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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从媒介生态学的视角论证了技术不可能是中性的ꎬ因为技术是一种变化

形式ꎬ而且具有基于其物质和方法之性能的固有偏向(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ｂｉａｓ)ꎮ 同时ꎬ正如一种

技巧、一个说明、一种软件ꎬ或者一个诀窍一样ꎬ技术的应用是其本身所具有的一种内在

属性ꎻ此外ꎬ技术的固有偏向不可能简单化为设计者的意图ꎬ恰如创新总是会出现不可

预料的、不必要的、令人不悦的结果那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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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技术

当我们思考关于技术是否是中性的争论时ꎬ我认为ꎬ重要的是要记住技术与中性这两个关键性术语

是比较抽象的ꎬ分歧不仅仅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任何实质性差异有关系ꎬ而且与我们对这两个术

语所下定义或根本就不下定义的两种方法有着更大的关系ꎮ 正如尼尔波兹曼(Ｎｅｉｌ Ｐｏｓｔｍａｎ)指出的ꎬ
我们所使用的定义、伴随着这些定义的比喻ꎬ以及作为这些定义之基础的问题ꎬ其本身就是强有力的技

术ꎮ①从媒介生态学的视角出发ꎬ我们可以不仅仅把技术视为小配件、机械ꎬ以及工具和器具ꎬ②它是包含

技巧、系统和技能、语言与符号系统、编码与传播模式、人们互相分享讯息以及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媒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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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装配流水线就是一种技巧ꎬ一种即便不与任何单一的实物联合ꎬ也能够用于多种多样背景的技巧ꎻ
字母是一种能够使用于许多不同物质与设备的符号系统ꎻ诸如此类的还有打字机或电脑键盘、笔与纸、
绘画作品与帆布、凿子与石头、棍子与沙滩ꎬ或者就是简单地用手指在空中描摹字母ꎮ 总而言之ꎬ我们最

好把技术理解为一种手段、一种方法或一种途径ꎬ正如行动是如何进行的、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变化是如

何出现的ꎬ等等ꎮ
我们通常把技术置于生物的对立面ꎬ将其视为人工制造ꎬ致使其与自然物质形成对照ꎬ然而ꎬ马歇

尔麦克卢汉却解释说ꎬ技术是生物存在的延伸ꎬ是身体与环境之间的中介①ꎮ 此外ꎬ虽然技术常常被认

为是一种明显的人为之事ꎬ但是动物也使用技术ꎬ而且这一点现在已经非常清楚ꎮ 例如:黑猩猩使用小

棍采集并吃掉蚂蚁ꎬ海豚在海底使用海绵收集食物ꎬ有人还观察到水獭使用岩石用力打开贝壳ꎬ一些鸟

类能够把木块用作工具ꎬ甚至改变木块的形状ꎬ使其使用起来更加有效ꎮ 即便如此ꎬ这一切与下面的现

象相比还会变得黯然失色ꎬ诸如:鸟类及其他动物所建窝巢的复杂程度ꎬ海狸所建水坝、小屋以及运河系

统ꎬ还有蚂蚁、白蚁、蜜蜂和其他昆虫类动物所筑的蜂巢、生物丘(ｍｏｕｎｄｓ)ꎬ以及它们所建造的诸如此类

的住处ꎮ 技巧(Ａｒｔｉｆｉｃｅ)是大自然的一部分ꎬ虽然动物行为被认为是一种本能ꎬ然而当人类遇到威胁时

要拿起一根棍子或一块石头的冲动同样也可以说是一种本能ꎮ 人类有一种语言本能ꎬ我认为ꎬ假定我们

对技术的使用ꎬ是作为一种生物物种生存的本能(而且二者是两种不可能完全分开的现象)ꎬ那么也可

以说我们具有的是一种技术本能ꎮ

二、技术与变化

变化是技术的固有属性ꎬ生物也是一样ꎮ 生命现象是以诸如生长、发展、新陈代谢、繁殖ꎬ以及对环

境的响应能力之特征来区分的ꎮ 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具有内在变化的特性ꎬ在某种程度上也都具有产

