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术化社会治理的异步困境∗ ①

邱泽奇

提　 要： 本文以技术作恶的特征性现象为讨论起点， 认为技术作恶有一个共同

的社会特征： 既有的社会规范无力约束新兴的技术行为。 文章回顾了社会学的技术

研究知识脉络， 指出埃吕尔的技术化社会是理解治理困境的知识路径， 技术化社会

３ ０ 版的基本特征是技术从组织化应用迈向社会化应用， 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

时推动了个体化发展， 也推动了行动者不可识别、 不在场的场景化行动空间的发

展。 个体化、 场景化、 不可识别、 不在场的叠加， 让技术行为特征变得难以预见，

进而让现行的属地治理逻辑失灵、 规则失效， 这构成了技术行动与社会规则之间的

异步， 也是技术化社会治理困境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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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疑问： 技术在失控么？

邓小平指出： “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这是非常正确的， 现在看来，

这样说可能不够， 恐怕是第一生产力。” （邓小平， １９９３： ２７５） 的确， 技术创新与

应用是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 可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 接连发生的 “技

术作恶” 却让人反思： 人类是否还有能力治理一个走向纵深的技术化社会？

技术本无善恶， 人们把技术用于不同的目的才产生了善恶。 技术善恶的本质是

人类行动的善恶。 在技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不乏用技术作恶的例子。 为了惩恶扬

善， 人类制定规则①来引导行动， 发挥 “第一生产力” 的效率， 用技术服务促进人

类福祉。 可近些年来， 技术作恶的普遍性和系统性超过以往任何时代， 个人、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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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府都有用技术作恶的行动。 其中， 有三个特征性现象①值得回顾。

第一， 暗网 （ｄａｒｋｎｅｔｓ）。 信息技术进入大众应用以来， 人类生产的数据在以指

数速度增长。 国际数据公司 （ＩＤＣ） 的数据表明， 到 ２０１２ 年， 人类印刷材料的数据

量约为 ２００ＰＢ， 而根据美国军方②的报告， ２０１５ 年人类便生产了 ４ ４ＺＢ 数据， 是前

者的 ２ ２ 万倍， 且每两年还会翻一倍③。 这些数据涵盖了人类健康、 心理、 行为等

个体信息， 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信息， 以及自然环境、 气候变化等自然的数据。 人类

及其生活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已经数据化。 在数据即资源的时代， 人们应该用数据服

务社会， 促进平等发展， 让更多的人共享数字红利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 可事实上，

这些数据只有不到 １０％被合法使用， ９０％甚至更多的没有被使用或进入了不可知用

途： 暗网。 暗网是艾尔斯沃滋 （Ｊｉｌｌ Ｅｌｌｓｗｏｒｔｈ） 提出的概念。 人们正常使用的网络是

公开的、 可见的， 可以称之为明网。 暗网指不可见网络 （ 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 ｗｅｂ）， 在不同的

语境下有不同的术语， 如深网 （ｄｅｅｐ ｗｅｂ）、 隐网 （ｈｉｄｄｅｎ ｗｅｂ）、 黑网 （ｄａｒｋ ｎｅｔｓ）

等， 都指使用常规搜索引擎无法搜索到的网络。

坦率地说， 人们对暗网的了解仅限于可以搜索到的信息， 非常有限； 不过， 有

人相信暗网是互联网藏在水下的 ９０％或更多。 有人甚至认为， 明网与暗网的数据比

为 １ ∶ ５００。 人们更相信， 暗网不受社会规则约束， 是另类技术精英的天堂。 暗网一

方面利用数据作恶， 另一方面也向警方和情报机构提供系统漏洞和黑客工具， 为安

全公司提供技术指引④。 其实， 人们很难给暗网一个直接的善恶判断。 对于这样一

个世界， 有人为之称道， 认为暗网是真正的去中心化世界， 是人类理想社会的未来。

可问题是， 当世界上 ９９％或以上的人在接受现世规则约束， 只有 １％ 或更少的人可

以进入不受约束的世界时， 我们如何能确信他们不会对 ９９％遵守或被强制遵守现世

规则的人产生潜在威胁？ 何况在暗网中具有政治抱负、 宣称无政府主义、 倡导网络

独立主义等的另类技术精英比比皆是。

第二， 运用数据作恶。 英国 《卫报》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７ 日报道， 英国数据公司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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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事件系依据公开数据和资料综合整理而成。
参见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Ｄｅｐｕｔｙ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ｍ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６，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ｒｅｎｄｓ： ２０１６ － ２０４５， Ａ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ｓ。
依据 ＩＤＣ 最新数据， ２０１７ 年的数据量为 １６ＺＢ， ２０２５ 年将达到 １６０ＺＢ。 参见 Ｄａｔａ Ａｇｅ ２０２５：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ａｔａ ｔｏ Ｌｉｆ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有媒体报道称， 一家澳大利亚公司， 阿兹莫斯安全公司 （Ａｚｉｍｕｔｈ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利用暗网通过合作伙伴向包括

