1这段哲学意味很浓的语言说明了进步的社会主义概念可以开启一种

新的社会发展未来。社会主义是一种文明变化的过程，这种文明变化将是一种

非常复杂的民主改革过程，这种民主改革将影响政治、经济、文化并最终影响

现代社会的技术。社会主义不是确定的某种模式，而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发展轨

道。这种不确定性意味着向真正的社会主义过渡的资格是需要艰难抉择的，真

正的社会主义是经历艰难的文化和技术正确选择的结果。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文明变化，是在社会秩序的基础上实现的一种连贯的转

化。它的目标是“在劳动力和其他附属的社会团体的文化层次上实现一种有意

义的增长，以及由此在工业社会成员的人的类型上引起一种变化。”2芬伯格认

为重新建构通向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实现社会化、民主化和革新

三者的融合，缺一不可。其中与生产方式的社会化相伴随的是在早期资本分配

与生产力大规模发展中的计划对市场的代替，直至市场在下一阶段的最终消失。

激进的民主化是通过取消作为阶级社会特征的广泛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不平等

1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69 页。
2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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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实现的。革新是通过建立一种技术进步的新模式，以克服作为资本主义特征

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明确分工。芬伯格认为三个方面统一起来才能称

作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单独在第一种或第二种成分基础上形成的社

会主义概念都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他认为前苏联的模式被认为属于第一种情况，

一味地强调计划而牺牲了民主和技术的变化。哈贝马斯抓住社会主义的民主方

面而放弃技术批判的立场似乎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框架。芬伯格认为马克思的

统一的社会主义概念被历史和分析搞得四分五裂，他通过强调这三个方面的统

一来维护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概念。

5.3“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新阐释

芬伯格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理论就是通过一种现代化文明形式的选择，实现

对两难困境的超越。

5.3.1 前提：突破技术决定论的现代化

首先，突破技术决定论，将现代化局限在资本主义的文明之内的观念。现

代化最主要的观点是建立在技术自身具有发展的自主逻辑这一决定论假设的基

础上。技术是一种不变的要素，一旦被引入到社会中，就会使接受它的社会体

系屈从于它的律令。这样，现代性被限定在资本主义的社会文明内，排除了所

定义的社会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只能在资本主义限定的文明范围内迂回，不

可能建立新型的现代社会。只有对存在社会主义的“潜能”进行论证，提出一

种实现现代化的新方法来理解社会主义，打破技术决定论所定义的现代化的决

定性与普遍性，揭示其偶然性，建立新型的现代化，才可能向社会主义过渡。

作为一种社会文明规划，资本主义可以支持资本主义文明规划，向社会主义过

渡也可以出现一种相应的社会主义规划的逻辑。

其次，突破技术决定论将向社会主义过渡限定在一定的规律中的观念。在

决定论的阐述中，过渡的过程是合乎规律的。这一规律暗含了社会一旦被稳固

建立，自身的内在意志将自主地推动它朝向共产主义进程的下一个阶段。但这

种自主的内在动力何在，难以成功解释。曾经认为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将释放一

种自主的社会主义动力的观念，在前苏联的试验中失败了，这也否定了这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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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规律。芬伯格认为，过渡必须以一种非决定论的样式重新构想，这样，社会

主义就参照一种可能的文明变化的动态的模式，就是通过一种发展的轨道实现

的文明规划。

5.3.2 理论依据：技术的“聚合”功能

芬伯格认为技术聚合了社会功能和技术功能，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技术的设

计、两重性和技术政治理论。设计批判认为，这种聚合影响了在统治集团权力

基础上形成的技术。设计批判赞同机器和产品体现了价值这一技术实体主义的

观点，不同于实体理论将体现在设计中的价值等同于技术本质，导致现代社会

只有一种结果，不能实现过渡。设计批判将体现在技术中的价值与社会霸权联

系起来，使根本上不同的现代社会形式的过渡成为可能。

根据马克思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那里继承了制度

和技术基础，这些制度和基础包括选举制度、工资体系、工业管理、技术等，

作为中性的工具可以为社会主义所使用。但芬伯格认为这已经超出了手段中性

使用的范围，也就是说，目标产生特定手段，而非手段服务于任何目的。这样

就不是给定的制度和技术能直接服务于不同的目的，而是在一种类型的工业社

会转向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工业社会时，会产生新的制度或技术等手段。两重性

的概念依赖于生产和再生产的区分。社会主义政权不仅控制了建立在资本主义

技术基础上的日常生产，而且也控制着继承下来的手段用于新的目标的再生产。

芬伯格用两重性的概念意在说明社会主义的原材料来源于资本主义的遗产，依

靠自己的努力使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跃进成为可能。这种理论的目标在于将

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制度、设备和技术的发展导向新的形式，完成由

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蜕变。

5.3.3 过渡的标志

将向社会主义过渡作为一种动态的过渡模式，可以为变化提出具体的建议。

但这种模式的具体应用并不容易。因为社会不是通过革命这样的事件就能立刻

转化的，而是不时地在这些所开启的空间中朝向新的形式发展。那么这个过程

到底朝向什么样的道路，是朝向更宽广的过渡进程还是仅仅有助于占主导的模

式，必须有一个衡量标准。芬伯格认为这种过程的衡量标准包括“广泛的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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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管理的民主化、超越直接经济需要的终身学习的普及以及技术转化和职业

训练将范围更广泛的人类需求融合到技术的代码中。”1这些标志可以用来评价

社会脱离资本主义轨道的程度。这些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现象，单独从资本主义

技术合理性的立场来看，经济上显得是非理性的或者管理上显得是无效率的，

但他们在引发一种文明变化的过程中，离开了资本主义的框架进入社会主义战

略框架。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言，无产阶级在改变资产阶级生产

关系中采取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的和没有力量的，但

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会越出本身，而且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

少的。”2马克思以这样的方式阐释了过渡中的衡量标准。

5.3.4 过渡的步骤

芬伯格把向社会主义过渡分为三个步骤，即社会化、民主化和革新。这三

个步骤意在表明社会主义文明变迁的连贯性。这三个步骤也代表了社会发展的

三个方面，代表了技术政治的未来走向。

第一步，社会化。指的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化。与之相伴随的是早期在工业

和文化资本以及其他大规模的生产力的分配中计划对市场的代替，并最终实现

市场在后期阶段的消失。

芬伯格的社会化与传统的社会化理论不同，他立足于确定一种文明转化的

潜在的技术逻辑。他认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文明规划必须包括一些根本性的变

化，生产方式的社会化也不例外。传统的社会化理论强调将私人拥有的生产资

源国有化，这种根源于工人阶级短期利益的国有化不可能带来社会和文化的根

本转化。这种强调重点的错误与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的偏见有关。这种偏见误

解了“无产阶级利益”，认为工人拥有了国有化这种工业的国家控制，就建立了

对长期的社会和文化的无限希望，事实上公有制只是政治和管理的选择，不能

像预期一样转化文化。芬伯格认为马克思对工人利益的假设性的建构和对未来

的预言被误解和歪曲了。他指出，要使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文明规划实现根本性

变化，关键不在于工业的国家控制，而在于知识、技能和民主参与的扩大作用，

只有这样才能显示社会主义和其他现存社会之间的重要区别，也就是社会化更

1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86 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 293 页。



第 5章 芬伯格技术政治目标:“社会主义”的现代性重建

113

重要的是“实现人的能力”。他将“无产阶级利益”重新阐述为社会主义经济代

码的理想类型，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概念和作为向社会主义过

渡的方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认为工人在生产中拥有一

种实现人的能力的兴趣，这种兴趣决定了一种合理化和革新的社会主义进程。

从这种进程中将产生一种整体的新技术，在这种新技术中，工作将成为“生活

的第一需要”，而不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向工业社会的这种更高级类型的过渡包

含一种经济文化中的深层变化，对人的能力的实现体现了这种深层变化。资本

主义社会以更加多样的商品形式来分配财富，但商品形式只是一种消费者的需

要和能力的实际充实程度的有限反映。“人的能力的实现”才是真正的财富，尽

管它也以有形的物品为中介，但意义不能等同。这种论点有经济上的意义，一

旦财富等同于个人发展了的能力，拥有这种观念的社会主义社会将重视以人的

能力和个性发展为目的，而不会像资本主义那样将这些新的财富形式从属于资

本主义商品生产而实现对利润的无限追求。

而人的能力的实现依赖于教育。资本主义社会将教育作为一种投资，因为

资本主义的财富观念认为生产目的主要是用于私人消费的商品。在这种观念中，

教育是一种投资而不是个人福利的有效成分。资本主义的经济代码通过市场的

需求来调节知识的供给，通过用没有技能的劳动代替有技能的劳动所实现的成

本节约来使去除技能得到回报。这样知识和技能的缺乏就是这种经济代码的直

接结果。这也显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局限。根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

判大纲》中的观点，为实现社会文化的彻底转变，建构一种社会主义经济代码

的理想类型是可以的，在这种经济代码中教育活动将被置于消费的范畴和作为

福利来评价，而不是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作为投资和根据生产效率来评价。马

克思认为，工业经济不仅生产了大量的商品，而且还创造了将个人扩大的能力

用于生产中的机会，这样就实现了商品生产与人的能力的生产的良性循环，人

的能力的消费进一步促进财富的生产。工作本身为个人自身能力的发展提供了

平台。在社会主义中，工人将进一步努力降低劳动时间以此增加更多的闲暇时

间，用于个人全面发展的时间反过来影响劳动的生产力，这形成了社会主义的

一种自主增强的良性循环。“社会主义的劳动过程将建立在对有技能的劳动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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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和处于休闲中的人的能力的增长之间的协同作用的基础上。”1在这种循环中