生外在变化的功能ꎬ它们通过吸收能量和各种元素ꎬ释放排泄物(例如:植物对大气的影响)ꎬ再造环境

并栖息于环境ꎬ以及借助其居住、生长和活动的空间等对其周围的环境进行修改ꎮ 技术ꎬ作为生物进程

的一种延伸与延续ꎬ实际上就是生物修改环境和自身之过程的一种延伸ꎮ
如果技术导致变化ꎬ而且变化不是中性的(ｎｅｕｔｒａｌ)ꎬ那么技术也就不是中性的ꎮ 这里假定把中立性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定义为停滞ꎬ但是也有可能从价值的角度对技术进行定义ꎮ 例如ꎬ考虑一下下面这个问题:
技术是好还是坏? 在这样一种高度抽象的层面上ꎬ这一问题可能几乎是毫无意义的ꎬ而且可能会出现一

种“既不好也不坏”的答案ꎮ 但是ꎬ如果我们重新构架这一问题ꎬ如:一种特定技术有可能受制于一定道

德或伦理制度的价值评定吗? 情况又会怎么样呢? 显然答案是肯定的ꎬ如果我们理解我们是在按照一

种特定的评价体系进行评价ꎬ我们就会得出明确的结论ꎮ 例如:如果我们认为生命是一切事物的最高价

值ꎬ而且任何暴力都令人厌恶ꎬ那么就很容易判定战争所使用的任何武器与技术都是邪恶的ꎮ 如果我们

相信只有上帝才有能力化解给我们带来灾祸的邪恶ꎬ那么我们不是就有可能推断医疗和医疗技术也是

罪孽深重的吗? 如果我们遵循这种严格的警告ꎬ从而不再制造任何一种偶像(ｇｒａｖｅｎ ｉｍａｇｅ)ꎬ那么我们

怎样才能避免得出像视觉艺术是亵渎神灵这样的结论呢? 请注意ꎬ我并不提倡这些观点中的任何一种ꎬ
我仅仅是希望能提醒人们注意:只要人们接受了这种特定的道德或伦理体系ꎬ这样的判断就是有可能

的ꎮ 只要你接受了道德或伦理的相对主义观点ꎬ于是中立性就居于这种观点之中ꎬ而不是存在于技术现

象之中ꎮ
但是ꎬ即便我们把道德和伦理问题置于一边ꎬ我们仍然有可能通过考虑技术的功能对技术变化的价

值进行评价ꎮ 变化促成个体的生存吗? 变化促成整个人类的生存吗? 变化促成人类生态系统的生存

吗? 变化能帮助我们建立经济可持续发展吗? 变化能改善我们的生活条件吗? 变化会导致走向更加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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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性的演变吗? 简而言之ꎬ变化是功能性的还是功能失调性的? 不可否认ꎬ这样的评价可能是难以操作

的ꎬ答案是不完整的ꎬ是试验性的ꎬ但是这并不能阻止我们进行尝试ꎮ 即便我们对答案永远都没有把握ꎬ
也不会改变这样一种潜在的事实ꎬ即技术变化无论是从正面还是反面已经改变了我们的世界ꎮ

三、技术的偏向

从价值的角度对变化进行定义时ꎬ没有必要把事情归结为二值取向( ｔｗｏ￣ｖａｌｕｅｄ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ꎮ 除了

考虑善与恶、有害与有益ꎬ或者功能与功能失调之外ꎬ我们还可以把特定技术的固有偏向分析为一种定

性现象而非定量现象ꎮ 以地面上的一块石头为例ꎮ 石头具有某些物理特性ꎬ诸如重量和密度ꎬ使其有别

于环境中的其他部分ꎬ但是石头躺在地面上就不可能被认为是一种技术ꎬ而且确切地说有可能被认为是

完全属于中性的ꎮ 现在我走过来ꎬ捡起这块石头ꎬ把它扔出去ꎮ 在这样做的过程中ꎬ我已经把石头转化

为一种技术ꎬ把其称之为扔石的技术(或技巧)ꎮ 而且作为一种技术ꎬ石头现在是有偏向的ꎬ就是用有效

的力量撞击某种东西ꎬ潜在地就有可能造成明显的损坏ꎮ 情况也可能是这样:我把石头扔进一片开阔的

田野ꎬ石头落在地面时并未造成任何的危害ꎬ但是这并不改变扔石头的固有偏向ꎮ 不管石头是落入海

洋ꎬ还是击碎窗户、撞死飞行中的一只鸟ꎬ或者击裂另一个人的头盖骨ꎬ这种技术的偏向是保持不变的ꎮ
这种偏向是不会按照我们的意图发生改变的ꎬ不管情况是我在努力击中某人但却未能如愿ꎬ还是我完全

