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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符号学：人工物的意义解释

The Semiotics of Technology:The Significance Interpretation of Artifacts

　　作者简介：李三虎(1964- )，男，山西长治人，哲学博士，广州行政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技术

哲学、社会空间理论和政治伦理。E-mail:sh.li@foxmail.com。广州 510070

　　原发信息：《自然辩证法通讯》第20187期 第

　　内容提要：技术的实在性首先是技术人工物的实在性，技术人工物相对于自然物只是物理之物，

但相应于艺术品则有着待解释的广泛意义。诉诸符号学，把技术人工物作为符号或符号过程加以解释

具有较大弹性。它表明，技术人工物作为话语构制是一种语用关系，功能意义和非功能意义共处于语

用关系形成过程；作为文本是一种脚本或代码的铭刻或表达，其物理结构包含着社会意义和文化视

域；作为语义化生成物或被赋意物是一种文本间性构成，它呈现出多重意义混合或杂合的不对称性和

相对性。技术符号学，采取的方法无疑是一种隐喻方法。这种方法有助于我们从技术人工物意义解释

中发现技术生成的人和非人因素及其各种复杂关联，由此也有助于我们表明，技术人工物绝不只是符

合目的或功能承担的工具，而是能够展示出它在设计、生产、使用和背景方面的深度实在性。

　　Technical artifact is the first of all the realities of technology.It is only

physical object with respect to natural objects,but have wide meanings to be

explained corresponding to artworks.Referencing to semiotics,we take technical

artifact as symbol to elastically explain.This approach shows that technical

artifact as a discourse constitution is of a pragmatic relation,in which functional

and nonfunctional meanings coexist,that as a text is inscription or expression of

codes,with its physical structure containing social meanings and cultural

horizons,and that as a semantic product is intertextual composition,where multiple

meanings are symmetrically and relatively mixed or hybridized.So the semiotics of

technology is undoubtedly a metaphorical approach.This approach helps us to

discover human and non-human factors and their complex correlations in the becoming

of technology,and to show that technical artifact is not the tool of technological

affordance,but rather revealing the depth of their reality in

designing,producing,using and context connecting.

　　关键词：技术符号学/人工物/意义解释/Semiotics of technology/Artifacts/Significance

interpretations

 

　　技术人工物是技术实在的首要表现，技术哲学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对技术人工物的实在性给予解

释。一般来说，相对于自然物，人们会按照结构—功能特征对技术人工物作出描述。这种描述照应了

技术人工物在物性上的功能承担，展示了它的效用或功用方面的实在性。但在更为广泛意义上，技术

人工物一方面包括非物质的人工物，如计算机软件；另一方面，即使是物质性技术人工物，也有非物

质层面的意义，如建筑物的象征性。艺术品(如画、雕塑等)虽然就其物质载体而言也是人工物(非物

质性技术人工物需要以物质为载体)，但其本质不在于其技术效用而在于其审美价值。与艺术品相应，

技术人工物也并不单纯是结构的功能承担，其更多的意义在其物质载体中显现出来。本文以技术符号

学，按照技术人工物在物性与意向之间所处的特殊地位，对其社会和文化意义进行广泛而深入解释。

　　一、符号学视野下的技术人工物意义

　　符号学(semiotics)作为一种哲学理论，源于语言记号学(semiology)。但它不仅研究语言的结

构和意义，而且也研究非语言符号系统的“意义制造”(meaning-making)——研究符号逻辑和符号过

程(semiosis)(如指示、标示、相像、类比、隐喻、表示和交往等等)。随着技术发展水平提高和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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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化，越来越多的新的人工物不断涌现，人工物在社会文化领域也越来越扮演核心作用。尽管多数技

术人工物本身不是符号，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能追问它如何被赋予意义，从而把它作为符号加以解读。

也就是说，符号学可以成为技术人工物意义解释的重要方法。

　　在当代技术哲学中，技术符号学(semiotics of technology)是以符号学概念工具或符号理论分

析技术的意义。这依赖于能否成功地赋予技术以符号显示的意义，也即技术本身是否是一种内在的符

号学现象。对于这种可能性，我们必须首先要把技术符号学作为技术人工物符号学(semiotics of

technological aritifact)加以对待。因为当我们力图从符号结构上理解技术意义时，实际上是基

于这样的前提：“符号过程与‘工艺学’两者都要依赖于一种基本物性”。[1]如果说符号(如音乐、

舞蹈等)是其意义的身体或人工物具身的话，那么技术行动则是人类实践意向或目标的人工物具身。正

是这种类似性，使技术符号学分析成为可能。

　　在古希腊时期，从柏拉图开始就开始盛行一种人工物象征主义(the symbolism of artifact)，

主张人工物代表一种“理念”，如建筑师将自己大脑中的一种理念变成其大脑之外的房子。中世纪人

更加倾向于以人工物寓意象征，如以教会建筑象征神圣之地(天堂之顶、圣地耶路撒冷和所罗门之庙

等)和以教堂塔器象征先知或使徒等。这种象征主义符号学一度达到高潮，但它仅仅限于建筑和圣经解

释。直到20世纪初期，经过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和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

