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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玩”的技术哲学

The Technological Philosophy of Gadgets

　　作者简介：王小伟(1985- )，男，安徽淮南人，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

向为技术哲学，道德哲学。北京 100872

　　原发信息：《洛阳师范学院学报》第20191期

　　内容提要：技术哲学这一概念很新，但其讨论常忽视最新的技术现象，“酷玩”(gadget)这一技

术现象就在此列。伯格曼认为，现代社会面临着“装置范式”的挑战，作为装置的技术将技术活动自

动化、背景化，继而使人脱离同真实世界的身体性和社会性的互动，人和物的关系从生存关系被异化

为消费关系。而酷玩作为一种特别的装置却邀请人们去拆开、重装、升级和改造它。当人们摆弄新潮

数码产品时，这种酷玩现象揭示了人和物玩耍的创造关系。对这种关系的进一步讨论，将加深我们对

人作为一种技术实践存在者的理解和认识。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is a rather new concept,but its discussion often

overlooks the latest technological phenomenon,among which is "gadget".Bergman

believes that modern society is faced with the challenge of "device paradigm".As a

device,technology will automate the background of technical activities,and then

separates people from the physical and social interaction with the real world,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objects is transformed from survival to

consumption.As a special device,gadget invites people to

disassemble,reinstall,upgrade and transform it.This phenomenon of gadgets reveals

the cre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objects when they play with trendy

digital products.Further discussion of this relationship will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human beings as technical practitioner.

　　 关 键 词 ： 酷 玩 / 装 置 范 式 / 焦 点 事 物 / 创 造 / 技 术 品 /gadget/device paradigm/focus

thing/creation/technologies

　　标题注释：北京师范大学横向课题(240200009)。

 

　　一、背景

　　技术哲学这一概念虽然很新，但其讨论常忽视最新的技术现象，尤其是具体的技术商品的发展和

使用。这使得哲学讨论要么在哲学思路上重复前人的话语，要么变为纯粹技术伦理讨论。现今技术的

使用和发展早已不是海德格尔和法兰克福学派时代的样貌，我们不仅要秉承和发展传统经典讨论，更

要关注新型技术品带来的问题。荷兰学派代表人物佛贝克①率先注意到具体技术人工物的哲学重要

性。[1]1-4他认为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是回溯式的(transcendental)，所讨论的是技术可能性的前

提是什么。[1]100照海氏的看法，现代技术得以发端流行的条件恰恰是一种将一切当作持存的存在方

式。[2]99-113法兰克福学派则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技术进行批判性思考，认为技术的前提是以消

费主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技术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有组织的权力。[3][4]佛贝克认为这

一传统的技术哲学思路有其固有的重要意义，但过于片面，未能给予技术公正评价。他将视角从对技

术前提条件的批判转移到对具体技术品的使用上来，从后现象学的进路研究技术品作为一种中介

(mediation)对人生活经验的影响。他对彩超和MRI的研究帮助我们认识到技术是构成经验的重要组成

部分。佛贝克的思路拓展了技术哲学的视野，使技术哲学的研究能对技术生产实践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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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什么是酷玩