是意外地击中了某人ꎮ 在石头加上扔的行为这一整个事件的性质中ꎬ以及在扔石头的技巧中ꎬ这种偏向

是固有的ꎬ而且可以与扔鸡蛋之行为的固有偏向形成对比(例如:损毁与弄乱、伤害与侮辱ꎬ等等)ꎮ
我们可以用类似的观点看待枪支这种技术ꎬ不管我们是把枪支用于战争、狩猎、谋杀、射击训练、威

胁别人ꎬ或者阻止威胁ꎬ枪支的偏向性都是有助于暴力行为的ꎮ 枪支这种技术有助于暴力ꎬ这也是枪支

曾经被称之为伟大均衡器(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ｅｑｕａｌｉｚｅｒ)的原因ꎬ在此ꎬ枪支在废弃诸如拿盾牌和穿盔甲等老式防

御措施以及与此有关联的战斗模式的同时ꎬ也已经削减或者说消除了体力、体积和重量以及战斗技巧的

重要性ꎮ 枪支的存在并不是说枪支就一定会被使用ꎬ但是据统计数字显示ꎬ当你把枪支带回家时ꎬ非正

常死亡、自杀以及过失杀人的几率都会明显增加ꎮ 当然ꎬ在美国ꎬ步枪协会坚持认为枪不杀人ꎬ人才杀人

(ｇｕｎｓ ｄｏｎ’ｔ ｋｉｌｌ ｐｅｏｐｌｅꎬ ｐｅｏｐｌｅ ｄｏ)ꎮ 这就是说步枪协会是技术没有固有偏向并且具有完全中立性之观

点最直言不讳的倡导者ꎮ 他们的观点既是哲学观点又是政治观点ꎬ他们支持第二修正案ꎬ反对控制枪

支———的确ꎬ技术是否是中性的这一问题对于国家政策与法律具有深远的意义ꎮ 但是ꎬ对我们来说重要

的一点是:不管怎样使用枪支ꎬ枪支的暴力偏向都是存在的ꎬ这也是法律为何要求设置特许、注册等制

度ꎬ从而作为控制和限制枪支使用的依据ꎮ 即便你展示一把枪ꎬ偏向性也是存在的ꎬ除非你使其失去功

能ꎬ例如你把枪管里填满水泥ꎬ但是ꎬ如果是这样ꎬ就有必要问一问填满水泥的这把枪是否属同一种技

术ꎬ还是已经转变成了其他某种东西(例如一种装饰物或装饰品)ꎮ
现在ꎬ如果以核武器作为进一步说明的例子ꎬ对此类技术的固有偏向究竟是什么ꎬ还会有人存有质

疑吗? 个人意图或者文化特异性会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改变该偏向吗? 炸弹最好应该描写成中性的

吗? 还是仅仅炸弹本身的出现就增加了人类活动的风险ꎬ以至于我们面临着必须———用巴克敏斯特
富勒(Ｂｕｃｋｍｉｎｓｔｅｒ Ｆｕｌｌｅｒ)的话说———在«乌托邦或遗忘»(ｕｔｏｐｉａ ｏｒ ｏｂｌｉｖｉｏｎ)之间做出选择?①

四、作为技术的应用

技术制品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使用ꎬ但是可以使用的范围受到仪器材料特性的限制ꎮ 你不可能

把微波炉用于物流运输ꎬ你也不可能用听诊器看电影ꎬ你更不可能用打字机做心脏直视手术(ｏｐｅｎ ｈｅａ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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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ｒｇｅｒｙ)ꎮ 而且从更深一层说ꎬ有时在可能使用范围之内的一些应用ꎬ是如此地走向极端以至于从本质

上彻底否定了该技术ꎮ 如果我把我的电脑用作一种门挡之物ꎬ它还是电脑技术吗? 如果我把我的电视

机从房间的窗户扔出去ꎬ这还算是对电视技术的使用吗? 当我们把钟表送给一个对看时间一无所知的

部落人群时ꎬ钟表是一种计时技术ꎬ还是只不过是一件装饰品? 当我们把技术制品置于明显不同的用处

时ꎬ这一过程被称之为再发明(ｒｅ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ꎬ因为这一客体已经被转化为一种在本质上全新的创新ꎮ 技

