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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问道：鸟儿是因为拥有翅

膀才会飞翔呢，还是因为会飞翔才拥有

翅膀？这个问题看似愚蠢，却为技术和

发展的反思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切入点。

鸟儿显然配备着翅膀，这也可以

解释他们能够飞翔的原因。这是对于

海德格尔问题的常识性回答。但这个

答案的含意还不够明确。尽管直觉告

诉我们，鸟儿属于天空，但我们的语言

似乎却在说，它们与其作用的环境是

脱离的，甚至与其用于应对那种环境的

“装备”也是脱离的。鸟儿“利用”翅膀

飞翔就好比我们人类利用飞机一样。

以此类推，我们就可以说，如果鸟

儿没有翅膀的话，它们就会像莱特兄弟

发明飞机以前的人类那样只是被局限

在大地上。但是，这是没道理的。尽管

有一些种类的鸟不会飞，但大多数鸟儿

如果不会飞翔的话，就可能无法生存。

飞翔不只是鸟儿会做的事情，也是其生

存的需要。

对鸟儿飞翔的一个更好的类比应

是人类的语言。尽管不会说话的人确

实存在，但他们缺少人之所以为人的本

性。语言被不恰当地理解为人类交流

的一种工具，因为没有语言人将不成其

为人。语言之于人类就像飞翔之于鸟儿

一样，有着工具所没有的一种本质意

义。人们可以拾起或放下一个工具，但

人类却无法放弃语言，就像鸟儿无法

放弃飞翔一样。

当对海德格尔问题的这种常识

回答被推向极致时，它就不成立了。当

然，通常在谈论动物的时候，我们是不

会陷入这种悖理中的，但日常语言的误

导性暗示的确反映出，我们对技术缺

乏足够的常识性了解。

海德格尔问题的另外一种回答是

鸟儿拥有翅膀是因为它们会飞翔，这也

以另一种不同方式向我们发出了挑战。

从表面上看，这很可笑。怎么能说鸟儿

必须拥有翅膀才能飞呢？因此，飞翔并

不是翅膀的原因，除非能够做到先有果

后有因。

如果我们想要弄明白海德格尔的

观点，就必须用不那么矛盾的语言来

重新表达。他真正的意思是，鸟儿属于

自然环境中的一种特殊空间。这种空间

由树梢组成，鸟儿在这里栖息、捕食昆

虫。它仅适用于一种特殊动物，它们重

量轻，身形圆滑并拥有可以在地面上起

飞的肢体。为享有这种特殊空间,飞翔是

必要特性，飞翔需要翅膀，而并非如常

识所认为的那样因有翅膀而飞翔。

悖论1：整体与部分的悖论
我们不会把鸟儿、昆虫和树木看

成是完全独立的事物，而视其为所构

成的一个系统中相互具有本质关联的

事物。这是关于动物与其所处环境之

间关系的一个整体概念。这个有机整

体的各个部分密切联系，不可能通过

破坏有机整体把它们分离开。

这些关系有点像机器里一个零件

与一整台机器的关系。零件可以与整个

机器分离，但那样就失去了它的功能。

轮胎从汽车上拆下来还是一个轮胎，

但它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这个悖论我称之为部分和整体的

悖论：复杂的整体表面上起源于它的

部分，但其实是部分在其所属的整体

里找到了自己的来源。

我想用两幅图来解释这个悖论。

第一幅图展示的是商品目录里的

一个内燃机汽化器。正如你可以见到

的那样，它是由锋利边缘面、冰冷的流

线和闪亮的钢板所构成。它完全与其

环境分离，实现了理性梦想。再看第二

幅由画家沃尔特·默奇所绘的图。我们

再次看到一个内燃机汽化器，但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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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被描绘为一个温暖舒适的物体，它