实现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个人的全面发展。这样教育活动作为消费和投资成

为一个硬币的两面，融为一体。“在这种劳动过程中所实现的更高层次的知识和

技能将会提高效率、促进技术的转化以及把更广泛的参与和工业社会的技术需

求协调起来。”2在这种体系中实现了民主与繁荣的双赢。芬伯格通过将无产阶

级利益建立在人的能力的实现上，从而与以往将社会化建立在生产资料国有化

基础上区别开来，使无产阶级的利益建立在长远基础上而不是局限于短期利益

基础上。

芬伯格的社会化不仅包括机器、建筑和土地这些有形物质的国有化，还包

括提高工业管理能力的知识与能力，没有后者，前者只能是一种短期利益的获

得。通过更充分的个人能力发展将技术代码和经济代码结合起来，实现真正的

社会化以促成向社会主义过渡。

第二步，民主化。是指通过取消作为阶级社会特征的广泛的经济、社会和

政治不平等来实现的制度的民主化。

社会化在技术层面勾画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未来图景。民主化将这种未来图

景带到现实中，考虑以技术为中介的制度民主。如前所述，社会化不仅包括有

形物质，还包括工业管理的知识和能力。在资本主义劳动分工使雇员没有管理

机会，当社会化将相当一部分管理权力移交给雇员以后，雇员必须具有相当于

使投资者能够处理他们的投资和在选择管理者时共同合作的能力。缺乏这些能

力将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化，只能流于形式或导致错误。“文化的民主再分配就

成为社会化过程的一种职能。”3这表明知识体制要发生一些根本性的变化，以

便使整个劳动力获得有效参与管理和政治的资格而不是小部分精英；同时需要

提供大量的智力资源进行技术选择，这种需要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劳动过程。要

实现这样的目标即文化资本的社会化不是一蹴而就的。

为了实现文化资本社会化，使工人具有这方面能力，芬伯格将希望寄托于

教育，认为教育对民主化是必要的，因为即使最发达的技术也不能自发地实现

社会民主化。但这种教育不同于单纯的学习，要在一种社会主义民主的情境中

1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91 页。
2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91 页。
3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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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强制性的目标。尽管在一开始低技能水平还会与继承下来的劳动过程相关

联，但是社会主义工作场所和自主管理的政策将为扩大的文化能力的应用提供

舞台。更高水平的教育不仅会使工作的民主化成为可能，而且会使公共职能的

其他领域中的活动民主化，比如，医疗、城市规划、环境保护等。教育的范围

和重要性将相应得到扩大，知识和技能的获得成了个人福利的组成部分。教育

不再是作为社会的经济需求与个人的投资战略，而是成为社会和技术变化的驱

动力。在这种情境中，社会将努力克服知识不足和不平衡的缺陷，为更多的人

拥有完成扩大的社会责任所需要的文化资格创造条件。教育的进步使向更高水

平的劳动生产率的飞跃成为可能。更高的教育水平引入了与此相适应的新技术

和新的工作方式。文化的民主化进一步促成了新的社会关系的建立。因此，“民

主化就成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种经济上的和技术上的要求。”1

芬伯格认为文化的社会化定义了一条朝向工业文明的新形式的可能的发展

轨道。这种工业文明的新形式的出现主要寄希望于文化资格和社会责任。在这

种新的工业文明中，文化资格和社会责任可以得到更广泛的分配，可以成为向

社会主义过渡的驱动力。他也承认文化进步的力量从来都没有延伸到产生重大

的技术替代形式的程度，但这已经对技术专家治国论提出挑战，并且“对以技

术为中介的制度的民主控制是在技术进步的新方向上产生利益的一个条件。也

就是说，民主本身是一种新型的‘生产力’，它能够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实

现革新。”2

第三步，革新。是指一种技术进步的新模式的产生，这种新模式能够克服

作为资本主义特征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明确分工。

前两步的文化和政治变化将为技术发展创造一种新型的社会环境。一方面，

文化社会化使社会中有技能的劳动比资本主义的更充裕，企业成本随之降低。

在这种良性循环中，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不仅不会缺乏而且可以广泛地获得。另

一方面，民主化管理提高了机动边缘，使革新的样式发生变化。这样雇员就根

据他们的喜好改变“游戏规则”。在新的管理体制下革新就有了新的判断标准。

也就是资本主义管理者所采用的资本主义技术代码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和对劳

动力的控制不再适应革新的需要，而是需要被一种考虑到更大范围变量的不同

1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93 页。
2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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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码所代替。这种新的代码产生于工人的自主管理，在这种管理体制下，工

人作为生产者同时也作为消费者，会更容易感受到特定技术的使用对他们的工

作条件和生活质量所造成的影响，也会对消费者的需求和环境问题做出更好的

反应。

这样对技术问题的解决将会出现新的方式。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因从

经济利益角度看待知识而被废弃的技能密集的技术可能被采用。再比如，在资

本主义经济中因以短期增长或利润为导向而被忽略的工作条件和环境保护，可

以通过一些革新来得到改善。具有教养的劳动力将采用不同的消费和娱乐方式，

使工作充满趣味性，政治进程也在这种相应性质特点中推进。总之，革新的结

果将会出现一种用新的原则来支配技术变化的社会主义的生产体系。

芬伯格的这种革新受到非议。通常认为政府压制了革新所需要的个人自由，

革新者通常被当作是与官僚们意见相左的浪漫神话，任何社会控制的扩展都是

不容易的。芬伯格分析了前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认为前苏联革新的最大障

碍是官僚政治的缺乏活力和管理者对风险的担心。这些都与中央控制有关但与

公有制本身无关，对工作场所民主、生态系统和其他社会目标的关注，从来没

有压制革新的发生。他同时也肯定了苏联和东欧以及中国在革新中的一些经验。

比如，很多时候，苏联和中国都支持工人参与提高效率，推进了或者至少预示

了最终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的技术变化。对于中国，他对“大跃进”

和“文化大革命”期间要求全体成员参加体力劳动的一场群众运动，他认为是

在工人的领导下，脱离了技术的监督，可以转化他们的企业。由于对中国历史

缺乏了解而对这一特殊时期的中国革新予以赞同，认为在那一时期中国的政治

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为分配产生了技术和文化变化的机会，这种再分配是以专业

精英为代价来进行的，其结果造成了生产行为与参与劳动的紧密结合。殊不知

这一时期，对中国社会发展所造成的伤害和损失非常惨痛。他以苏联与中国为

例，只是想表明共产主义国家对大规模技术创新的兴趣。另外，他也分析了发

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部分技术革新。比如，在大型的、高技术的资本主义企业，

由于负担不起官僚政治的呆滞，也有一些促进革新的尝试。有一些技术创造主

要局限于企业内部鼓励各种技能小组进行自主活动。还有一些在大型官僚机构

的内部完成的科学研究活动，研究所需要的资金是由政府资助大学的形式提供

的，通过提案竞争资金，尽管有缺陷但这种体系有利于创新。任何发达经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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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革新在于避开官僚风险，并且对制度上的革新有创造性意义。芬伯格为