术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再发明史ꎬ例如:纺织品就是纸的再发明ꎬ葡萄榨汁装置是印刷机的再

发明ꎬ白炽灯泡是真空管的再发明ꎮ
技术是中性的ꎬ重要的是使用技术时所采用的方法ꎬ如此说辞是毫无意义的ꎬ因为具体到某物如何

使用ꎬ这本身属于使某物成为一种技术的一个组成部分ꎮ 可以把这部分称之为技巧ꎬ或者说明ꎬ或者软

件ꎬ甚至称之为诀窍ꎬ但是一种工具或者一台机器ꎬ在被使用之前只不过就是一个呆滞的客体ꎮ 使用才

是技术的本质部分———的确ꎬ如果没有设备ꎬ你还可以以纯技术的形式使用ꎬ但是你不可以有设备而不

使用它们(除非这些设备已经成为摆设)ꎮ 作为技术的一个方面ꎬ使用不是中性的ꎬ是有偏向的ꎮ 马

克吐温曾经幽默地嘲弄到ꎬ当你手里有一把锤子时ꎬ世界上的一切看上去都像钉子ꎮ 锤子就是为击打

东西而制作出来的ꎬ正如麦克卢汉常常描述的①ꎬ锤子就是人类拳头的延伸ꎬ这种工具的物理特性就偏

向于这个方向ꎬ而且这是锤子的通常用法ꎮ 总之ꎬ锤子的偏向就是重击ꎮ 这就是麦克卢汉陈述媒介即讯

息(ｔｈｅ ｍｅｄｉｕｍ ｉｓ ｔｈｅ ｍｅｓｓａｇｅ)时所表达的意思ꎮ 例如:电灯可以用于读书ꎬ或者照亮夜间的街道ꎬ使没

有窗户的办公室变得明亮ꎬ突显指示牌上的话语ꎬ或者把动态影像投射到屏幕上ꎬ牙科检查是将光线射

入口腔ꎬ甚或用作一种装饰ꎮ 但是ꎬ上述所有这些不同的用处ꎬ就电灯本身所产生的影响而言ꎬ在意义上

是微不足道的ꎬ因为作为一种媒介与技术ꎬ电灯已经完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工作与玩耍的方式以

及我们的建筑风格与城市规划ꎮ 电灯的偏向已经取消了白天与黑夜之间的差异ꎬ使我们越来越多地走

入每周 ７ 天每天 ２４ 小时ꎬ或者一年 ３６５ 天每周 ７ 天每天 ２４ 小时的社会模式ꎮ 沿着相同的思路ꎬ电视是

用来播放新闻、体育赛事ꎬ还是系列幽默剧ꎬ其意义也没有用于以下所有目标ꎬ以及更多方面意义重大ꎮ
例如:创造一个共享信息的环境与文化ꎬ使其达到一种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ꎬ强调传播我们以前

从未体验过的视觉影像ꎮ 当麦克卢汉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和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第一次提出媒介的偏向改变

人类的神经系统时ꎬ还没有科学依据支持他的深刻见解ꎬ但是最近几年已经充分证明:人们在阅读的同

时又时刻关注电子设备ꎬ不受任何内容的支配ꎬ这对大脑的活动方式具有重大而且持久的影响ꎮ 难道对

技术不是中性的这一论点还有比此更好的支持吗?

五、人类自由与有限的控制

在西方文化中ꎬ自由是最高价值ꎬ因此对人们的活动自由进行限制的建议总是遭遇到否定与敌意ꎮ
于是ꎬ我们就发现自己总是断言我们能够掌控技术ꎬ这一点非常类似于酗酒者总是声称自己随时能够戒