　　佛贝克的研究切近现实，区分了技术前提条件和技术品，但他将技术品一概而论，没能进一步细

致区分。他注意审查日常生活常见的技术(比如微波炉和MRI)，但忽视了正在发生的技术革命。微波

炉和谷歌眼镜的区别不仅在于它们是功能不同的机器，实际上，它们有本质不同。严格讲谷歌眼镜不

能算是“机器”，而是“酷玩”(gadget)。我将gadget这个词翻译为“酷玩”。英文machine，

device，gadget，gizmo，gimmick都可以指涉技术品，但除了机器和装置/设备有中文词对应，其他

均无立等可用之词。酷玩一词来自京东/淘宝商品分类。它称那些新奇的，功能繁多而又不断升级的数

码产品为酷玩。当今时代显然不再是一个机器时代，机器一词无法将工业和信息时代的生活世界区分

开来；而设备装置则更适合描述计算机尤其是前手机时代。真正标志当下生活的是各种物联网产品：

增强/虚拟现实眼镜、不断升级换代的手机，以及不断涌现的新奇小产品②。这些技术产品虽然能够实

现很多功能，但是人们对它们的追捧却不一定仅为了实用功能，而是另有所需。

　　酷玩可以说是一种机器，但从严格意义上说它又不是机器。机器指的是按照一定自然和设计规律

组织在一起，按照预想目的实现能量、运动和力的传输、转换和表达的系统和装置。汽车就是一种典

型的机器。机器一般具备几个特征：第一，它在体积和质量上比较大，虽可给人带来各种便利，但有

笨拙之感。第二，机器往往同齿轮、铰链、发条，继而是机油、煤炭、汽油等联系在一起，是工业时

代的核心词语。在信息时代，机器一词则渐被冷落，因其很难用来描述小巧的数码产品。第三，机器

和主体的互动往往使人联想到一种木偶图景——人们通过搬动闸刀，费力地按下按钮来指挥机器行动

——机器是人肢体的延伸。挖掘机是这种机器的典型代表。另外，人们需要不断地调试机器，锅炉工

人需要不断注视压力表，适当增加、泻放蒸汽。机器一词通常与设备共同使用，二者在很多时候甚至

可以互换。

　　酷玩也是一种设备，但传统的设备概念无法涵盖它的内涵。设备是一种更加复杂智能化的机器。

与机器不同，设备可大可小。另外，在英文用法中，device可以泛指实现特定功能的一切手段。比

如，“写一封公开信是给持不同意见者一个闭嘴信号的传统办法(Writing a public letter is a

traditional devicefor signaling dissent.)”。gadget(酷玩)也是一种为了实现特定功能设计

出来的工具，因此是设备，但它与设备有微妙的区别。第一，gadget一般专指小巧产品，尤其是小巧

的数码产品。最著名的酷玩网站Engadget就由此命名。第二，相较于device，gadget专指那些人们

比较陌生、功能比较模糊的装置。也就是说，gadget给我们带来了一种不确定的关系。第三，device

和machine一般来说是中性词，不会引起强烈的喜憎，带有一种技术中立论的趣味。但gadget对一些

人来说是冗余的、过度的，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有趣味的、有创造力的，因此常被引入价值偏好。

值得注意的是，gadget同gimmick又不同，gimmick专指那些在公共场合被用来吸引注意力的小玩意

儿，但其本身并不具备任何实用功能。或者说，它的功能恰恰就是为了吸引公众注意，红色圆形的小

丑鼻就属这种类型。酷玩显然不是小玩意儿，它本身还具备一些实用功能，尽管它的实用性不能充分

描述它的本质。因此，我们注意到，酷玩实际上是一种特别新颖的技术现象，传统技术哲学的词汇未

能给我们提供必要的资源，这种新的技术现象亟须得到严肃的哲学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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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玩”的技术哲学