革新寻找各种实践基础，也为自己的革新理论的可能性找寻现实依据。

5.3.5 社会主义和中产阶层

芬伯格关于中产阶层的理论，关系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代理人”的选择

问题。社会主义的实现长期以来依赖无产阶级，芬伯格认为应根据时代需要选

择中产阶级作为新的代理人。

5.3.5.1 选择新代理阶层的原因

芬伯格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是要达到一种“深层的民主化”，意味着管

理者实际权力必须适应工人的机动边缘的不断扩大。芬伯格否定了工人阶级在

过渡阶段的领导作用，也反对西方民主改革中的“自主管理”模式。因为，前

苏联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致力于建立更民主和更有效的经济体系。这样官僚政

治的独裁和计划机制的废除要求更多地依赖市场，这就需要企业进行自主化管

理，企业自主化看起来将希望寄托于工人，而工人必须长期依赖具有一定操作

自主性的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自主管理在再生出原有的技术代码的基础上将

工人和管理者联合起来。工人选举出来的管理者也许仅仅会对工人的工作安全、

健康和工作保险等方面问题做出回应，却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这种民主是形式

上的。企业自主管理也类似于资本主义的技术统治论。正是企业的形式民主化

使芬伯格的向社会主义过渡成为必要。形式的衡量标准达不到过渡的民主任务，

它要求“重新安排以前被划分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以便降低劳动阶层的操

作自主权和异化的管理功能重新回到集体劳动者的手中。”1自主管理只可能解

决部分形式问题，技术代码还是原来的，只能再生出原来的管理体系，不能适

应工人机动边缘的逐渐扩大。芬伯格深层次的变化意味着各种技术和管理的专

业化的结构和知识基础发生重大变化。这就需要能胜任这种深层民主化的阶层

的出现。

5.3.5.2 选择中产阶层的依据

芬伯格将深层民主化的希望寄托于中产阶层。因为这些变化需要一种技术

精英的责任文化，中产阶层适应了这样的要求，并且表现出对劳动者的同情。

首先他认为选择中产阶层不是无用的思辨，而是来源于重要的历史经验。技术

1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98 页。



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政治观研究

118

发达社会的条件发生了变化，从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起，很多致力于反对

剥削斗争社会的中产阶层的成员开始重新定位自己的社会角色。在目前发达社

会革命运动中出现官僚机构、公司行政部门同情和对工人友善的特点。在“五

月事件”中，一些同情工人的成员提出了非常详细的计划来改革管理和政府机

构。其次，依据中产阶层理论。中产阶层大多是通过自身努力才获得一定的社

会地位，不像别的阶级具有独立于他们政治关系的明确界定的利益，他们是由

组织中的位置来决定的，而不是一种经济功能定义的。他们社会身份的脆弱性

是由于支持他们社会身份的各种组织的工具性特点。他们获得专业知识证书后

就服务于特定的技术代码基础上的行为。

5.3.5.3 中产阶层作用的实施

中产阶层不像其他阶级在经济过程中获得阶级身份，而是源于一定知识体

系的专业关系。这就出现一种“专业化”的意识形态，中产阶层通过专业知识

为不能亲自执行的“委托人”服务。中产阶层在已经建立的霸权所施加的限制

内为统统替代的需求服务。这种教育特点使其具有一种社会责任，这样他们的

行为就展现一种权力/知识的两面性。在社会斗争还不稳固、还没有在意识形态

上表达出来的时候，就从上层表现为技术专家治国论。一旦来自下层的“委托

人”起来抵抗，官僚机构的合法性就在全体范围内受到挑战，它的选举、服务

的概念、代表的公共利益都被动摇，表现出工作的压制性。当“人民”作为一

种资源和一种联盟出现时，就从根本上发生变化，出现一种替代形式的合法性。

原有的官僚政治不再是通过牺牲人民而将自身的操作自主性最大化而成为大众

利益的斗争舞台。在其中主要是大部分中产阶层被重新构成，形成了新的实践

和技术代码，这些实践和技术代码代表更大范围的利益，它们的目标是降低领

导阶层的操作自主性。

5.4 小结

芬伯格在现代技术发展的大背景下，针对苏东剧变后的社会主义发展现状，

从马克思主义文本出发，对社会主义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理论进行重新阐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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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政治寻找方向与出路，发展了法兰克福学派技术政治效应观，这种理论见

解与胆识值得我们借鉴与反思。

首先，芬伯格的社会主义观念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念有相通之处也有很

大差异。首先，芬伯格概念的“新”主要在于结合了新社会运动的非市场的社

会目标，马克思基于时代的限制主要在经济范围内阐述对资本主义的替代。其

次，芬伯格提出资本主义福利发达国家更容易转向社会主义，这与马克思提出

的社会主义首先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首先实现，因为其提供了丰富的物

质基础有很大相似性。第三，二者同样意识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

代替必然要发生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变化。芬伯格关于“在以技术为中介的社会

制度中，资本主义的控制与有利于技能和民主参与的技术的长期进化是不相容

的。”1的表述表达了这种观念。第四，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归结为资

本主义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芬伯格将其被代替归结于资本主义的控制限制了

真正的民主。比如提出现代大型企业财富的高度集中对民主平衡构成很大压力、

媒体企业集团的私人控制与公共讨论的不相容、以及环境调控水平与资本主义

一些工业类型的不相容。他只是将问题说出来却没有指明最根本的原因。第五，

芬伯格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与资本主义并列的文明替代形式，将社会主义作为

一种可能存在的文明方案，反对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信仰来追求。这种可

能性与马克思将社会主义作为社会发展的必然性有相悖之处。马克思将社会主

义作为未来的理想信仰，虽然芬伯格的选择性中已经包含一种信仰，为避免一

种极端而提出两种可能存在的文明方案，但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行的观念

会引起误会。

其次，芬伯格本来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立场，反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观点

的，但是在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的批判中，一定程度上站在了后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他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当代具有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前提，

且认识到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分崩离析的社会理论。这些理论试图反对单

纯强调经济的前苏联模式，以便强调社会主义的民主方面。芬伯格以此批判立

场为前提，将类似的方法用于技术领域。

1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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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芬伯格的社会主义观念结合技术社会发展的时代特色予以重新解释，

从社会化、民主化和革新三个方面强调社会主义的协调统一性，与我们今天的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思想观念相似。邓小平指出，要发展社会主义，首先必

须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从而提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著名论断。社会主义

本质论断最鲜明的特色就是消除了各种对社会主义的僵化认识，提出在动态中

发展的观念。而芬伯格也认为社会主义是在动态中不断发展的整合社会各方面

因素的和谐发展过程。社会发展中这一观念可以相互借鉴。

第四，芬伯格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理论中，关于中产阶层精英阶层的理

论存在问题。首先夸大了中产阶层的作用。他的中产阶层理论具有一定的合理

性，中产阶层确实从专业知识尤其在技术背景下对发展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将

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样重大的历史交替寄托在大部分中产阶层的社会责任和对工

人阶级的同情，这样是不妥的，中产阶层具有相应的社会关怀，可以起到协助

作用，但不能是决定作用。其次，中间阶层的界定不明确。中产阶层是脱胎于

工人阶级还是已经是独立于工人阶级的特殊阶层，也没有明确界定。根据我国

公布的 171 条汉语新词之一，新中间阶层是指具有一定的知识资本及职业声望，

具有中等以上国民教育学历水平，具有专业技术资格，对社会公共事务和社会

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的社会阶层。但根据权力/知识的两面性理论，有代

表大众利益的中产阶层，也会有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中产阶层，因此不能简单

地依靠中间阶层。

http://baike.so.com/doc/4791243.html


第 6章 芬伯格技术政治观的整体评价

121

第 6 章 芬伯格技术政治观的整体评价

芬伯格的技术政治观是一种基于政治维度的技术考察，反映了现代社会中

技术活动与政治发展的密切关系，是一种对于现代技术社会中人类的生活方式、

民主制度、群体意识等的思考。在技术普遍发展的现代社会，他以西方马克思

主义者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寻求人类社会的民主与解放。整个技术政治观念形成

了独特的理论见解，为技术政治学的发展作出贡献，同时也存在一些理论不足。

这些思想观念可以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借鉴思考。

6.1 芬伯格技术政治观的特点

6.1.1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旨趣

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一种革命解放的力量，马克思技术批判的旨趣

在于追求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认为社会变革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以及资

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工人阶级通过革命运动取得政权，最后

成功走向社会主义。芬伯格也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解放的意旨，将技术与社会

主义和人类解放联系起来，致力于通过揭示技术设计与使用中的秘密挖掘技术

社会发展中人类解放的潜能，致力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文明方案的选择。

芬伯格认为技术的政治性是内在的，技术的政治本质旨在考虑技术对于整个自

然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正是基于此来进行技术的政治考察，赋予

技术以民主、公正、效率、环保等内容，以推动技术可持续发展。

在关于技术发展与技术本质的相关思想中，马克思认识到技术本质与人类

本质应该具有一致性，技术发展应该真正体现人类的利益，把高水平的技艺应

用于社会生产，技术进步就是人类本质的不断实现，人类在技术进步中实现自

由和解放。这种乐观态度源于马克思认识到技术可以产生一个能够使经济民主

化的新的下层阶级。芬伯格通过技术设计创造出一种新技术，同时最主要的是

也挖掘出一个新的阶层，对资本主义技术霸权的替代也是从下层及被忽视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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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群体中寻求解放的力量。与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不同，芬伯格是立足于技术普

遍化的当下社会，不仅仅停留于理想状态，而是经过各方面的实践参与寻找切

实可行的方式。在各种具体实践中不仅具有了“机动的边缘”的理论升华，而

且为技术民主化带来了可能性。他对人类未来解放的诉求是将技术设计作为一

种生活方式，这样的生活方式预示着更多人可以参与到这种生活世界的塑造中，

而不是生活在少数人塑造好的生活世界。这预示着人类的自由与解放从一开始

就寓于其中，而不是在一切条件具备后外加的。总之，对人类自由与解放的追

求是贯穿芬伯格技术政治思想始终的旨趣所在，而追求态度和方式的不同又显

示出其特殊性。

6.1.2 贯穿哲学、历史、社会、文化等多维分析视角

技术政治是芬伯格技术批判思想的根本所在。但在关于技术的分析中不是

单一指向政治，他还指向了哲学、历史、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他认为决定

技术发展方向的是技术与哲学、历史、社会、文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整体效应。

也就是说，芬伯格技术政治观的形成贯穿了哲学、历史、社会、文化等多维分

析视角，将各种领域与方法整合到自己的技术政治研究中。

哲学视角方面，主要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论出发，通过对技术的

辩证理解，形成整体的技术本质观。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建立在批判和吸收

技术工具论和实体论的基础上，一方面吸收了技术实体论关于技术对人类的塑

造性，另一方面和技术工具论一样反对宿命论，认为技术既不是一种人类不可

违抗的天命，也不是不可实现的乌托邦。芬伯格在“听天由命”和乌托邦之间

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认为技术的本质是一种社会斗争的舞台，技术是体现不

同社会利益和价值的平台。技术是各种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构成的一个整体，

是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芬伯格从技术本质视角研究技术政治，在不同社

会背景下技术具有不同的发展状况，这样技术的本质就不是从社会实践抽象出

来的反映少数人的技术实践，体现少数人的利益和价值，而是具有多样性，可

以体现多数人的利益和价值。从而为技术政治观中的技术民主化、可选择的现

代性奠定了理论基础，阐述了技术生成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的文明

方案选择的不同意义。资本主义在技术生成中限于“初级工具化”理论，对劳

动和技术的潜能的发挥造成限制。而社会主义由于实现了“初级工具化”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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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工具化”的转化，为技术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为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