的再发现，符号学才真正成为当代一种文化或社会理论，并发展出了诸如指示、图标、象征等概念。

将这些概念用于分析技术人工物，普遍的做法仍然是以功能主义符号学方法为指导，把人工物还原为

功能属性(也包括审美功能)，由此揭示其认知表征(如思想、理念、图像等)或代码特征(如语言、姿

态、规约等)。当我们说技术人工物通过专业设计能够表达功能时，其意思是说技术人工物是符号载

体，它的功能是符号内容。

　　从符号学角度看，技术人工物的设计和使用的确呈现出了不同符号过程。例如，摩托车的功能是

用于人的道路行驶，这种功能在具体的设计中得到显示，如通过车轮、车灯、座位和各种操作把手等

获得指示。摩托车的正确使用在具体设计中必须获得表达，否则行驶就不安全，手脚位置和车辆操控

也不方便。正如符号(如语言、图画、图标等)是用来交往或交流一样，技术人工物使用在正式或非正

式学习环境中也具有交往和展示功能，人们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经常会交流人工物功能发挥情况并作出

选择。在技术人工物设计和使用过程中，符号过程经常被看作是达到最优化功能使用目标的手段或工

具，把人对人工物功能的感知归结为功能承担能力。

　　但是，人类对技术人工物显示出来的认知能力，毕竟会超越对它的功能承担感知能力：“在创造

和理解人工物方面，相对于其他物种来说，人类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能力。在这种能力中，有些是围

绕更为精致的功能承担感知能力表现出来的。……然而，我们对人工物特征具有更为精致的推论能

力。尽管对人工物特征的推论与理解各种生物种类毫不相干，但我们对他者的意向和目标的推论能

力，能够帮助我们识别似乎特别多种类的人工物，并对它们的分门别类进行提炼。这种能力无疑对思

考一种人工物最初如何被创造出来具有明显作用，但又不限于此。如果不是针对此时的人工物功能确

定，而是着眼于彼时的目标满足，那么这种能力也许会发挥较之初期更大的作用。”[2]功能主义符

号学方法只是把人工物看作人类活动的被动结果，还没有真正关注人工物的赋意过程。在设计领域，

功能主义的基础源于人们对“形式服从功能”①的理念或原则。这种设计原则虽然也基于意义，

如“至简”“数学证明”“形式透明”等，但这并不是优质设计的终极原则。任何人工物虽然以其功

能为核心意义，但绝不是唯一意义。

　　在符号学中，符号是“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的集合。这里的能指是与物

质客体或文本直接相关的功能意义，所指则是与社会或背景直接相关的非功能意义。这一符号学模型

不仅适合于语言文本，而且也可用于分析技术人工物。依此，技术人工物不仅是功能性的“能指”，

而且也包括非功能性的“所指”，诸如记忆(如一个人看到一个轮椅时，也许会想起曾坐过此轮椅的已

故祖父)、情绪依恋(如一双棉鞋是一个人度过寒冷季节的绝好伴侣)、心理环境(在医院等待手术)、

社会内涵(某人喜欢一部车也许是因为它具有的“温和”“生态友好”“操控方便”等内涵)等情感反

应。在情感反应意义上，技术人工物对我们的生活之所以如此重要，不仅是因为它的功能意义，还因

为它的非功能的社会和文化意义。从功能意义到非功能意义，人们采取隐喻这一符号过程，将两者关

联起来：基于人工物的中心功能赋予其非功能的社会和文化意义。例如，在2007年流行于德国和美国

的歌曲“雨伞”中，女歌手蕾哈娜(Robyn Rihanna Fenty)唱到“你站在我的雨伞下”。这里的“雨

伞”是从雨伞本身的避雨或防雨功能出发，隐喻“保护”和“爱情”。再如，当青藏铁路于2006年开

通后，韩红唱的那首“天路”也是基于铁路的运输功能，隐喻内地与西域之间的“相互赠送”和“相

互关心”。像雨伞和铁路这类人工物至少具有一种参照功能的意义，然后由此延伸其他背景依赖的符

号内容。我们穿的衣服、驾驶的车辆和通讯用的移动电话等更是如此，它们不仅拥有实用功能，而且

还承载了相关的社会信息并具有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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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符号学：人工物的意义解释