　　三、伯格曼的装置范式

　　我将首先扼要地介绍伯格曼的装置范式理论，继而通过对伯格曼的批判和重建来讨论酷玩技术哲

学的基本思路。伯格曼创造性地提出了生活世界装置化的概念，探讨了设备装置的本质，揭示了装置

化的生活方式，同时他在最新著作中着重反思了信息数码设备对人的影响。伯格曼的装置范式及其对

世界数码化的批判为理解酷玩现象提供了抓手。

　　伯格曼将生活世界中的物区分为装置和焦点事物(focal things)。[5]4焦点事物有两方面内

涵：一是该事物的实践活动需要我们付出巨大的精力；二是即使事功完成，我们还要在其发挥的功能

上继续投入精力。传统欧洲家庭所用的取暖壁炉在伯格曼看来就是一种焦点事物。壁炉的功能是为了

取暖，为了实现该目的，人们需要花费巨大的时间和精力去伐木、劈柴、堆垒、引燃……这一系列活

动在传统生活中可能要耗费大半天的时间。当柴火点燃，壁炉燃烧后，人们将会慵懒地坐在炉边，不

仅享用温暖而且观赏炉火，壁炉成为组织生活的重要焦点。[5]41伯格曼的焦点事物具备几个特点：

第一，它本身不易获得，需要我们付出精力，围绕这一事物来组织生活；第二，焦点事物成就于它所

处的情境。例如，用壁炉取暖不仅仅意味着点燃壁炉，“温暖的壁炉”本身预设着砍柴、引燃等一系

列情境。经过艰辛劳作后获得的使用，实际上使主体与物的关系超越了纯粹的使用-消费关系，人们对

焦点事物不仅限于使用，而是借此生活着。因此，主客关系不再是一种二元论的工具理性关系，而是

一种主客交融的存在关系。又如奔跑，奔跑并非要实现奔跑之外的目的，而是完全倾注于它自身。奔

跑不把主体从他的环境中隔离出去进而沦为一种反思认知活动，奔跑是奔跑者、路程、周遭交融为一

的生存活动。[5]196-210

　　相较于这种焦点实践，伯格曼认为现代社会最大的技术特征就是把一切质朴的技术进一步装置

化，进而带来一种装置范式。所谓装置范式，无非就是自动化、小巧化，继而背景化。[5]40-48一旦

技术被装置化，装置就会使得原先围绕技术物的人事被省略掉。装置将一切操劳割除，甚至将复杂的

传动和齿轮封闭在外壳里，使得它们能够被轻易地挂在一堵墙上、嵌入一个系统里，悄无声息地实现

自身的功能，排斥人对它的凝视。在伯格曼看来，装置最大的功能在于它的减负特征，使人摆脱了繁

忙状态。但他认为减负功能减得太多，恰恰减掉了构成人的生活世界的核心内容，即焦点事物的交互

性的角色(engaging role)。这种角色制造了一种关系场域，在此场域中人和焦点事物发生了互动，

制造了生存意义。装置却将这种交互性角色还原成一种纯粹的技术功能。当你打开燃气暖气时，只需

要轻轻扭动暖气片上的旋钮，温暖就会以纯粹商品形式被提供。因此，自动化技术使得淳朴技术活动

沦为商品(commodities)，事物本身不再以焦点呈现(comandingpresence，这里指的无非是事物对人

提出了需要特别关注的要求)，而是被立等可取的有用性所取代，事物蜕化为物。更具体地说，伯格曼

认为当代的信息技术产品(例如CD机)制造了从自然和文化现实中汲取意义的虚拟的现实。这种倾向不

断加强，以致虚拟现实可能淹没(overflow)甚至窒息(suffocate)自然和文化现实，进而剥夺人丰富

的生存意义，即一种实现③关系。从伯格曼意义上讲，实现的才是现实的，而消费的则不是。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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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玩”的技术哲学

　　四、酷玩的技术哲学

　　我们注意到酷玩并非成熟的装置，我们常常要打开、改装、升级它。我们同酷玩的关系也不一定

是简单的消费关系，而是一种拨弄关系。以谷歌眼镜为例，虽其广告兜售多种功能，而实际上所有功

能都可通过手机来实现。考虑到其实属草创，小错(bug)不断，在具体功能方面，它很可能不如传统

装置完成得好。装置之所以能够成为背景，不引起人的凝视，恰恰是因为其可靠性。酷玩虽然宣称自

己有各种炫目的功能，但人们默认这些功能或是冗余、不实用的，或是不可靠的。尽管如此，人们仍

然强烈渴望拥有它。但购买者并不是为了消费它的功能，将其丢入背景，进而放弃对它的凝视。严格

地说人们并不是简单的消费者，他们购买酷玩是为了玩，而不仅是为了用。因此，装置范式和消费关

系不能立即用来批判酷玩。

　　玩和用之间有诸多分别。用包含三个要素：主体、物以及联系这两者的工具理性。物本身不具备

内在价值，仅有着实现主体意图的工具价值。使用关系要求装置作为工具是顺手、有效、可靠的，也

就是说，它的使用要最大程度吻合主体的实践直觉，人们不需经过特殊培训就能自然而然地使用。它

能够重复并准确地实现主体的意图，意味着好装置不需要我们不断维护和矫正。在此逻辑下，装置通

常有封闭的外壳以减少不必要的关注；装置的工作界面往往设计了简单易操作的按钮，甚至能通过触

摸完成操作，以便吻合基本的实践直觉。总而言之，在使用关系中，物必须最优化资源以便高效地实

现人的目的，因此它们的功能往往比较单一。

　　玩的结构也包含主体和物，但是它们的关系不是工具关系，而负载了存在论的生活内涵。回到奔

跑的例子，马拉松比赛和马拉松送信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是“用”跑步来传递信息，而前者的奔