了可行性。

历史视角方面，芬伯格从技术发展历程中存在的几种观念出发，结合具体

技术个案的历史发展，证明技术的本质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

的产物，可以拥有各种社会价值，具有多种潜能和发展方向，因而技术进步是

一个存在很多可能方向的偶然过程。技术工具主义和实体主义都是人为制造的

技术的假象，技术的发展可以存在多种可能性，人们完全可以改变它的形态和

发展方向。那么现存的技术统治论，所阐发的技术作为一种自主力量的技术合

理性也只是技术统治阶层为维护自身统治服务的，代表的是一种技术霸权阶层

的利益和价值。而这种现象只是一种历史现象，芬伯格用“技术代码”理论阐

发了技术受社会因素的影响，相应的技术利益和价值存在着偶然性，这样技术

就可以通过公众的积极参与进行重新设计，使其体现更多人的利益和价值，适

应一种更加自由公正的新社会。

社会视角方面，芬伯格借鉴社会建构论方法说明了技术被各种社会因素塑

造的方式。他认为技术本身包含社会因素，而这种社会因素涵盖了丰富的内容。

技术产品不是单独的存在物，技术自身不能决定它的价值和意义，这是一个社

会过程。因而技术所拥有的价值和意义因为所包含社会因素的多样性而具有了

多种可能性。芬伯格的双层工具化理论说明了技术的社会价值，其中第一层次

是实体论者关于技术本质的抽象理解，而第二层次芬伯格借鉴建构主义方法将

技术重新置于一定的社会情境中赋予其社会价值。这样在资本主义社会，可以

通过带有资本主义技术霸权的技术设计，将带有统治阶级利益和价值的技术代

码固定在技术设计中以巩固资本主义统治。同样，在芬伯格设想的社会主义社

会中，也可以通过公众的参与对技术进行重新设计，将新的适合广大劳动者利

益的技术代码固定在技术中，形成新的技术服务和维护公众的利益。这种技术

转化的过程本身涵盖的技术政治意义是很明显的。

文化视角方面，芬伯格的技术政治观主要是从文化角度展开对整个工业文

明的整体批判。科技理性和文化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大众文化的发展与技

术的政治选择有着密切关系，文化选择可以通过技术中介影响现代化进程。资

本主义文明限定了一种社会文化，在日常中人们普遍接受这种文化，否定了与

此不同的其他文化。这些文化的限制体现在社会科学中就会认为现代社会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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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主义是一种普遍的形式。这些获得普遍性认可的社会特性造成了虚假的必

然性，这就排除了对未来的替代形式。这种理解现代性的限度和潜能就先天排

除了社会主义。20 世纪 60 年代出现的大众文化和政治中出现技术恐惧症的意

识形态，低估了重新构造现代技术的潜力，认为资本主义是理性的、普遍的现

代化。事实上，看似稳固的技术并不是稳固的，在技术合理系统防护下的现代

西方社会，现代技术的各种各样的文化已经提供了通往前进方向的不同道路。

现代化本身就是经受剧烈变化的种种技术和文化的偶然结合。那么这样也表明

这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自然现象，资本主义现有技术设计具有社会偶然性。技

术没有理由不能遵照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来重新建构。芬伯格认为多重文化的

技术政治学是可能的，他将寻求在每个装置和系统中调和几个世界的优良设计，

这样我们就可以拥有与现代的社会理论所设计的未来不同的未来，打开了技术

的各种潜能，预示了未来世界的多样化与可选择性。这从文化角度为芬伯格的

社会主义作为可选择的现代性的未来做好了准备。

6.1.3 注意科学与技术概念的区分

通常情况下，科学研究的学者谈论的是单一的统一的“技术科学”，这种观

念也被人们习惯性地接受和运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通过抨击资本主义合

理性的形式来抨击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民主这一现代制度进行的批判是基于

对科学技术合理性的批判。科学和技术尽管相互关联，且共有一种基本上类似

的合理性的形式，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认为二者需要辨别，倾向于从制度

上区别它们。这种不同表现在改革纲领中就是为了技术而进行的政治改革和为

了科学而从科学内部进行的改革。但当技术科学作为单一现象出现时，就会在

一种马尔库塞的技术科学的乌托邦政治和哈贝马斯在适当领域中接受技术科学

中立性之间摇摆不定，这两种立场都是错误的。

芬伯格认为只有从概念上区分科学和技术，才能进一步批判资本主义合理

性和实现合理性的现代形式的转化，避免留下非理性主义的口实。而芬伯格关

于技术政治的观点，对技术和科学做了明确的区分。在他看来，首先，技术和

科学是两种不同的活动，社会矛盾是以不同的方式贯穿于二者的。对于技术而

言，普通人是技术过程的内在参与者，且普通人参与技术活动的机会不断增加，

他们可以通过扩大他们在加入到技术网络中时已经拥有的“机动边缘”来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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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技术作为整体不是外在的政治干预而是内在于政治的。而这种转化的逻

辑被外推到科学领域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因为科学没有形成普通人的世界，科

学还是一种专门的活动，不依赖公众舆论，只是通过技术来影响他们。即使成

熟的科学对政治和文化敏感，其影响通常也是间接通过行政决定及教育变革进

行，不像技术和人们的关系那样密切。与技术批判相关的变化标准不适用于科

学，或者至少不是以相同的方式适用于科学。因此，芬伯格研究的是技术政治

理论而非科学技术政治理论。其次，“技术科学”作为整体似乎被认为是按照“比

例扩大”（scaling up）的概念使我们从实验室过渡到社会，但是这一概念掩盖

了包含在将新的科学观念用于生产的非常复杂和不同的过程。自然科学的批判

与技术的批判在战略和理论上是不同的，科学的批判是非目的论的，而技术的

批判是建立在人的、社会的和自然的潜能观念基础上的目的论的批判。这种区

分彰显了芬伯格技术的政治化观念，也显示了芬伯格技术政治观念的独特。

6.1.4 着眼于从技术内部进行批判与重建

芬伯格技术政治的出发点就是从寻求技术问题的根源开始的，深入技术内

部可以抓住技术的本质。

首先，从技术的设计入手，这是技术存在的开端。因为芬伯格认为现存的

技术逻辑本身就有问题，他在分析马克思的三种技术批判理论时，主要强调第

三种被忽略的技术的设计批判，无论是童工问题、医疗问题还是环境问题，设

计都具有规范性的含意，技术统治的根源就存在于这种技术的设计中。这也预

示了在揭示了现存技术存在问题基础上，可以进行重新设计的可能性，批判后

的重建是芬伯格对工业社会进行彻底改革的目的所在。

其次，从技术内部着手，也为技术发展过程中民主参与奠定基础。技术的

民主化过程就体现在技术的内部。技术是由各种层次的参与者构架的一个空间，

在其中要反映设计者、统治者、所有者、公众的利益，这些参与者的利益体现

在技术代码中。而在此过程中，民主化的程度主要取决于权力的权衡和利益的

获取者，技术民主化的目的是扩大公众在技术设计中的利益，这些都体现在技

术内部，技术民主的实现也体现在技术设计中。通过技术代码形成现实的技术

时，参与者的利益已经体现在其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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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技术的内部批判与重建体现技术发展的动态性整体性。技术的生成

过程不是固定不变的，芬伯格通过工具化理论的两个层次，展示了技术对象从

去除情境与世界脱离的状态到重新情境化与世界相联系的动态过程，而这一过

程也是作为整体的价值负载过程。技术的功能维度和文化价值意义都体现在技

术具体化、现实化的过程中。通过构建一种更具整体性的技术体系，实现人类

目的与自然规律整合的统一体，导致整体设计的技术政治学模式。

6.1.5 注重技术政治的实证研究与经验转向

芬伯格在技术政治研究中不是仅仅停留于理论研究，而是更多地关注实践

中的落实。不像海德格尔、马尔库塞那样仅仅面对非常抽象的问题，局限于非

常抽象而普遍的术语，而是从具体的技术出发，在如何设计与创造中寻求与社

会的关系，在社会批判理论中阐述技术政治观点。由于芬伯格注重实证研究，

相对于传统法兰克福学派，社会发展检验逻辑发生了变化。传统法兰克福学派

根据期望检验现实、根据未来否定当下，将检验根据放在未来世界，只能在未

来的历史进程中检验自己的预测。为了避免只是从总体上抽象地谈论技术，芬

伯格的部分研究是以个案分析的形式进行的，还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将对

理论的检验根据放在现实世界，通过一系列实证研究证明自己方案的可行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芬伯格属于技术的经验转向。