使得四周的空气变得模糊。这是一幅

非理性的图像。它暗示物体的历史和

连贯性，也不强调其在工程技术方面

的完美。

哪幅图片更忠实于生活呢？我更

喜欢默奇的图像。默奇让我们进行回

答前先思考技术的复杂性、其作用的

环境、它诞生的历史，而非事先首肯问

题的纯理性。

悖论2：明显与隐蔽的悖论
那么，我们为何另作思考呢？为何

常识倾向于验证第一幅图呢？

我在另一个司空见惯的悖论里找

到了问题的答案。我称之为明显事物

的悖论：最明显的事物即最隐蔽的事

物。举个有趣的例子，鱼并不知道它是

湿的。我猜想它们最不可能考虑的就是

它们极其适应的生存介质空——水。

水是鱼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就像人

类认为空气是理所当然的一样。

最明显的事物往往逃离了我们的

视线。例如，当我们看电影的时候，我

们很快会忽略屏幕本身。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我们会将拥有翅膀当成是飞翔

的理由以及我们总觉得机器由独立零

件构成的原因。

悖论3：起源与遗忘的悖论
我们健忘的另一面与技术对象

的历史有关。这些对象在其与时间关

联的方式上与众不同。眼前的书本、人

物、老屋背后的树，都有过去，他们的

过去都可以从脸上的皱纹、书页的卷

角、断茬的树枝上解读出来。过去在当

下中呈现，这似再平常不过。

然而，技术似乎与其过去脱节。对

于它们的来源、如何发展以及形成其

关键特征的条件，我们没有任何概念。

他们似乎在其合理功能上是自给自足

的。对于某些设备的唯一解释似乎就

是追溯其零件的偶然关联。

事实上，一个电烤箱或一座核能

工厂所拥有的历史同样很悠久。任何

设备都不完全产生于其功能逻辑。每

个发展过程都充满偶然性、选择性及

另外的可能性。技术对象的完善过程

抹去了其创造的痕迹以及在确定其设

计时参与其中的社会力量。

其历史的隐蔽性是由其所属整体

被忘却所造成的。我将这个方面的技

术称作起源的悖论：任何合理存在的

事物背后都存在一段被遗忘的历史。

三个悖论与现代化
上述这三个悖论是理解现代化和

发展的关键。

现代化通常怎样展开？普遍有效

的方法经常是：从发达国家进口或效

仿一项技术引进到一个欠发达国家的

新环境中。这一点，技术与习俗、语言

等根深蒂固的现象截然不同。因此，我

们说技术是无国界的。

就像水对畅游其中的鱼的重要性

一样，技术的合理功能需要一个必要

环境。技术和动物类似，它属于一个特

殊社会里的特殊空间。如果它们完全

脱离那个环境的话，就会表现不佳。

技术可以从其相应的特殊空间中

被分离出去的这一事实就意味着，它们

可以被引入，而无须将其正常运行的一

切必要环境因素都一并带走。人们可

以将技术从其发明环境中抽走，并不计

后果地将其置入一个新环境中。但是

这是一种灾难性的方式。

中国将使用私家汽车看作一种

重要的交通方式和一种繁荣的象征。

2009年2月，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世界

最大的私家车市场。汽车是种效率极

低的运输方式，在单位驾驶里程中的

油耗量很大。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

家，其加入原油市场将会最终使得油

价冲高到顶点，从而使私家车变得难以

承担。同时，中国将围绕汽车运输业来

建造其城市，最终会为此付出昂贵的代

价。这样的错误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明

显与起源的悖论让那些决策者看不到

部分对整体的依赖性。

技术转移是个巨大的加速器。但

现代化过程并不完整，除非引进的技术

适用于新环境。事实上，在决定引入任

何一项国外技术前，环境就应该被考

虑在内，因为并非所有的东西都能放之

四海而皆准。

不幸的是，政府和企业似乎对于

这些问题毫无警惕。政府向那些从技

术出口中获益的人们寻求建议而不考

虑后果。他们对发达国家的传统观点

亦步亦趋，而对这些传统观点在哪里

收到的批判却视而不见。企业对于发

展政策而言绝对是个不可靠的向导，

因为它总是对短期利润感兴趣，而且

可能为其所犯错误逃避责任。

悖论4：行为与对象的悖论
牛顿第三运动定律认为：每个作

用力都有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

作用力。我认为这个定律可以进一步类

推到人际间的行为：愤怒带来愤怒、善

良带来善良等等。我们的每个行为都以

某种方式从别人那里反作用到我们自

身。这意味着，在行为中，我们变成了

行为的对象：这就是悖论。

行为的悖论表明人类只能对他们

所属的环境发挥作用。因为我们属于

那个环境，在其中我们所做的任何改

变也影响我们自身。作为具体化的社会

人，这就是我们存在的实际意义。我们

的整个身体都受自然法则的制约。而

且，我们出生在一个我们在很大程度

上认为理所当然的文化世界里。简而