酒一样ꎮ 因此ꎬ说到电视我们会说ꎬ如果你不喜欢正在看的内容ꎬ你可以换频道ꎬ甚或把它直接关掉ꎮ 我

们确实拥有这些选择ꎬ而且甚至我们可以选择把电视机扔掉ꎬ或者从一开始就不买它ꎮ 是的ꎬ我拥有一

种控制措施ꎬ对此没有人会提出质疑ꎮ 但是ꎬ我却无法选择生活在一个没有电视的世界里ꎮ 我还可以永

不登机ꎬ但是我却不能选择生活在一个没有飞机从头顶上空飞过的世界里ꎬ我也不能选择生活在没有炼

油厂、核电站ꎬ甚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世界里ꎮ 我可以与社会格格不入ꎬ我可以逆社会潮流ꎬ而且我还

可以向风中吐口水ꎬ其结果各不相同ꎮ 然而ꎬ无论我走到哪里ꎬ无论我做什么ꎬ我的个人自由都会受到严

格的限制ꎬ这都是由于我所生活的技术环境ꎬ而且它涵盖了整个世界ꎮ
技术的使用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技术设计的一种功能ꎬ因此ꎬ对它的控制措施取决于技术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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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发明者和制造者ꎮ 但是ꎬ发明者和科学家们都是典型的梦游病患者ꎬ正如亚瑟库斯勒(Ａｒｔｈｕｒ
Ｋｏｅｓｔｌｅｒ)所表述的ꎬ他们并不真正理解他们所做发现的真正意义或影响①ꎮ 况且ꎬ不管一种新技术的预

期效果是什么ꎬ非预期效应都会随之而来ꎮ 汽车的发明原本是要以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效率从一个地

方到达另一个地方ꎬ但是ꎬ没人会预测到这反而使人们住得离他们的工作场所越来越远ꎬ使他们把时间

花费在乘公交车往返于家庭与工作地的路途上ꎬ这还导致了郊区的大面积扩展和内城区的衰退ꎬ因而出

现了都市向郊区扩张的现象ꎮ 没有人预料到这一新技术赋予妇女、非洲裔美国人ꎬ或年轻人更多的权

利ꎬ而且还改变了人们的结婚仪式ꎮ 没有人预测到内燃机对空气质量的影响ꎬ以及我们还要使风景区的

很多地方铺设成道路、重新调整街道和公路ꎬ以容纳汽车这种新技术ꎬ以及这种技术如何改变我们的经

济运转模式ꎬ进而成为我们依赖外国石油的主要原因ꎬ更没有人预料到每年成千上万的美国居民在与汽

车有关的意外事故中失去生命ꎮ
在医药方面ꎬ当我们讲到意料之外的或不希望的效果时ꎬ我们往往委婉地将其称之为副作用(ｓｉｄ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ꎮ 我们都知道如果副作用把你杀死ꎬ或者使你比以前病得更重ꎬ那么这些副作用就是唯一要紧

的作用ꎬ即便这些副作用不是很严重ꎬ它们仍然是真实的效应②ꎮ 如果我们不能把满足需要的作用与不

受欢迎的作用分开ꎬ那么我们总是要为技术付出代价ꎬ为我们可能会得到的好处付出代价ꎮ 对于一种创

新ꎬ总是有人会注定获利而另一些人则更多的是失去ꎮ 准确地说ꎬ我们可以进行某种成本效益分析ꎬ但
问题是技术的作用会依次导致第二效应ꎬ继而第二效应还会导致第三效应ꎬ如此等等一连串的间接效

应ꎮ 而且ꎬ把一种新技术引入一种复合的、互相依赖的社会体系ꎬ而效应在性质上是生态的ꎬ于是就会潜

在地从整体上改变这一社会体系ꎮ 由于这个原因ꎬ伴随预期效应而来的总是会有一些非预期效应ꎬ就是

说我们对新发明的结果永远都不是完全有把握ꎮ 这还意味着发明者、设计者和生产者也不能控制技术ꎮ
当新技术被引入使用时ꎬ他们不知道新技术的偏向可能是什么ꎬ也不知道由于新技术的应用接着会出现