促使他开始经验转向的原因是技术背景的变化。这使他有机会参与到环境

运动和以计算机为核心的相关技术中去，在此期间，他发现不同的设计对不同

的人与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意义，可以观察到技术的更多细节，也发现了更多

的选择因素。技术的偶然性特征和具有多重选择性就是在这些环境运动和计算

机不断完善的具体技术实践中发现的。而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理论家仅仅将技

术看作单一的事物，没有深入到具体技术中去，就不可能了解技术是如何设计

的。而这种经验转向使芬伯格具有了更多的改变社会的经验，同时在这种经验

中认识到技术设计的重要性，包含了社会的可以替代的变化。

实证研究涉及的面非常广泛，以他亲自参与设计的在线教育为基础，说明

计算机设计是一种政治设计。通过使用计算机网络与学生交往，认识到人类行

为在引导技术发展中的作用，激起了对技术的民主渴求。在个案分析中还讨论

了二战后科幻小说中早期的核灾难景象、艾滋病对人体医学实验的影响、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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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电传的意外成功、20 世纪 60 年代的间谍影片中恶托邦的主题。在这些研

究中，芬伯格阐述了科技理性与文化政治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从社会建构

论的角度论证了重塑我们周围技术世界的可能性。

芬伯格的技术政治观所采纳的方式被称为“微观政治学”，是一个基于局部

知识和行动的情境政治，是更小地干预社会生活的政治。微政治学没有通用策

略和没有提供对社会的全球挑战。它包括许多不同的但可以汇聚长期颠覆性影

响的活动。这个方法在技术领域有独特的意义，技术现代化背景下很难想象总

的变革策略。芬伯格认为苏联共产主义无法摆脱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原始现代化

战略，注定了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个项目中必定失败。西方激进的批评者在定义

一个总体行动时也没有取得成功。像马尔库塞的“大拒绝”是一个悲剧性的道

德姿态，不是一个有效的政治立场。海德格尔对代理的彻底拒绝不是一个真正

的替代有用的控制而只是其抽象否定，政治事件早已超越这些消极的姿态。芬

伯格受后现代思想影响，认为即使没有总的方法也是有意义的，工业系统的张

力可以在一个局部基础“内部”被理解，由个人直接从事技术中介活动并能够

实现被现行技术理性压制的矛盾的潜力。因此，技术微政治化成为芬伯格技术

政治观的一大特色。

6.1.6 主张技术政治的建构性综合

芬伯格技术政治观吸收了大量的社会建构论观念，他对技术政治的建构主

要综合各种看似相悖的思想观念，从而实现了技术政治的建构性综合。芬伯格

遵循马克思的思想传统，在卢卡奇和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基础上进行

技术批判和重建。针对技术系统中存在的权利偏见，芬伯格揭示了权力/知识关

系的本质，主要是由一种技术统治论的技术理性决定的，而这一切又取决于技

术设计中的技术代码。因而对技术的重建关键在于技术代码的重设，使技术代

码与要实现的社会意义相一致。芬伯格通过技术的两重性，说明技术代码可以

反映在看起来似乎价值中立的技术理性的技术逻辑中，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

通过技术系统来增强支配性的社会建构力量。也可以出现在民主合理性中增强

技术民主化的建构性。芬伯格通过技术代码为政治和意识形态选择留下了空间，

也使现代技术的重构具有了可选择性，这种技术民主化方式事实上是对各种技

术政治理论主张的批判与综合。他没有将看似相悖的理论主张看作是完全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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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看作是相互可以兼容互补的。人类未来与技术发展也可以包含在一种相

互建构中，这是因为技术对人类生活具有两重性的建构作用，作为设计者和用

户的人类又是技术构成的重要依赖者。在苏东剧变基础上，他考虑马克思主义、

技术批判理论与社会主义的结合，实现技术政治学的建构。在法兰克福学派内

部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之间的激烈论辩中，他考虑将这两种思想的融合。他的

技术批判理论在批判工具理论与实体理论这两个看似相悖的观念中不仅看到二

者对技术的相似观念，而且吸收了二者的精华。技术的乐观观念不能忘记技术

的负面效应，对现代技术的否定和悲观不能忘记技术的进步作用。在这种观念

基础上，芬伯格认为一种新的综合是可能的。这种综合赋予了技术一定的社会

价值向度，使技术脱离了技术统治论技术理性的藩篱，关注人类的未来走向，

转向技术政治的人类解放目标。

6.2 芬伯格技术政治观的理论贡献

6.2.1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技术政治思想

芬伯格的技术政治观是在马克思的技术政治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他

认为马克思的部分技术政治思想由于受时代局限需要得到修正和发展，以便为

解决当今人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提供可行之道。

马克思因时代所限，对技术的批判大多局限于生产领域，因为当时技术主

要应用于生产领域。而在现代社会，技术已经渗透于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随

之产生的技术的矛盾与潜能，可以用马克思的生产观念分析。他认为马克思因

为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从生产领域出发写出了巨著《资本论》，根据他潜

藏的技术设计批判理论，如果生活在技术时代，必定会对技术进行全方位批判，

“资本论”也就变成了“技术论”了。

马克思在分析市场合理性中超越了资本主义合理性的局限，通过辩证合理

性得出市场合理性可以加强资本主义霸权，也可以再生出新的阶级结构，从而

指向了社会主义的理性秩序。但芬伯格认为马克思这一目标难以实现，“因为他

不能解释他试图用来取代资本主义的有计划的社会的辩证合理性。”1马克思将

1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2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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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对社会转变的希望寄托于工人阶级掌握国家权力已经过时，因为斗争

是围绕着被技术中介所介入的许多问题展开的，劳动问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马克思将技术与特定阶级的政治斗争相结合，而芬伯格结合“新社会运动”，将

劳动看作众多部门斗争中的一种。也就是说，社会斗争形式是多样的，没有哪

一种运动能够全部涵盖，工人运动也不例外。但这并不意味着阶级问题不重要。

他的技术政治观是发达社会抵抗的基本形式，而不是属于某个特定阶级。新社

会只能从这些活动的无限多样性中诞生，而不会从政治强制实行中诞生。

芬伯格认为马克思在理解社会主义时也不是把社会主义当作一种政治，而

是提出了一种从资本主义导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的存在，因而才有了他

最重要的发现，即一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观点。芬伯格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向社

会主义过渡理论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没有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经济与技术遗产的

两重性应用的完善理论。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第一

阶段与社会主义“更高阶段”这两个前后相继的阶段的讨论中，没有涉及到他

们的历史性联系，因为前者依据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理论，而后者依据的是消除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工的理论。因为在马克思的有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两部

著作《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中，提供了两种完全不同的革命方案，

在对巴黎公社的反省中，过渡是一种政治过程，而在对哥达纲领的批判中，却

强调克服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这样对社会主义划分的两个阶段，一个

阶段的特征是政治斗争，另一个阶段的特征是技术的变化，使两个方面彼此分

离。列宁在实践中延续了马克思理论上的不连贯性，提出了两种通向共产主义

的道路。一方面，过渡被作为一种政治斗争，无产阶级接管资产阶级的管理设

施实现自主管理，废除国家管理。另一方面，按马克思的观念实现一种技术转

化。这样过渡导致的结果是国家管理不能被废除，技术进步无法实现。苏维埃

没有为政治和经济民主化提供基础，过渡被一种官僚化所代替。前苏联陷入一

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遗产之间的困境中，既不能完成社会主义的使

命，也不能完成资本主义的使命，最后这种异化的管理使苏维埃体系逐渐与自

己努力取代的资本主义趋于一致。芬伯格认为，究其原因，是因为在旧的组织

方式基础上不能创立一种真正所谓新形式的文明。他设想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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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替代方式，在此，过渡被设想为一种“争取技术和管理的民主斗争的延长阶

段”。1

马克思在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出现的政治斗争和技术转化两种方式及造成

的实践问题，主要是对社会主义界定问题上态度不明确，根据社会发展规律将

社会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而芬伯格将社会主义作为现代技术社

会可选择的一种文明方案。因为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的设计标准中，现实地浓缩

了技术和社会两个要素，并隐含了资本主义必然危机的命题，这样在逻辑上向

社会主义过渡就具有必然性，改变资本主义的技术和非民主方面必须依靠社会

和政治力量而不是技术发展的内在规律。芬伯格认为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

一种文明替代方案，是通过技术内在设计的变化拥有了全新的技术，实现了技

术民主化，代表了作为整体的公众的利益才实现的。在批判资本主义文明方式

中发现了其未实现的技术潜能，从而内涵了一种未来的可能性。在这种模式中，

向社会主义过渡被设想成一种技术政治协商形式，社会主义是一种文化选择而

非政治选择。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暗含了一种教育理论，给出了教育作为福

利，但最后又将福利重新定义为自我实现的决定论的解释，并将变化推迟到遥

远的、技术发达的未来。芬伯格认为，即使最发达的技术也不能自发地将社会

民主化。在社会发展中需要依靠自觉的知识提炼具有技术选择的能力，这种选

择的能力就是要参与到技术设计中使技术民主化。新技术的出现是技术选择的

结果，而不是自主决定的结果。

6.2.2 拓展了法兰克福学派技术政治思路

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较早注意到科学技术与政治

的关系问题。他们通过考察科学技术对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

领域的影响，发现了资本主义在统治方式上的变化，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统治阶

级维护自身统治的合理性工具，从而提出科技理性并批判性地认识到科学技术

的政治功能。芬伯格沿着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论进行技术政治分析，但

他并没有局限于前人的思想框架中，尽管之前的代表人物有着各自的独特思路，

1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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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从总体上进行审视思考，并结合他对技术的深入了解与实践，大大拓展了