跑则是一种游玩，它自身指向生活现实。因此主体不是因为什么而跑了过来，而是主体“在”跑步

(Theagent is running.)。可见，酷玩与伯格曼的焦点行为有异同。焦点行为和玩本身都要求主客

通过体验(expirence)高度融合，进而存在着。在这一点上，一些焦点行为也可以是玩。比如伯格曼

常用的跑步和烹饪例子，既是焦点行为也可以认为是玩。但显然并不是所有的焦点行为都是玩。伐木

来生火对于劳动者来说谈不上是玩，无非是一种生活现实，甚至是一种迫不得已。只有当这种生活转

变为农家乐时，它才从焦点活动走向玩。在此过程中，并非劳作的辛苦和回报的喜悦程度区分了玩和

焦点事物，而是一种特定的生活观决定了活动的性质。农家乐可能异常辛苦，由于并非自己的生活常

态，其辛苦程度甚至超过农民，但因为它仅仅是暂时的，因此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焦点事物。同样

地，假如有一台异常笨拙的家用暖气设备，每次使用虽然不用劈柴，但需要持续不断地关注压力变

化，开合阀门，使得人们异常辛劳，它仍然不是焦点活动。可见所谓焦点并不是关键，而是什么样的

事物成为焦点才是伯格曼理论的关键。在他看来，恰恰是生活中的自然和文化现实才是重要的焦点。

可见，伯格曼对焦点活动强调了一种他认为重要的生存方式，即淳朴勤劳的百姓人生。这种人生并不

拒斥一切技术，但排斥装置。它重视人与自然和文化环境的互动，尤其强调亲手劳作，他将清苦的劳

作非但不看成命运加诸人不必要的负担，而是看成人生的根本现实。我们将这种态度称为基督教式的

——只有辛勤劳作，才得果腹以配享人生。人就是劳碌者。

　　酷玩并不分享这种人生态度。所谓玩，就是主体把本用来投入在工具行为中的资源暂时用来做有

内在目的的事。决定玩的是主体的态度，不是活动本身。[8]17-18玩虽然可能认真艰苦，但主体可以

将其看成不严肃的。严肃的态度常常与社会角色有关，一个人异常严肃地打球，我们称之为训练，他

需要为团队荣誉而战。而当人完全从他人的压力下解脱出来时，他既可随性挥拍，也可追求卓越，重

要的是他感觉不到严肃带来的压力，不为了外在的目的而战，而是为打球而打球。同时，玩往往是个

人化的，常常不将自然和文化现实作为焦点，而是将个人体验作为焦点，强调好奇心和个人荣誉的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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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另外，主体在玩耍活动中必须保持充分的自由。玩耍只在那些可以玩耍也可以不玩耍的情况下才