什么变化ꎬ这当然就是采用新的创新技术时要十分小心谨慎的原因之所在ꎬ但是ꎬ我们当然还是要以我

们能够对技术施以一定形式的控制为先决条件ꎮ
准确地说ꎬ集体的我们会比个体的我们更有力量ꎮ 有一些关于技术的决定ꎬ就是以集体选择的形式

做出来的ꎬ尽管没有必要以真正民主的形式ꎮ 因此ꎬ即便一个国家可以决定不使用核动力ꎬ但是ꎬ其他国

家仍然可以不做同样的决定ꎬ然而任何核灾难的发生ꎬ正如近期在日本所发生的ꎬ将不会仅仅局限于哪

一个国家的边境线之内ꎮ 每一个国家可能都会同意禁止核武器ꎬ但同时我们也知道总是会有妖怪走出

瓶子ꎮ 例如:面对广泛的抗议与讽刺ꎬ当然也有理解ꎬ乔治Ｗ布什总统还是尽力地要对干细胞的研

究设置限制ꎬ但是即便美国要禁止此类技术ꎬ诸如法国之类的其他国家也将会继续他们在这方面的开

发ꎮ 竞争使得拒绝技术是很困难的ꎬ错综复杂的事物都是一样ꎮ 正如我们都知道燃烧矿物质燃料是在

破坏环境ꎬ而且潜在地有可能使地球变得不适合人类居住ꎬ但是矿物质燃料的使用ꎬ牵涉到我们巨大而

又相互依赖之技术系统的许多方面ꎬ以至于我们不可能消除这一连串的技术ꎬ而不以灾难性的后果拆解

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ꎮ 况且ꎬ我们根本也不可能从这些方面去思考ꎮ 准确地说ꎬ正如雅克埃吕尔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Ｅｌｌｕｌ)所表示的ꎬ在处理某一特定技术不可避免地要引出的问题时ꎬ我们往往是极力通过发明

和使用更多的技术未解决ꎬ这样下去ꎬ技术系统就会按几何级数进行扩张ꎬ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ꎬ这实质

上会成为自发的行为ꎮ③ 这一切的出现ꎬ不是因为我们不能控制技术ꎬ而是因为我们已经放弃了我们对

技术以及技术指令的控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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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技术至上主义的稻草人

埃吕尔解释说ꎬ技术不等于机械ꎬ而是要找到达到既定目标的最有效的方法ꎮ 在把人的能动性屈从

于技术的过程中ꎬ效率成了唯一普遍认同的价值ꎮ 例如:如果你要挽救热带雨林ꎬ你会心悦诚服地感到

保护生态系统本身就是一种善事ꎬ或者生态系统应该处于安全状态ꎬ因为它是上帝创造的ꎻ取而代之ꎬ我
们也会认为生态系统是一座有效的氧气制造厂ꎬ以及新型药物制造的有效实验室ꎮ 效率是所有技术的

潜在偏向ꎬ即作为整体技术的潜在偏向ꎮ 从埃吕尔的观点看ꎬ我们很难想象出一种方法走出我们目前的

技术社会或技术垄断ꎬ用波兹曼的话来说ꎬ除非有一场把整个生态系统分解掉的大灾难ꎮ①

那些认为技术是中性的人们ꎬ通常成为技术至上主义的稻草人ꎮ 对技术处于我们的掌控之中这一

观点ꎬ没有人会提出质疑ꎬ除非到了我们乐于把控制权交于技术指令的地步ꎬ并且发现我们自己处于我

们自己制造的陷阱之中ꎮ 但是我认为ꎬ想象我们完全能够控制环境ꎬ不管是个体还是集体ꎬ只能是一种

狂妄自大ꎮ 我们把新技术引入社会体系ꎬ可是ꎬ我们却不能完全预料或预知变化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ꎮ
我们处于与技术的动态关系之中ꎬ技术反馈到我们ꎬ而且改变我们ꎮ 正如约翰卡尔金(Ｊｏｈｎ Ｃｕｌｋｉｎ)所
表述的ꎬ“我们塑造工具ꎬ此后工具塑造我们”②ꎮ 我们既非完全控制ꎬ也非完全失去控制ꎬ我们在二者之

间的灰色地带行使职责ꎮ 如果希望提高我们对技术的控制点ꎬ那么就需要培育一种对人类发明与创造

的反省与批判方法ꎬ乐于对某一特定创新的必要性提出质疑ꎬ质疑可能付出什么样的代价ꎬ这一代价是

否超过换来的收益ꎬ还要记住ꎬ我们将不可能预期由于技术的引入带来的一切后果ꎮ 因此ꎬ我们需要从

一开始就理解技术的性质ꎬ要认识到技术的实质并不是中性的实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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