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政治思路。

首先，芬伯格对技术的辩证的解释打破了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完全消极的

评价。法兰克福学派通过观察科学技术给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带来的异化现象，

揭露了在现代社会中资本主义利用科学技术维护统治的事实。他们主要对当代

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的局限性进行分析，在对这种局限性的根

源的分析上，主要指向科学技术的出现与利用。从整个近现代西方对科学技术

政治效应的研究脉络来看，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显然是深邃和独特的。他们没

有局限于西方科学主义的乐观主义和后来人文主义的悲观主义对科学技术现象

的分析，而是挖掘其社会根源，从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上进行分析。在

审查科学技术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的基础上，指出科学技术已经被统治阶级

利用而成为一种统治工具。从而提出工具理性或者技术理性，将政治统治与科

技理性相结合进行批判。但法兰克福学派的先辈的超越与新见是有限的，最终

没有摆脱对科学技术本身的批判。尽管他们意识到科学技术消极政治效应与特

定制度有关，但他们将资本主义在科学技术运用中造成的危害归咎于科学技术

本身，科学技术是资本主义对人进行超时间、超历史的奴役和异化的根源，科

学技术是资本主义新型压迫的原罪，从而夸大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的消

极倾向。这样，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异化和矛盾都源于对科学技术本身的

使用。

芬伯格对技术的看法没有局限于技术的单面理解，而是客观辩证地认识技

术的功能与作用。他根据马克思的科学技术观认为科学技术首先是社会前进的

一种决定性的推动力量，科学技术不但为社会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基础，而

且增强了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因而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一种控制人

的消极力量，而是蕴含着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力量。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应该

与具体的社会形态或制度相结合，而社会制度的性质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具

有决定性的影响。科学技术之所以成为统治工具是与资本主义制度分不开的，

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对科学技术的利用造成无产

阶级劳动紧张、生活无保障，使人生活在一种受奴役不自由的状态下，这些异

化现象的出现，抹杀了科学技术本身的积极作用，但不能把这些异化现象与矛

盾归咎于科学技术。他用辩证的技术观念对技术进行分析，这些观念植根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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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代码理论、技术初级工具化和次级工具化理论以及技术设计等创造性的

设想中。这些对法兰克福学派技术政治观念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其次，他通过重新形成理性的概念，为法兰克福学派技术政治开启了积极

的前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通过抨击资本主义合理性的形式来抨击资本主

义。因为对科学技术消极面的片面理解，因而在传统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发达

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作为奴役的反动工具。从人类理性的高度挖掘技术理性

如何变成政治的合理性，从而取得合法的统治地位，成为一种新的统治形式。

他们将科技理性带来的异化与政治统治结合起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逐渐

用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来取代。他们没有看到科学技术在不同制度中会有不同的

性质和内容，更没有看到科学技术会成为一种伟大的革命解放力量，只能在发

达工业社会的范围内对科技理性进行批判研究，陷入对科学技术的悲观主义中。

芬伯格没有局限于法兰克福学派对科学技术政治分析的悲观进路。一方面

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对启蒙运动的积极成分的研究，这种积极的成分

在阿多诺的“自然的警觉性”概念和马尔库塞的“潜能”观念中都出现过。这

种积极的成分补偿了现代性的灾难。另一方面主要是对理性概念进行重构。法

兰克福传统理论对技术理性的批判使自身也陷入对未来无望的悲观中，而芬伯

格并没有停留于对资本主义技术理性的单纯批判，而是在批判的基础上，构建

了关系技术社会发展前景的“民主合理性”，民主合理化从技术内部可能包含的

民主成分出发，用民主理性代替了作为资本主义专制统治借口的技术理性，为

技术政治打开了激进转变的可能性。

第三，芬伯格从技术内部展开批判，避免了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的抽象性。

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理论的批判理论主要是抽象的工具理性批判，属于社会批判。

而芬伯格深入技术内部对社会展开批判，从技术本质出发展开对技术理性的批

判与改造，使技术融入更多的主动性。他利用技术的建构论在一定的社会背景

下研究技术，使法兰克学派的观点更具体，超越了单纯的支持或反对技术的僵

化态度。而且与传统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不同，他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参与

和关注计算机在线教育和再设计、医疗实践、艾滋病实验医疗、分娩惯例的改

变等案例，以实际行动告别了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的“敌托邦”，提出了可供救赎

的技术理性民主化和“可选择的现代性”，为技术与社会发展打开了乐观的未来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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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伯格关于技术政治的许多观念成为法兰克福学派后人的核心理念。在其

早期著作中所依赖的论据，比如关于技术设计是行动者的社会表达方式，是许

多参与者之间共同协商的结果等思想，成为法兰克福学派后人霍耐特重建批判

理论的核心。

6.2.3 开创了技术与政治发展的新途径

芬伯格是在科技全球化大背景下，技术以各种方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一切

领域这种状况下，研究技术与政治的关系，揭示资本主义技术统治的实质，探

寻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他认为资本主义以各种方式倡导技术统治论来维护资

本主义统治，试图将政治技术化，为政治统治蒙上技术的色彩，以技术理性掩

盖统治的实质。因此明确提出要使技术政治化，而不能将政治技术化。政治技

术化将政治统治用神秘的技术控制，技术理性蜕变为统治的合理性，技术作为

一种新的统治力量使社会全面异化。而芬伯格提出使技术政治化，就是要将技

术作为社会发展前进的力量。他认为，既然技术已经渗透进社会生活的一切领

域，那么公共行动者就会显现出来，参与到技术设计中，揭开技术的神秘面纱，

影响技术的政治效果。也就是说，芬伯格深信在技术逐步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

的状况下，技术中介会产生有利于公众的政治后果。

芬伯格不仅在理论上分析了技术对政治发展的两种可能性影响，而且参与

到社会实践中，更加明确和坚定了他的技术政治发展观念。1982 年，芬伯格应

邀帮忙创建了第一个在线教育程序。在与马尔库塞一起对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理

论进行数年研究之后，他投入到早期的计算机网络领域。这种实践参与首先是

一种扩展学习的程序，这使他有机会学习相关技术的基础知识。他直接主持了

一个有关计算机通讯界面设计的项目，还可以利用计算机网络与学生交流。从

与这种正在发展的现代技术的密切接触中，体会到人类行为在引导技术发展中

的作用。在这个计算机实践教育领域，他意识到计算机的发展方向并不是由设

备的性质决定的，而是由用户的选择决定的，这就为技术的民主化提供了可能

性。在此他没有把计算机当作一种给定的事物，而是以交往功能为目标重新为

计算机制造者和计算机系统管理员确定方向。网络行为的扩展已经改变了计算

机的概念，并且正在改变社会交往的方式。只要人类交往是以计算机为媒介，

那么表达和语言的主体力量就可以超越自身力量得以极大扩展。可以通过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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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革命改变参与大众的地位担当解放的角色。除此之外，他还参与到各种技术

实践活动中检验理论的可行性，为技术政治开辟积极的发展前景。

最终，芬伯格的技术政治观为社会发展开辟了可选择的现代性之路，将社

会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指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在社会主义

制度下，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也是密切的，这种技术的政治职能具有新的特质。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技术将发挥解放的潜能，真正服务于人民，摆脱自然和社

会的奴役，使人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

6.3 芬伯格技术政治观的主要缺陷

6.3.1 理论观念逻辑的乌托邦之嫌

芬伯格将自己的批判理论称为一种“乌托邦”，但他认为是一种“现实的乌

托邦”，是在一定理论基础上有望实现的美好理想。这种乐观精神无可厚非，但

是其整个技术政治观念在逻辑发展中具有乌托邦色彩。

从其理论基础上看，他主要是想坚持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精神，对马克思主

义进行精心解读并进行发展。同时，他作为法兰克学派后裔具有发展其思想的

责任与义务，坚持了其批判思想，又从马尔库塞那里找到对未来的希望。在他

的思想形成中借鉴了社会建构论的方法，吸取了后现代的许多思想。从理论基

础的吸取上可以看出他主要在寻找一条人类未来之路。从技术政治思想的起点

看，它主要批判了传统的技术观念，吸收了技术工具理论和实体理论的优点，

摒弃了技术统治论并改变了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在内的“敌托邦”观念，在提出

技术批判理论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技术政治观念。整体上看，这一过程是通过将

各种思想优化组合而完成的，比如倡导马克思主义、技术批判理论与社会主义

的结合，实现技术政治学的建构，建议法兰克福学派内部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

之间思想的融合，汲取了工具理论和实体理论的精华等等。总之，对各种观念

的吸收利用是可以的，但这种为寻找未来出路而综合的特点会有中庸之嫌，也

会失去法兰克福学派技术批判理论的锋芒，而且将所有的优秀思想汇聚在一起，

不一定就是最优组合，这种组合本身也会出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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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技术政治观的形成依赖于对技术的分析，而在这一分析中夸大了技术