有意义，否则就是一项职业或者生活常态。也就是说，玩是主体选择的暂时状态，他在这种状态中充

分地投入，但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停止。

　　当我们拨弄手中的最新款的手机时，手机的通话传信功能既可以是关注的焦点，也可以不是。很

多人可以买一部简单通话手机的同时，随时摆弄一部最新款的智能手机。这里有两种情况：第一，他

仍然把手机当作工具，用来实现其他功能，比如游戏。这时，手机对他而言并不是一个酷玩，仍然是

一个工具。他仍然把手机的CPU、内存、屏幕、软件等资源用来实现特定的实践目的，而并未将其表

现理解为有内在趣味的。另一种情况是，主体不断地打开或关闭不同应用，不断地点控交互界面，对

出现的闪跳、卡顿等小错误抱着好奇的兴趣，刷机、升级、破解、拆解、编程乃至改装手机来体验不

稳定但却很新鲜的触控和功能。这时候，主体的兴趣不在于任何一项具体功能，而在手机本身。他将

手机的硬件和软件资源不再工具化，而是暂时、自由地用于自身。操持这种酷玩态度的人叫“发烧

友”(fancier)。以往这种发烧态度仅是很小一部分人的趣味，但今天渐渐成为一种大众趣味。正

如“小米”这一生产手机和各种酷玩电子设备的公司Logo所宣称的那样，“小米，为发烧而生”。发

烧作为一种特定的技术哲学现象预设了主体特定的能动性(agency)，这种能动性将技术品并非单纯地

看作工具而是酷玩。

　　虽然玩是由态度决定的，但这种态度却不单单是主体自决的。在实践中，什么情况下玩取决于环

境如何建构人的心理情境。一个骑车上班的人很少会觉得自行车有什么好玩，但当他走进达达主义艺

术馆面对杜尚的自行车轮时，他则可以赏玩。因此，虽然决定玩的是主体的态度，但主体的态度却又

受到物和所处环境的说服。酷玩产品是可玩的，因为它们的功能和操作是丰富的，它们是可以升级

的，是陌生的和不稳定的。这种可玩性一旦同酷玩态度的主体性结合起来时，我们看到了作为一种开

放性的丰富性、一种本体论的升级和一种重要价值的不确定性。这将帮助我们理解酷玩的技术哲学内

涵。

　　(一)作为一种开放性的丰富性

　　酷玩的可玩性之一是它的丰富性。丰富性有三种。一是工程师在设计中植入了很多功能。但是装

置本身是封闭的，因此功能的丰富性是静止的，可还原为数量上的多。一把瑞士军刀，可砍、可撬、

可钻，但丰富性到此为止，很难再用它来做别的。第二种丰富是一种平台特性，即装置本身仅仅作为

一种开发、承载乃至呈现的平台，具体的功能则留给开发者和用户。手机的应用商店和开发者软体实

际上丰富了其功能。这种丰富性的本质不再是数量，而是开放性。即使某手机的平台运营之初仅有几

个应用上线，但我们仍可称其为丰富的。第三，丰富性可以是一种可塑性(malability)。当乔布斯和

沃尼扎克在车库里摆弄各种电子元件时，他们并没有对某种零件和装置有功能性理解。那时候人们还

不知道什么是键盘，计算机是否需要一个屏幕等。他们将各种零件和装置进行改造，这些小设备本身

也有相当程度的可塑性，这种可塑性构造了一种功能的丰富性。可见，酷玩的丰富性主要是指后两种

意义上的丰富。这两种丰富性与数量丰富性的根本不同在于后者追求的不是具体功能，它指向的不是

使用，而是摆弄，它也没有想通过摆弄把任何物当作持存来使用，它沉溺于装置自身的丰富，达到忘

我的状态。酷玩揭示了人将物的丰富性看成开放性和可塑性并因此生活在这样一种物我关系中的生存

境遇。

　　(二)作为物的本体论的升级

　　在这种特定的丰富性基础上，主体不再对人工物抱着一种封闭静止的态度，而是假设了一种物的

本体论立场，即技术品应该是可升级的。这意味着技术品无需一开始就完美，工程师不需要在其中一

次性通过设计固定自己的意向性，并通过功能实现出来。传统人工物的功能实现很大程度上受物理工

程所决定，而对功能的完善则完全取决于其物理结构和工程设计的调整。刀的利刃和温和的柄提示人

们它可以用来切割，当它变钝时，人们则考虑磨刀。酷玩技术品则是软硬件的整合，每一个单独的物

理元件本身都与它最终实现的功能相去甚远。一块黑板和苹果手机显示屏的区别不仅在于它们只是不

同的显像方式，后者是一块触摸互动的交互界面，是软硬件和人在一块康宁玻璃上的复杂整体性活

动。当一个人攒一台手机时，他常常更换和升级软硬件。人们通常意义上对技术的那种制造-购买、使

用-维修、折旧-报废的物观已经无法涵盖人们与酷玩产品的互动。升级在这里意味着一种对物的态

度，它摒弃了传统的对技术品的形而上学，认为人工物应该演化着、发展着，高度可塑，人的意志能

够持续地在技术品中流动并涌现出来，通过这种涌现，技术品进一步引入更丰富的令人惊奇的生活世

界。尽管升级可能陌生，但是陌生在升级中被理解为一种惊奇，它值得主体投入学习。

　　这种物的本体论同社会建构论的本体论不尽相同。在社会建构论者看来，人工物也不是一蹴而就

的，它的功能和形态都受到社会需要的改造。拜克尔指出，早期自行车车轮前大后小，侧重速度。随

着大量的推广使用，安全价值受到重视，车轮大小发生改变，最终前后轮尺寸一致，大小适中。

[9]11-45与酷玩态度相同，他们都认为人工物会发生演化，但这两者有本质区别。建构主义的技术品