　　二、技术人工物话语构制的语用关系

　　人们在谈论人工物时，实际上是使其概念范畴化(categorization)。这种范畴化，以人工物命名

(naming)或话语(discourse)构制(constituting)为基础。技术人工物的话语构制包含如下五方面

含义：一是话语是对人工物的词语表达，围绕其物质基础及其意义生发各种概念、术语、图像和说

明，使人工物设计者和使用者能够围绕人工物意义进行交流；二是话语能够在人工物实践过程中保持

持久活力，使研发者设计和开发、制造者生产和用户使用乃至公众表达意见；三是话语能够使人工物

实践共同体为其实践建立起相应制度，如出版物、研究开发和教育项目、认证程序、城市规划、技术

政策甚至研发机构和企业制度等；四是话语还能为人工物实践作出辩护并传达给外行。正是这些话语

构制特征，使技术人工物能够在相应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得以范畴化。例如，一把椅子之所以被称

为“椅子”，是因为人们在其语言共同体中将这一名称与其设想的客体性质联系起来，从而通过突出

其话语表述的特征将椅子与其他人工物和自然物区分出来。

　　那么，技术人工物话语构制究竟是描述性的还是评价性的呢？如果仅仅把技术人工物话语构制当

作是描述性的，那就只能认为其功能意义是本质的或中心的，其他非功能意义是非本质、附属的或衍

生的。为解决这一问题，胡克伟(Christopher Hookway)把一个人工物的名称或话语(如“灯泡”)看

作是描述和评价的混合物：“我们也许会把‘灯泡’设想为一个描述性概念——它确实不体现任何伦

理评价。但是，我们在把某物看作是一个‘灯泡’时，其实也包含这样的意思，就是它正如满足某一

需求或目的一样具有与众不同的用途。有人掌握灯泡的用法，也有人评价某物如何适合于满足设计灯

泡所要求满足的需求，但没有一个人会像我们一样适当地使用灯泡的概念，把某物评价为用以满足需

求的灯泡设计。这种敏锐性似乎表明，我们可以利用这一术语评估进行放大的语义解释。”[3]这里

的“灯泡”作为一个描述性术语，其用途似乎包含了有关这一概念的语义扩大的某些评价。这样技术

人工物名称本身包含着符号与符号使用之间的关系，即语用关系(pragmatic relation)。

　　从符号本身看，按照亚里士多德对人工物的界定，当我们说人工物的本质——效用外在于人工物

本身时，是说它的结构或构制纯属偶然。也就是说，灯泡的功能或效用是“灯泡”用户参照的功能属

性，而非灯泡本身。功能主义符号学沿袭这一观点，仅从符号本身来区分自然物与人工物。普特南

(Hilary Putman)以语用学理论提出自然物名称具有指示性的观点，并将这一观点扩大到人工物名称

解释，认为人工物名称与自然物名称一样都是指示性的：“当我们使用‘铅笔’一词时，我们倾向于

参照与真实世界中铅笔的标准样本一样的属性。‘铅笔’如同‘水’或‘金’一样，都是指示性

的。”[4]这里铅笔与灯泡一样，其性质或属性在其表面特征之下并不存在什么神秘的本质性结构。

当我们思考一种“优质灯泡”时，其实已经认识到有一种隐性评价主导着这一名称的语用关系。这里

对于什么东西能够成为灯泡其实并不存在什么语境边界，一个破碎灯泡和一盏矿灯都是灯泡，哪怕我

们不用它也是灯泡。因此对于技术人工物来说，功能与非功能意义之间其实并不存在什么边界。维特

斯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对于灯泡及其边界做了如下解释：“人们在谈到某些客体时，是说

它们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目的。这是一个灯泡，它能提供照明，此即本质之物；那是房间装饰品，它能

填充屋内空间，此非本质所在。但在本质与非本质之间，并不总是存在一种明显差别。”[5]

　　沿着以上思路，由于技术人工物在能指与所指上尊崇同样的外观相似、物理连接和社会习俗等，

所以很难说它的功能是本质的，它的非功能是非本质的。就技术人工物作为指示物来说，其指示性与

其客体存在着实在的、动力的物理连接。例如，一台机器的把手或指向箭头是用来指示可能的机器操

作，与人的手指指向没有两样。就技术人工物作为图标物来说，其图标性，诸如新产品的形式(它参照

其新的功能)、色彩(它常常会参照产品品质，如白色代表洁净)、物料(如镀金代表财富)、隐喻(如车

头也许具有脸型特征)、风格(如几何形状、配置情况和结构特点)、环境(如抽油烟机针对的厨房环

境、运动型汽车针对的赛车环境)等，都是参照相应客体形成的被感知符号形式。就技术人工物作为象

征物来说，其象征性，如图形象征(如产品标志、开关按钮、纺织品洗涤说明)、象征色彩(如用于隆

重接待的红地毯)、象征形式(如统一的制服)、象征姿态(如展示用的概念汽车)、物质象征(如女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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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表征着社会地位和社交特征)，都是社会和自然可习得的无形或有形的风俗和习惯。技术人工物这