的社会属性，使理论具有了乌托邦色彩。任何技术都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二者的统一构成技术的完整性。自然属性是指技术中内在的科学原理，而社会

属性是人对技术的目的和需要，其中自然属性是技术存在的前提。而芬伯格在

对技术的分析中，结合社会建构论，更多地强调技术的社会属性而忽略了技术

的自主性。芬伯格将技术发展的每个环节都加入了人的参与和支配，事实上，

技术有一个自我生成的过程，人的目的和希望可以体现在设计中，但不能为夸

大社会作用而忽略对科学原理的遵循。芬伯格这样分析的目的是为技术民主化

服务的，在技术理性的分析中，他提出技术的两重性概念，资本主义技术统治

论限制了技术理性，可以重新建构为大众利益服务的“民主理性”。看到技术中

包含的力量和利益是合理的，但整个理性形成过程都是对技术的自然属性的忽

略。作为他的理论基础的“技术代码”理论的提出，也是更多地强调设计者各

方面的社会支配而忽略了技术自主性。民主的理性化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进行的，

而在市场经济规律的支配下，民主合理化如何进展成为问题。这样就会对技术

理性能否民主化产生疑问，或者使这一理论蒙上乌托邦色彩。

芬伯格的技术政治观最终是实现作为整体的大众的利益。在这一过程中提

出了“参与者利益”，这些参与者具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受压抑的潜能，也就是

马尔库塞所提出的已经变成“单向度的人”，已经失去了反抗的意识与能力。芬

伯格也提到随着社会发展与责任文化这些被压抑的潜能有激发的可能，但是在

这方面的论述上比较含糊。而且参与者利益的表达需要公众参与到技术设计中

来表达自身利益，作为非技术人员参与到深奥的技术中的可能性问题也使理论

具有了乌托邦色彩。最后，芬伯格又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希望寄托于中产

阶层的良心发现和社会责任。他对中产阶层的分析有其合理性，中产阶层确实

和统治阶级的来源不同，是靠自身努力发展起来的，但身份地位确实发生了变

化，它可以服务于统治阶级和普通大众两方面的利益。仅仅靠道德良心的技术

代议制很难担当社会发展的大任，而且这又和他一直倡导的从下层到上层进行

的激进民主改革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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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实践研究微观进路的未竟之惑

芬伯格将自己的技术政治学又称为“微观政治学”，也就是芬伯格想通过一

种微观干预达到一种宏观的目标。他的技术政治观在批判技术统治论的基础上

为技术的未来寻找一条替代方案，也是为技术现代化背景下人类的发展寻找一

条未来之路。但是实践研究中的这条微观进路到底能走多远，能否达到他所期

望的人类未来，引起了一些学者的质疑和自己的辩护。他努力致力于的微观干

预解决宏观问题的方式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芬伯格的实践例证是小规模的、区域性的，没有涵盖更广的范围，

未形成规范化体系，在他的著作中只是以例证的形式列举出来。比如，芬伯格

亲自参与创建的计算机在线教育，使他在因特网进入公众视线之前接触到一个

新兴领域；在与学生的互动中，亲眼目睹了人类行为在引导计算机发展中的作

用。除此之外，他还关注到新社会运动中，为维护人的生命、健康和尊严而展

开的关于技术设计后果的论战，像工业污染、分娩习惯、艾滋病的实验治疗等。

姑且不论这些实践的性质，这些实践对于公众参与到技术设计中维护自身利益

都是有一定意义的，但是无论从规模还是覆盖范围，都只占有有限的范围，是

不成体系的，更谈不上规范化。当然实践是具体的，操作起来有很多问题，这

种微观进路如何进展，进展到什么程度就成为问题。

其次，技术民主化过程是通过公众参与到设计中去，把公众利益表达在技

术编码中，设计出反映以往所忽视的受压抑的公众的利益的技术。但是技术设

计的局部斗争是非常具体的，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全球市场体系的大背景。在

全球市场经济发展中，宏观上要遵循市场规律，而且在技术变革中寄希望于公

众，而现代社会技术专业化程度是相当高的，非专业人士如何参与到设计中且

表达自己的利益。现代社会中普通公众都习惯于使用技术，没有欲望也不可能

参与到技术的设计之中，如何调动公众的参与意识与积极性，或者像芬伯格那

样寄希望于有责任意识的有识之士，这些都是问题。也许正如芬伯格所言，他

只是提供了对现代社会批判的一个视角。在技术政治研究中，不仅要在理论上

拥有伟大的政治抱负，而且在实践中也要注意微观与宏观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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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芬伯格的技术政治思想还在不断发展完善中，对理论本身的质疑也

许是因为对理论理解得不够深透或者观念上的偏差，但理论家本身的社会责任

感已经非常值得钦佩，整个理论体系也非常值得学习借鉴。

6.4 芬伯格技术政治观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借鉴思考

现代技术已经深入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就像当年改变了其发源地的

西方国家一样，也改变了中国，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存在状态。而中国相对别的

国家又有很多不同寻常的方面，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方式。而同时我们又面临

许多共同的问题，如全球化、计算机、信息化、生态环境、艾滋病等。在这种

境况下，芬伯格对技术和社会的反思也许能为中国提供借鉴和思考。芬伯格对

于中国问题的看法是从西方技术发展与实践的角度观察中国的结果，尽管他并

非中国问题专家，也未在中国长期居住，其思想难免与中国实际发展相偏离，

但这并不影响其思想对中国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6.4.1 “可选择的现代性”对适合中国的发展模式的启示

芬伯格认为，现代性具有可选择性。这种可选择的现代性预示了一种不断

拓展的可能性，其中的思想精髓在于技术决策过程中尽可能多的社会角色的包

含。在他对现代性进行的反思与实践中，凸显了他对现代化路径及其后果的理

论省察，这些对中国现代化发展具有借鉴意义。选择最适合中国的发展模式关

键不是支持或反对发展，也不是什么会推动或阻碍发展，而是哪一种发展是最

持续性的、长期内最优的、最适合中国的。

芬伯格专门针对中国的现代化进行相关研究。首先指出，在中国现代化进

程中要吸取资本主义不计后果的最大化发展带来的经验教训。自二战以来，技

术决定论为现代化发展定下基调，现代化发展要经历从低到高的发展阶段，美

国似乎代表了现代化的未来。在他看来，中国正在努力实现的现代化在一定程

度上是对美国、欧洲或其他国家的模仿。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吸取了西方的科

技知识、方法和设计，这大大促进了中国的发展，但在发展模式上不能随意模

仿。他在相关文章中多次告诫中国公民不要将现代化等同于美国化。美国的富

裕模式是二战后刺激经济发展的结果，占世界上 4.5%的人口，消耗着世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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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四分之一，同时，相应地产生着能源消耗的污染物。这是工业发展在最有活

力的经济系统中持续几个世纪的结果。中国拥有四倍于美国的人口，却只能消

耗美国剩余的四分之三能源中的一部分。美国乌托邦般的富裕形式不适合中国，

从经济发展角度，中国的人口和资源占有量不允许采用美国乌托邦式的富裕形

式。从环境保护角度，中国按美国模式发展将造成大量二氧化碳的排放，对农

业生产力发展不利，造成环境严重污染。当然有人寄希望于技术的激进变革，

这也许是有可能的。但用还处于幻想中的科学来臆测未来是没有意义的。而且

美国还存在很多社会问题，像健康保险、医疗保健、教育程度等。当今工业社

会的非常浪费的消费模式也不适合中国，这会造成能源市场的供需失衡从而影

响社会秩序。消费模式应依据当地文化与资源来确定，因而中国在引进西方技

术与知识的同时要对消费模式做内在的调整。

其次，中国现在也属于拥有大规模科技系统的现代世界，现代社会越来越

受技术约束，限制自身发展，因而中国在发展中也会面临技术系统选择的重大

问题。技术系统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决定性，也就是说，一旦确定将会影响

几代人。芬伯格分析系统设计者的选择主要考虑分级管理和外界环境的制约，

认为可以考虑通过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人对系统进行重新建构，但是它的发端

依然重要，因为它的后果是长期的、不可逆的。资本主义在发展中放弃社会控

制来追求最大限度的发展，但只是达到了利益最大化的短期目标，没有考虑环

境保护、社会未来。政府有必要管制以保护非盈利的价值目标，但资本主义的

管制通常交给私营企业来完成，后果无法预见。芬伯格认为中国在技术系统的

选择开端就应该考虑到这些因素，有必要对发达国家的社会和环境问题进行分

析和研究，正因为大规模科技系统的动力效应是不可轻易逆转的，中国更要吸

取经验和教训。芬伯格建议中国在科技的选择上一定要从长远考虑，吸纳各种

因素，更好地吸取其他国家的教训。这样中国政府就能更加积极地指导社会发

展，全方位地掌握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未来。

第三，芬伯格认为在中国必须通过创新开辟一条新的富裕模式。芬伯格结

合社会建构论对技术决定论进行批判，认为技术发展的路线不是唯一的，技术

是复杂的，拥有许多分支，技术的发展要与不同的利益、文化和政治势力相配

合。在一些基础的技术发明基础上会产生各种不同的文明。各个国家都在吸收

所需要的技术知识，但发展方式可以完全不同。中国通向繁荣富强是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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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不渝的追求，芬伯格认为这要归功于对共产主义梦想的共同追求，国家会