解读是纯粹描述性的，在他们看来，人工物完全被动，它充分受到主体价值的支配和决定。人们需要

安全，所以改造自行车。而酷玩则拒斥这种被动性，主体很多时候并不明确他要完成什么样的改装，

并不预设对人工物的产品想象。主体是在摆弄着各种零件，他的意图不一定是一开始就明确的，而可

能是在摆弄中被零件随机的结合所激发和塑造。换句话说，在酷玩活动中，主体边玩边学，心中并没

有一定要完成什么，却被不同零件偶然组合带来的因果性所启发，进而开始一系列的创造活动。

　　(三)作为一种价值的不确定性

　　酷玩态度中另外一个突出特点是将小错误和漏洞看成一种必要而非功能失调。美国冷战时期非常

盛行各种无线电兴趣小组，新组装的无线电会出现各种小错误，而这些错误和漏洞具备重要的认知和

实践功能。一方面，它提示了设计缺陷；另一方面，它提示了原来从未被注意到的工程可能。通过错

误和漏洞，酷玩产品不断提示着人们的注意，这种提示不仅要求人们关注，同时也说服人们去拆开、

重置、改造以及升级它。相较于消费品，酷玩产品本身要求用户投入大量的精力，包括认知和手动能

力；而消费品在伯格曼看来则完全排斥这种注意力的投入。可见，酷玩本身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了一种

焦点事物，围绕着错误和漏洞，人们不断地投入工程活动，而这种工程活动并非为了实现酷玩之外的

目的，而是沉浸于自身，它揭示了生活的真实(reality)。尽管如此，酷玩仍不是严格意义上伯格曼

的焦点事物。上面提到，伯格曼实际上预设了一种自然和文化信息的优先性。不知道伯格曼是否会认

为一群计算机爱好者在车库里摆弄电子管的行为算是焦点行为。我们认为伯格曼的理论在此是含混

的，有一定的重建弹性的。自动化技术被认为是遮蔽了人的焦点存在，但是酷玩行为恰恰提示了一种

人的技术焦点存在方式。

　　综上，我们可以把酷玩看成一种转喻。它提示了人的一种技术焦点行为的存在处境。酷玩中蕴含

的作为开放性的丰富性，作为价值的不完美、点缀着错误和漏洞的笨拙感，以及作为一种物的本体论

的升级观念，一并构成了人作为一种智能动物的独特处境。这种处境既不是纯粹认知的，像研究数学

那样，也不是将一切作为持存的技术存在方式。对装置的工具效果所带来的兴趣是纯粹功利的，但对

酷玩中复杂因果关联所带来的合目的性沉浸却不是功利的，而是玩耍的，或者说是创造性的。在酷玩

的创造中，没有主客，没有玩耍者、玩耍物和游戏规则的割裂，而只有游戏本身。在现代社会中，随

着人们从其职业和社会角色中不断解放，作为一种酷玩的创造行为正在启示着我们的存在现实。技术

哲学因此需要进一步系统思考人和物的酷玩创造性而非职业制造性关系。

　　五、结论

　　技术哲学作为一门十分年轻的研究学科，应该更加敏锐地注意新的技术现象。工业文明带来的大

分工、大生产以及围绕机器所建立的人际关系，促生了海德格尔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哲学反思。二

战以后随着世界经济的繁荣，日常消费品尤其是家用电器的蓬勃发展，使得人们开始反思技术产品作

为一种媒介对人和世界互动的影响。本文主要介绍了一种信息时代的独特的技术酷玩现象。酷玩是一

种特别的装置，它不仅不把复杂的工程关闭在内壳中，甚至将它的外壳做成透明的。同一般的装置不

同，酷玩诱导人们关注、打开、改装、升级，按照自由的方式摆弄它，对它付出精力。在酷玩中，装

置的功能丰富性被理解为一种设计的自由性，人们对装置不再操持形而上学的理解，而将其本质上看

作生成着的东西。漏洞、卡顿和小错误被理解为一种必要的价值，向人们提示它的存在，昭示一种开

放的可能。酷玩行为虽然旨在改造出有巧妙功能的装置，但是活动的价值却在于改造本身，即自由的

酷玩技术创造。这将技术哲学讨论从职业制造性的人-物关系，迁入酷玩的创造性关系中，提供了技术

哲学新的考察思路。

　　注释：

　　①我们将Verbeek翻译为佛贝克而非维贝克。荷兰语V实际上发作F。我们将transcendental翻译

为回溯而不是超验，主要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康德认识论想象。所谓transcendental argument，无

非考察的是某个论断为真的前提条件是什么的一种方法。

　　②例如激光键盘、全息播放机、3D打印机等。

　　③“现实”(reality)的动词形式就是“实现”(realization)，意指一种付出努力的人与物的

交互过程。

　　④这里我们发现中文的有趣之处。英文词汇things常被翻译成物或事，事与物的辨析本来是一个

中哲的问题。[6][7]事物的关联恰恰非常符合伯格曼对things的分析。在他看来，物——具体的装置

还不是关键，关键是围绕这个物所产生的物人互动，即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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