些符号特征，其功能与非功能意义都显得非常模糊。打破技术人工物的功能与非功能意义边界，包含

如下两层语用含义：

　　(1)技术人工物设计，在原始意向上就有可能选择的非功能意义。例如，一位设计者也许会以爱

情的象征和适当的配色设计一把伞，也许会从选料、形式和色彩上以冷峻或简朴的风格避免这种象征

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技术人工物可以以不同类型(不同的设计或风格等)出现，以体现其特定意义。

如果考虑到销售，还需要对技术人工物的原始功能意义进行调整，以便与其目标群体意向和目的相匹

配，从而适应市场价格、出售地点、不同类型和广告宣传地点等因素要求。

　　(2)与技术人工物相关的非功能意义，并不总是与设计者的原始功能意义相同。在每种语用关系

中，原始意向性符号内容不同于被接受符号内容。一般来说，技术人工物的原始功能意义，在传播过

程中会走向定型。但当我们引人一个新的人工物时，单单依靠定型化的原始功能意义并不足以推广该

人工物。这就要求改变原有语用关系，赋予其以更多性质和特征。一个技术人工物的生命周期包含生

产、销售和消费三个阶段，不同阶段的不同意义决定于它所涉及人群的不同视角和意向。这一过程的

不同阶段之间相互影响，使用者会接受和适应设计者和广告商赋予人工物的意义，设计者和广告商也

会吸收和迎合使用者赋予人工物的意义。

　　基于以上两层语用含义，我们并不能判断出哪个是功能意义，哪个是非功能意义，只能说技术人

工物设计和使用都是意义制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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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符号学：人工物的意义解释

　　三、技术人工物文本概念及代码解释

　　技术人工物话语的语用学分析，突破了功能意义与非功能意义边界，也打破了人工物与自然物、

人工物与其行动者、设计者与使用者边界。它不再是与人存在边界的非人的东西，而是处在一定社会

或文化语境中的复合的、异质的、局部视域的混杂体。例如，用于设计和制造汽车的材料的强度与汽

车的行驶速度等指示性意义密切相关，从而成为与发动机性能、立法、执法等各种行为价值相关联的

产物，其结果是设计者、制造者、驾驶员、警察、行人等均可对汽车作出整体的判断。可以说，技术

人工物是各种异质因素价值关系的标示和测度，进而在生活世界中成为技术、经济、社会、法律和文

化各种因素的价值组合，并能为我们理解和解释。正如拉图尔(Bruno Latour)指出，如果说技术人工

物包含了“人”与“非人”要素而对这些要素作用和行为进行归属是一种选择的话，那么“理解这种

选择的最佳方式是将机器比作文本，因为一种机械装置的建造者和使用者与一个故事的创作者与读者

没有两样”。[6]从语用学的“意义制造”看，可以把人工物作为“文本”(text)加以解读。

　　在当代符号学理论中，所谓“文本”是指一定社会或文化情形下的“代码化符号—表征

物”(coded sign-token)或“符号系统使用”(use of sign system)(如文学作品、诗歌集、画作

等)。[7]文本是可阅读的、可讨论的和合用的，也能为相应话语共同体接受。类似地，技术人工物也

是“文本”，可以称为“文本物”(textual matter)。这种文本物包括如下四方面特征：一是它在话

语共同体中是可复制的和可交流的；二是它对话语共同体成员是可阅读的和可理解的；三是它与话语

共同体实践是一致的和协调的；四是它对变化的背景下的拆卸和组装是开放的，也即是可引用的、可

解释的、可修改的和可接受的。例如，汽车通过机械引擎取代马拉车，保留了传动器和轮子等概念，

只是对这些概念做了物性调整，从而既促进了汽车使用文化的兴起，又改变了街道、城市和产业发展

的意义结构。再如，手机对座机、相机或摄像机、MP3或MP4、个人电脑和GPS设备的包容式发展，开

始只是一种科幻话语，后来在苹果公司那里得到完全实现。在谈到新技术人工物及其新的意义时，我

们都是将其持续的发展与不断变化的社会和文化意义作一致的解释和说明。

　　技术人工物既然可以作为“文本”加以解释，那么它实际上便成了类似于电影拍摄或书稿出版所

依据的底本或“脚本”(script)一类的东西。技术人工物作为“脚本”是用来对技术人工物中人与非

人行动者关系的描述，表明人工物设计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和要求作为世界的“视域”(horizon)融入