因为人民的共同梦想而政体巩固。中国巨大的人口数量使中国对自身发展路径

要有独特的规划，富裕的含义与程度需要根据具体社会来定义。主观的愿望和

客观的限制并不是完全相对立的，文化会根据现实以一种复杂的方式做出调整。

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制约因素应该成为自身需要适应和面对的文化因素，而不是

仅仅作为发展之路上的绊脚石。中国要根据自身的资源、文化和梦想走向未来。

中国以适合自己的模式集中精力达成社会各领域的目标，以更丰厚的财富和资

源实现医疗卫生、教育水平、生活质量等方面的目标。芬伯格特别指出，中国

的城市化建设不能只依赖汽车，要有设施齐备的公共交通，使公民获得最大的

交通便利。西方对技术和社会的反思也许能够为中国提供一种更有选择性和批

判性的观念。科学发展观正是中国适合自身发展又对世界负责的发展战略，在

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这些理想是可以实现的。

6.4.2 技术民主为中国进一步民主化提供借鉴

芬伯格认为技术发展不仅仅依赖理性，而且还依赖社会，因此，应该像其

他领域的社会行为一样实行民主化。芬伯格民主的技术政治观的本质就是促进

各种来自下层的知识观念与权威的官方技术知识之间的交流。中国正在民主化

建设的进程中，但对于技术民主化还相当生疏。而当前技术在中国社会发展中

的作用又非常重要，因此促使中国在技术系统进行民主革新也是必要的。因为

要实现一个相对文明和自由的社会，如果公民难以提出和表达他们的看法，发

展的代价和问题就难以估算，前苏联已经为蒙蔽公众的工业化造成的各种生态

灾难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此，他建议中国要在基本的大众和那些对发展负责

任的人之间打开一条交流的通道，这样才能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独创的发

展道路。否则，无论有什么样的好的发展意向，发展中国家中的孤立的技术精

英们难免模仿各种外国的模式，走与西方相同的工业化道路。因此他进一步建

议各种重要的技术决定不应由政府和商界的少数精英决定，而应该让大量公众

参与。政府要帮助许多今天技术进步的受害者，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各种政治力

量引入新型的、基于谨慎和谅解、而不是过去的物质的发展模式。“只有全体人

民丰富多样的互动才能创造出一种适合中国的可选择的现代性。”1技术领域的

1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陆俊、严耕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版，中文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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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大大扩展了中国的民主化视野，这些中肯的建议也有助于中国民主化的

推进。

6.4.3 技术政治观对中国生态环境未来发展提供借鉴

环境领域是芬伯格开辟的第二个技术政治领域，他对环保主义者与技术的

斗争非常重视。他认为在技术的民主化改革中环境运动是强有力的推动力。环

境压力会给技术系统中的使用者带来危害，这样消费者和公民会把对环境的关

注作为新的技术政治的入口，然后，在技术改革中寻求与环境相适宜的技术。

他认为环境保护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对环境的重视增加了技术民主改革的必要

性，反之，技术民主的推进有助于产生对环境有利的新技术。“前进到自然”是

他对生态环境最好的诠释，技术体系始终贯穿自然价值和人的责任。科技进步

与生态平衡并不对立，把握好度，二者就会相互促进而非不能相容。

中国目前正处于现代化发展的关键阶段，正需要大力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

来提升生产力发展水平。但一个现实难题摆在了中国人面前，即加快经济发展

和保护环境都关系到技术，似乎继续技术发展或停止成为社会文明发展中的两

难选择。长期以来，生产力和效率的更高追求与生态环境的保护一直被认为是

相冲突的，繁荣与生存似乎是不相容的，我们被迫在二者之间做着艰难的抉择。

我们已经意识到，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发展中由于对技术的过度利用，在自

身大力发展的同时给全球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美国和欧洲国家已经向

大气中排放了一个半世纪的温室气体，现在这些气体还大量残留在大气中。中

国在工业发展中也出现了大气污染，比如近期较为严重的雾霾天气，如果任由

发展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中国要实现生态文明，就要维护生态平衡。但同

时中国正处于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综合国力要进一步提升，改革开放要进一

步深化，这一切的实现都有赖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推动。这就要处理好科学技术

发展与生态平衡之间的关系，努力建立科技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促进、相

得益彰的良性循环。芬伯格通过对生态环境政治的过去与未来的考察，阐明了

如何处理科技和生态环境的关系。面对一些环境保护论者关于环境引起的问题

只能通过回归到更原始的条件才能解决的论调，芬伯格认为这种向自然的回归

是一种对现代性所实现的解放的一种消极逃避。芬伯格认为，追求更高的生产

第 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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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效率与环境相冲突的局面是可以避免的，超越繁荣与生存之间的两难选择

是可能实现的。他提出了为实现人的被忽视的利益“不是退回（backward）到

自然，而是前进到自然(forward to nature)，朝向一种根据人的需要和利害关系

的宽广范围而有意识构造的总体性。”1。这里的总体性，就是要把科学精神与

人文精神有机结合，将自然价值和人的责任意识贯穿在技术系统中。

现在的环境问题许多都是技术引起的，尤其是污染问题，环境政治已经部

分地成为技术政治。他认为应该重新设计技术使其与环境相协调。他结合许多

环保主义兼社会主义者的观点，认为具有环保意识的政府应该介入技术创新和

发展，使技术完善化并保证环境问题的最终解决。在这一观点中，由于人类福

利包括私人和公共物品，就会存在追求私人利润和维护公共物品之间的分裂局

面。在资本主义社会侧重于私人方面，为了增加利润将公共资源变成私人的。

比如公共土地被廉价占用，在公用土地上倾倒垃圾，工业废物倾倒污染空气和

水。公共资源被私人牟利占有，从而造成了整体社会福利的削弱，破坏了整个

生态平衡。芬伯格通过实地考察发现一些处于污染源的前沿或有可能深受其害

的缺乏组织的群体所揭发的具体弊端引起了公众的注意，经过许多小型斗争使

保护环境的法案得以通过，这意味着环保确实成为公众政治运动与商业利益相

对立。也可以利用政府控制通过法制强制规范标准，如空气质量。在这方面已

经有具体实践，政府控制不但没有导致社会贫困，反而成为激励创新的动力之

源。中国正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不会像资本主义那

样以私人利益为重，且有强有力的政府调控力量，可以借鉴避免繁荣与生存之

间的冲突的方法，即重新设计与资本主义发展不同的技术，实现与环境相协调

的繁荣。

1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2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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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在笔者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区区拙文虽恐有负老师

们的谆谆教导与殷切期望，却承载了我学术生涯的点滴成长并给予了我继续前

进的新起点。一路走来，凝聚了太多的鼓励、支持与关爱，心中充满了感激之

情。

回首人民大学的学习与生活，这里给了我更广阔的学术平台，更厚重的知

识积淀，更珍贵的良师益友，这段时光中的点点滴滴已无比珍视地融入我的人

生经历中。首先要感谢导师黄继锋教授。先生以严谨的治学态度，渊博的学识，

深刻的思想见解教育影响着我，同时又以宽厚坦荡的为人，乐观豁达的处事感

染影响着我。整个论文写作过程中，从艰难的选题构思到结构安排再到文章各

个细节的把握，老师不厌其烦的一次次分析开导，悉心指导，其中的鼓励与关

爱支撑着我完成写作。论文评阅和答辩环节，黄老师更是事无巨细的为我们安

排评阅和答辩事宜，与我们一起分担紧张收获喜悦，这份感激也只能记于心间

无以回报。

人民大学给了我自由发展的空间，而各位老师挥洒自如的授课让我受益匪

浅。在此感谢授予我丰富知识与有益启发的所有老师。在论文评阅过程中，有

幸获得与周凡教授、张立波教授、张琳教授、侯衍社教授、郑吉伟教授学习与

交流的机会，各位老师的指点与启发使我进一步明确了前行的方向。感谢梁树

发教授、张新教授、周凡教授、杨奎教授、张琳教授不辞辛劳参加我的论文答

辩，他们严谨的工作作风与宽厚的知识积淀使我受益良多。感谢 2011 级博士所

有同学，大家的团结与友爱为我的人大生涯增添了太多的欢乐与留恋，无论身

居何处，瑾祝愿同学们越走越好！感谢舍友们的真诚与和谐，我们一起经历苦

恼和欢乐！感谢我的同门王明哲、刘明明的一路相伴，与你们一起的欢乐时光

让我恍然忘了年龄相差几何，感谢师门兄弟姐妹的帮助与关爱，谨记师恩，常

来常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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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师范大学是我成长的摇篮，感谢高会宗教授、郭学旺教授以及众多老

师和同事们的支持与厚爱，在我的研究工作中给予多方面的鼓励与帮助。本书

的顺利出版得到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学院的资助，在此特别表示感谢。

亲人是我成长中最无私的奉献者，感谢双方父母亲人的疼爱与付出，也是

你们给了我不断前进的动力。感谢爱人张伟杰的携手相伴，感谢可爱的宝贝张

语轩承受多少与妈妈分离的痛苦，又给我带来多少的快乐。怎一个谢字了得，

只因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一路走来承载了无数感恩，谨以寥寥数语聊表谢意，权作继续前行之动力！

黄雪丽

2014 年 10 月谨记于山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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