言之，我们是有限的存在。

技术行为似乎是相互作用法则的

一个例外。当我们的技术行为施于一

个对象之上时，好似几乎没有任何反



绿公司 2009 No.188

COLUMNS   专栏

应。但这只是一个技术的幻觉。这使我

们忽略了技术行为的三个相互作用。也

即在技术的特性、意义和因果关系副

作用中的变化。比如：

猎人用枪打死一只兔子，他感觉到

的就是来自枪的反冲力。但是兔子死了。

显然，这一作用力对行为者和其对行为

对象所造成的影响是不成比例的。但是

这一作用力的确对猎人造成了巨大后

果。他的身份由其行为决定。也就是说，

在其打猎范围内，他的身份是猎人。

我们的行为不仅决定我们的身

份，也改变我们世界的意义。就以羊水

诊断为例。它使得在妊娠早期鉴别胎

儿的性别成为可能。我们的社会如今

能够将繁殖技术化，并因此对每个人

而言，其意义已经改变，包括不使用技

术的那些人。

当我们在技术上作用于自然时，

我们认为自己已经脱离生态系统，但事

实上，它和我们作用的对象一样包围着

我们。将有毒废物倾倒入河里也许起

初似乎对人类没有影响，但最终鱼类死

亡，而且在河里游泳或饮用河水的人就

有危险了。显然人类行为在改变自然的

因果关系。

这些例子表明，在理解技术时，

环境非常重要。只有当我们严密地定义

行为的相关区域，似乎才能独立于我们

在技术上发挥作用的对象。技术作用

的本质就是消除或推迟来自对象的反

应。然而无论如何，反作用力将会证明

它自己的存在。

随着技术变得更强大，其消极作

用也变得更加难以令人视而不见，最终

那些遭受副作用的人根本无法对此保

持沉默。最后，公众的抗议和法律的介

入就开始限制发展。这些抗议和介入

折射出由技术激发出的意图：尽力适应

其所运作的环境。

在我们的社会中，人们认为技术

就像那些使鸟儿飞翔的翅膀一样，是

纯粹可当作手段的，而且与其过去以及

其所作用的环境是分离的。但那种环

境对它们而言是必需的。我已将对这

一原则的无知称作技术幻觉。

现代社会并未修正这种技术幻

觉，而将其作为现实。它们幻想着作用

于世界而不对它们自身造成恶果。但

是，只有上帝能从世界以外的地方作用

于对象，并独立于他所作用的系统。一

切人类的作用，包括技术作用在内，都

会暴露作用者的身份。幻想拥有神力

是危险的事情。

当罗伯特·奥本海默目睹第一颗

原子弹爆炸时，他的脑子里飞快地闪过

印度史诗《薄伽梵歌》中的一句名言：

“我已经成为死神，世界的破坏者”。

他意识到破坏者也可能会自我毁灭。

悖论5：价值观和事实的悖论
第五个悖论，我将其称作价值观

和事实的悖论：价值观是未来的事实。

价值观并非事实的对立面，也不是毫

无现实基础的主观愿望。价值观表达

了那些尚未被纳入既定技术环境中的

现实，环境是由主导其创造的价值观

塑造而成的。技术是其价值观的明确

表达。新的价值观使得既有设计得以

接受修正。

然而，价值观不可能在没被转化

成技术语言的情况下就融入技术中。

要使技术与新价值观同步，就需要有

技术专家的帮助。专家必须弄清楚如

何将价值观明确表达为可行的技术规

范。当完成这一工作时，一种新的备受

争论的技术就产生了，它是对其环境的

一种更好的反应。在这一过程中，价值

观被转化为技术事实，而且技术更加

适应其空间。

自二战以来公众要求在许多方面

改造汽车。美国人希望汽车更大、颜色

更多。这在市场中有效地得到体现，但

消费者也在担忧车祸和污染。汽车内饰

有很多尖锐的边缘，而且汽车的污染程

度极高。投票者成功迫使心有不甘的汽

车制造商注重座椅安全带、安全内饰和

污染控制。每一次的立法胜利都促使汽

车工程师和设计者回到制图板前，设计

出相应的技术解决办法。这个过程周而

复始，技术不断发展，将价值观转化成

现实。这种技术进步终结了行为悖论中

所描述的循环：一报还一报。

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对自然界所

做的事情也会作用于自身。技术对社会

组织进行协调和塑造，社会组织又反

过来协调并塑造技术。这种效果就像

埃舍尔的《互绘的双手》一样。这幅作

品展示的是两只手各握一支铅笔，并描

绘着对方。这位绘画者在被画的同时

也在绘画。

道格拉斯·霍夫斯塔特将其称为

一种怪圈或环绕的螺旋。这个环形圈

很奇怪，因为当它重新回到自己身上

时，它颠覆了其弧线的含意。作用者和

对象的层次结构彼此缠绕，因为位于

顶部的作用者也是作用的对象，因此它

也位于底部。尽管看来奇怪而缠绕，但

在一个技术社会中，这就是生活的矛

盾形式。

我们能够建造一种技术的政治学

来顺应这种史无前例的状况吗？对于

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通过描绘技术发

展的手绘行动来予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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