人工物结构中，因此所谓技术创新不过是“把世界的视域(预言)铭刻于新的客体的技术内容中”。

[8]技术人工物设计是一个预言未来世界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工程师、生产者、设计者以及人工物

及其使用者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技术人工物的“脚本”可分为“强脚本”和“弱脚本”，“强脚

本”规定了人工物的功能意义，人工物使用者的行为更多地受制于这种功能意义；“弱脚本”预设更

多的使用灵活性，人工物使用者有更多的解释自由。例如，计算机程序语言就是一种“强脚本”，它

是程序员按照一定句法编制的语言体系结构，作为一种软体人工物或斡件虽然也具有文本的一般特

点，但很难在普通使用者那里获得流行性的阅读、理解和交流。好在随着计算机软件发展，普通使用

者可以在人—机视窗界面上通过键盘和鼠标执行计算机语言程序的各种命令。因此即使是计算机程序

语言这样的“强脚本”，程序员也能与其使用者进行一定交流。除了这种“强脚本”，技术人工物使

用者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会跟随设计者预设的功能意义，而可能会有出乎设计者意料的使用意图。

　　在“脚本”意义上，为技术人工物预设的世界“视域”，实际上就是芬伯格(Andrew Feenberg)

所说的“技术代码”(technical code)——“根据客体已经获得的最普遍的社会意义，用严格的技术

术语对客体进行界定”。[9]这意味着技术人工物的技术逻辑与其中包含的社会文化逻辑具有同构

性，对于这种同构进行解释虽然复杂，但仍然可以通过类似文本、艺术作品和社会行为的解释程序加

以解释。这一概念表明，技术人工物不纯粹是理性设计的产物，更不是中性或自主的独立客体。一旦

离开其抽象的“躯体”，技术人工物便展现出“社会意义”和“文化视域”的解释学向度。在具体社

会背景下解释技术人工物的社会意义，可以清楚地把握其语境化和再语境化成因。例如，法国图文电

传设计，最初是用来使电话使用者更方便地接近数据库，从而将法国整个社会带人信息化时代。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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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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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0评论人参与

用户昵称：社科网网友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是，为了避免消费者在家里使用类似于办公室中的那些设备，电话公司便在设计中重新定义了计算机

的社会形象，使这种图文电传更像是家用电话附件。这种设计很快出现了设计者未曾预料的与收集和

利用数据库不同的种种应用，如实时聊天、消遣、娱乐、寻找伴侣、社交和接待别人等。对技术人工

物，除可以阅读出各种社会意义外，还有“文化视域”维度——对其社会价值关联的更广泛假设。这

种“文化视域”不仅有功能、效率、实效等主流技术价值，还有美学、意识形态、宗教和传统等的文

化规范。这些文化规范影响、决定人对人工物设计和使用的理解，从而形成某种传统、“前见”甚至

偏见。例如，电话、冰箱、自行车或汽车、手机等各种人工物，它们在主流文化中都具有非常清晰而

不言自明的社会含义和美学含义。

　　从上可见，尽管技术人工物作为“文本”或“脚本”表现出设计者“铭刻”于其中的世界视域具

有惯性或固化特点，但它之于使用者的“阅读”或代码解释又具有一定弹性。这意味着技术人工物的

历史并不是一个单向的线性过程，而是围绕其社会意义和文化视域，存在着设计者与使用者之间的多

次往返或反馈。使用者并不是被动地“阅读”技术人工物“脚本”，而是在特定情形下可以对其进行

修改或修正，并反馈给原设计者或生产者。当这种反馈次数越来越多时，设计者或生产者便会对原有

技术人工物进行“再阅读”或“再解释”，从而实现对该技术人工物的新的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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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符号学：人工物的意义解释

　　四、技术人工物的语义化与文本间性

　　技术人工物作为“文本”概念及其“代码”解释表明，它的社会意义和文化视域是被其设计者和

使用者赋予的或铭刻的。在符号学中，这种赋予或铭刻被称为“语义化”(semantization)。只有通

过语义化，技术人工物才能变成符号或符号系统，变成技术代码。技术人工物不完全是客观的、普遍

的和非经验的功能和效率，它作为符号必须要有人的概念、语言和物性建构，才能被人所关注、操作

和用于工作和生活。技术人工物只有被赋予多重语义，才能为人获得、交换、让渡和使用。当我们说

某一技术人工物X具有意义Y或X包含Y时，意思是说我们能够经验到Y，或说Y是我们经验的结果，即Y

铭刻于X中并作用于使用者。我们并不能在话语构制上说X表征Y或X是Y的符号或象征物，因为在逻辑

上X并不必然是Y。按照符号学理论，技术人工物可以所指某物，但这种所指也许与使用无关。例如，

一部电话形状是米老鼠，一台收音机形状是猫头鹰。这种人工物形状的动物或卡通设计，与产品功能

使用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这种外部符号特征并非毫无意义，它们至少为产品的功能使用创造了一种

审美环境。这样我们就可以对技术人工物进行一种语义化拓展，就是通过技术人工物赋意使其成为符

号并按照被赋意义进行交往、交流和交换。技术人工物的这种赋意至少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1)技术人工物的设计—使用赋意。该种赋意是设计者和使用者按照自己的术语或出于自身原因

界定、理解和使用技术人工物，其意义制造既包含功能承担又超越人工物功能承担，涉及人工物范

畴、专业知识、经验、视觉吸引、使用者概念模式、条件约束、功能自显、转喻词语、语义层级、脚

本情节或场景介绍。这些语义线索指导着技术人工物设计和使用，显示出人工物行为指向或意义，最

终使它的使用可靠而安全。

　　(2)技术人工物的语言赋意。这种赋意必定是社会的，即技术人工物因相关社会群体协商和交流

而形成。例如，产权归属、个性归属(使用者友好型或环保型人工物等)、技术性能选择及其最终命运

(成功或失败)等，均源于围绕技术人工物展开的各种叙事活动。这些叙事涉及各种概念或话语共享，

如范畴化、归因(技术经济归因和美学归因等)、个人和群体及制度特性、隐喻和叙述手法等。

　　(3)技术人工物的生命周期赋意。任何技术人工物从创意到被弃置，均要经历无数次改造或转

换。这一过程必然要卷入更多利益相关者，形成相应利益相关者网络。这里技术人工物的意义制造构

成了利益相关者依自身语言进入设计和使用的语义化序列，包括技术支持者倡导和推动、技术反对者

批评、技术扩散条件解释和全生命周期评价等。

　　(4)技术人工物的生态环境赋意。这种赋意涉及的是整个人工物世界的彼此相互作用、人口影响

范围、竞争或合作以及技术综合体形成等。它与生物有机体的生态赋意的不同之处，是它不是能动

者，而是为利益相关者所经验、解释、选择和强化，从而达到相应的生态敏感规模。对于设计者来

说，为使一类技术人工物取得长期成功，需要促进它们之间相互支持。一般的使用者也许并未意识到

把技术人工物置于自己选择的背景中所产生的生态环境性质，但这种性质对于设计者在其他人工物背

景中赢得生存机会具有核心意义。

　　上述语义化或赋意过程表明，人们对不同技术人工物的辨识或区分不仅来自物理术语，而且也来

自人与技术的互动方式中。这种互动涉及人的经验积累或实践记忆，而这种实践记忆的形成和运用必

定是一种“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在符号学中，“文本间性”是指文本之间的相互指涉、

相互模仿和相互影响，它表明任何一种单一文本并不自主，它的意义只能在与其他文本的相互参照和

相互指涉过程中产生。任何文本都是一种间性文本，一个文本总是以各种可辨识的形式，不同程度地

包含着其他文本。如果将这一概念用于分析技术人工物意义，那么技术人工物语义化至少存在如下六

种“文本间性”：

　　(1)框架参照。所谓“技术框架”是指特定情形的知识组织，包括社会群体角色、技术实践、解

题战略和使用实践等。技术人工物只有置于某一技术框架中才能显示其意义，其与框架的连接是一种

语义化过程，反映的是具体的文本间性。这种文本间性的基本逻辑是，某人工物X是框架F的一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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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当X激活框架F的另一要素Y时，就会形成一种符号关系，即Y成为X的意义。一种技术人工物会激

活不同的参照框架，在不同技术框架之间形成多重语义，从而形成框架关联序列。例如，1832-1942

年期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和威斯丁豪斯最初都在“照明效果”框架下引入优于白炽灯的荧光灯，当

这种荧光灯激活另一框架“节能效果”时，便产生了高效能荧光灯；在“节能效果”框架下，为了解

决荧光灯制造商与电力公司之间的争论，1939年又产生了具有折衷意义的强照明荧光灯。从白炽灯、

荧光灯、高效能荧光灯到强照明荧光灯的框架转换，表现为一种“超文本性”(hypertextuality)特

征，即“超文本”(hypertext)(强照明荧光灯)与“前文本”(hypotext)(高效能荧光灯)之间的跨文

本性(transtextuality)关系生成特点。这种跨文本性关系，也表明前文本通过记忆、重复和修正，

向其它文本产生的扩散性影响。任何技术人工物作为文本，都源自其对前文本的模仿、参照、指称、

吸收和改造，最终表现出超文本的不朽或伟大。

　　(2)风格指涉。一般来说，技术人工物的信息内容，会让我们将其某些信息或性质，归于生产

者、设计者或使用者以及相应的社会群体或文化的价值观、优先顺序、审美原则和技术知识。对于个

人、社会群体、组织或法人甚至国家A来说，说某种技术人工物X具有风格Y，是指A设想X的Y，即Y因A

的物质行动而被制造出来并具有特殊品质。这样，所谓技术风格便成为脱离人工物的信息或符号，或

称与人工物相关的“风格意义”(stylistic meaning)。例如，说枝形吊灯具有艺术装饰或精良制造

风格，是指它是在1925-1935年期间由知名制造商(如Daum、Degue等公司)用压制玻璃制造而成，直

到今天它还非常昂贵甚至会提价。可以说，技术风格是历史—地理的，有些技术人工物一旦在历时性

上臻于成熟，便会在共时性上形成惯性或动量。例如，从19世纪后期开始，欧美各国电力系统呈现出

不同技术风格。当时英国的伦敦、法国的巴黎、德国的柏林和美国的芝加哥，这些城市发电厂的规

模、数量和地理位置差异非常巨大。这种差异倒不在于照明效果和发电量不同，而在于发电、传输和

配电方式不同。当时柏林有6家大型发电厂，伦敦则有55家小型发电厂。这并不是因为技术因素，而

是因为电力管理法规、地理因素、材料的跨文本赋意不同。伦敦是通过市政权利下放而保护电灯、电

力控制自治权，柏林则是用集中的管理、分配方式控制城市电力。英国各地区电力系统因不同地理环

境而不同，德国在一战期间因铜材料短缺而更多地倾向于设计节约配电铜线的大型发电厂。柏林

的“大而少”和伦敦的“小而多”的电力系统风格，一直延续数十年。技术人工物风格涉及的是“元

文本性”(metatextuality)，它表明一个文本(电力系统)与其他相关文本(如电力管理法规、地理环

境、材料等)密切相关。

　　(3)图标联想。技术人工物图标联想，是将物带入一种意境，通过图标符号建构意义，从而引发

联想。如果一个技术人工物X类似于Y或与Y存在着可替代的图标关系，那么P就是Y在隐喻意义上传递

给X的性质或意义。例如，飞利浦滚筒收音机形状采取摩托车外观，后来还采取肩扛式火箭炮形状。这

两种外观设计都会引起隐喻性图标联想，摩托车形状表示该收音机的“心理异常激动”、“路上使

用”、“高声”、“有乐趣”等意义，火箭炮形状表示“进取”、“好斗”、“克服危险”、“主导

环境”等。这种隐喻关系似乎都有合理性，摩托车隐喻利用的是便携式收音机的可移动性，火箭炮隐

喻则借用这种收音机搬运的传统肩扛方式。

　　(4)文化暗示。一种文化就是不同人工物及其表征之网，不同人工物之间存在多重联系方式。技

术人工物获得其文化意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广告宣传、文学描述、电影刻画、绘画塑造等将各

种意义赋予人工物；二是人工物自身会征引其他艺术创作或文化发展成果。文化在隐喻意义上，是一

种保持历史场景、故事、联想和与技术人工物相关的诸多记忆，它的焦点是话语、文本和仪式。仅就

技术人工物物性来说，文化暗示主要是其历史遗迹或被毁灭的人工物引证。技术人工物设计，主要集

中于它的形式—功能或结构—功能关联。例如，建筑师在建筑设计中，通常会意识到建筑物的长期影

响以及被模仿和被征引。当然这并不总是为人所记忆，因为大多数技术产品最终都会被弃置或被毁

灭。但也正因为如此，才能激发人们在文化暗示上复兴被毁灭人工物的特点和风格，特别是历史建

筑，从而使传统变得有意义。今天大量的城市改造或更新，有许多地方在力图征引以往被毁灭建筑

物。技术人工物的文化暗示不仅仅是风格暗示，还有功能暗示。例如，一种汽车设计不仅可以在车型

上征引“大众甲壳虫”风格，而且还可以暗示某些功能特性，如倒车定位、后轮驱动等。如果把风格

暗示和功能暗示结合起来，那么通过文化征引(如电影等)会从人工物衍生出更多意义。例如，埃菲尔

铁塔在电影“扎齐坐地铁”中成为巴黎的象征，一间木屋在电影“飘”中承托出大农场的场景。因此

如果把技术人工物延伸为间性文本，那么就能将其功能赋予该技术人工物符号以各种象征意义。

　　(5)利益关联。人工物与某些社会群体、职业、制度和生活风格相关，这种相关赋予人工物以不

同意义。利益相关者一般会按照其亚文化，以其群体所属、征引习惯甚至文化偏见，塑造技术人工物

的特定风格并给予相应的设计投资。长期以来，设计者一般主要关注技术人工物与其使用者的相互关

系，并未认识到技术人工物从发明、设计、生产、销售、购买、使用、维修、收集到回收利用和被弃

置的全生命周期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意义。一栋居民楼对其使用者来说，也许功能良好和居住舒

适，但对外观清洁工来说，则显得不太容易接近或非常危险，甚至还会因其生态或美学原因而遭到邻

居憎恨。第一代节能灯泡对于使用者来说，因其高效能和耐久性而分别具有实惠和“生态友好”意

义，但对废物回收利用者来说，则因其含汞和作为生活垃圾不好回收而具有环境污染的意味。这意味

着设计者必须要考虑技术人工物全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功能和非功能意义，考虑各种直接和间接利益

相关者的不同诉求以及物质生产和使用产生的各种后果。如果把技术人工物当作一种“原文

定在概念：马克思早期思想构境的历

同舟共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叙事的双重动力：不同互动关系以及

http://www.cssn.cn/zx/202002/t20200205_5085047.shtml
http://www.cssn.cn/index/index_focus/202002/t20200205_5085032.shtml
http://www.cssn.cn/zx/202002/t20200204_5084615.shtml


本”(architext)，那么我们对此文本的充分理解依赖于对相关社会群体“等级体系”的整体把握。

要承认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批判性角色，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应该被看作是积极的技术人工物

意义的制造者和参与者。

　　(6)背景嵌入。从拉丁语词源来看，“背景”(context)一词参照的是各种词语的文本组合、连接

和附着——词语或话语的来龙去脉、上下文关系或文本间性。正如词语或话语的意义是通过上下文关

系得到显现一样，技术人工物意义也是通过背景得到显现。克里本多夫(Klaus Krippendorff)和巴

特尔(Reinhart Butter)指出：“把意义归于人工物是这样一种方式，它使人工物与其背景之间的关

系得到显现和相互耦合。尽管自然科学并未为背景留下足够空间，但我们有绝好的理由，认为技术利

益相关者，当然也包括设计者，必须要理解人工物与其各种不同使用背景之间的关系。不管怎样，把

人工物置于意义考虑的一切方式，均会为创造个人满足和社会接受解释的明显需要所激发。”[10]技

术人工物的意义既是它被利益相关者有意识地放置的背景显现，又是利益相关者的功能承担行动和关

联，还是利益相关者希望实现的生成叙事。这样，技术人工物赋意便成为一种背景嵌入，这种背景嵌

入是全球化普遍接受的，也是国家或民族认同的，还是地方知识的，甚至是某个少数民族或社群视域

的。例如，西方工业产品的扩散和自由流动，显示的是全球化背景嵌入；印度甘地使用手工纺车纺织

亚麻布，反映的是印度民族统一的背景嵌入。技术人工物意义的背景嵌入程度或范围，取决于人们对

它满足社会需要的意义理解深度。例如，橱柜抽斗，使用者也许仅仅满足于它的开合，但设计者是把

抽斗开合与橱柜整体联系起来考虑它的功能、经济和美学特点，评价者把橱柜与其同类产品、其他家

具产品以及制造或使用文化周期联系起来，这就大大扩大了橱柜的背景嵌入范围。技术人工物越是复

杂，越能在不同背景下显示不同意义。例如，一辆自行车在包装盒中被运输表明它是新车，在街道上

被人骑行表明它是人们出行的至爱，被盖上防水布存放表明它受到了保护，被丢弃到废品站则表明它

完全失修。技术人工物的背景关系是一种非对称的相对性关系，其具体细节差异表明它的相对不同意

义。

　　注释：

　　①沙利文(Louis Henry Sullivan)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美国建筑师，被称为“现代摩天大

楼之父”。他的格言“形式服从功能”作为设计领域的合理性辩护原则，强调的是技术人工物的功能

一旦被理解，其形式就会随之出现。从1960年初期开始，这一原则一度成为设计领域的主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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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党校力量

北京党校召开疫情防控工作专题会议

国家新闻出版署:加强出版服务 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从文本到实践：传媒业变革背景下重建中国新闻事业的社会有机性

盯紧关键环节 保障人民健康

打赢疫情防控战要树立底线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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