美国、 英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五只眼情报共享联盟提供系统漏洞和黑客工具。



桥分析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 利用从脸书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获得的少量种子数据、 公开

数据接口和分析技术， 获取了 ５０００ 多万美国脸书用户的个人资料， 为特朗普竞选团

队分析和预测用户的政治倾向， 精准投放竞选文宣， 操控潜在选民， 间接或直接影

响了 ２０１６ 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 运用同样的方法， 剑桥分析还影响了英国 “脱欧”

公投的结果。 不仅小公司如此， 互联网巨头也作恶。 在业界， 宣称 “不作恶” 的谷

歌也被曝出， 即使用户拒绝， 谷歌应用还是会坚持搜集用户的位置信息用于多种目

的。 谷歌曾一再表示， 用户可以随时关掉定位历史， 只要关掉， 用户去过的地方都

不会被存储下来。 然而， 普林斯顿大学研究人员的实验却表明， 即使用户关掉定位

历史， 一些谷歌应用还是会不经用户允许就自动存储有时间戳的定位数据①。 政府

无意作恶， 却可能因对技术前沿的无知而为用技术作恶提供机会。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澳

大利亚政府公布了 ２９０ 万病人的处方和手术等医疗账单。 为了保护个人隐私， 相关

部门删除了记录中病人的姓名和其他身份信息。 然而， 墨尔本大学的一支研究团队

发现， 运用公开数据进行信息匹配， 很容易识别病人身份， 无须经当事人同意， 就

能获取其完整医疗记录②。

自移动终端应用以来， 人类活动就会留下数字足迹。 哪怕是碎片化的足迹， 也

可能被有心人运用公开技术建构完整的使用者数字画像。 实验研究表明， 运用 ４ 个

手机位置和时点信息便可识别 ９５％的用户③。 近期， 一份志愿者的数据挖掘实验报

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运用 ６５００ 位波拉 （Ｐｏｌａｒ） 公司穿戴式健身手表使用者的公

开数据， 研究者挖掘出了超过 ２００ 处机密坐标， 其中包括 １２５ 处军事基地、 ６ 处无

人机基地、 １８ 处情报机构、 ４８ 处核武器存放点， 此外还包括美、 英、 法、 俄、 荷等

国军方和情报人员的姓名和住址④。 人工智能将是技术应用的又一个里程碑， 让人

工智能迈向纵深的基础资源也是数据。 一部分人对人工智能的积极未来满怀期待，

另一部分人则对人工智能作恶充满担忧⑤。 机器人可以扫地， 也可能自主或被操纵

地攻击人类。 具有自主性的人工智能 （被称为生命 ３ ０） 在许多维度的能力都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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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 ｐｒｉｖａｃｙ。
同上。
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ｄ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 ｎｌ ／ ８４８２ ／ 。
２０１８ 年上半年， 众多围绕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的各种讨论会见诸媒体， 参与讨论的不仅有技术专家， 更多

的是社会科学、 哲学等领域的专家， 如 《开放时代》 杂志社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４ 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 “技术与

社会工作坊”。



人类， 人们担心生命 ３ ０ 可能完全控制人类 （泰格马克， ２０１８）。 普通人对运用数

据作恶的了解少之又少， 即使成为作恶的对象也可能浑然不知。 尽管如此， 疑问却

没有因无知而消失： 为什么人们在花钱消费的同时却被数据平台消费， 甚至被数据

伤害？ 为什么搜集数据的行动者不保护个人隐私而任由数据泄露事件呈现指数级上

升①？ 人们怎么可能对公司和政府有意无意地用数据作恶视而不见？ 何况， 还有一

个善恶难辨的暗网？

第三， 电脑病毒武器化。 电脑病毒是伴随计算机和互联网应用的普及而产生的

恶意应用。 用户无时无刻不在与电脑病毒周旋， 既无法躲避， 也无法根治。 在电脑

病毒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莫过于震网病毒。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伊朗称布什尔

（Ｂｕｓｈｅｈｒ） 核电站部分员工的电脑感染了 “震网” （Ｓｔｕｘｎｅｔ）。 这种病毒专门针对在

伊朗运行的西门子工业电脑， 它悄无声息地潜伏和传播， 依据被感染电脑的特征条

件自动判断， 如果不是位于伊朗的西门子工业电脑， 则潜伏， 以免引起杀毒应用的

关注； 如果是， 则立即尝试进入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ＰＬＣ） 添加数据块， 监测并向

模块里写入数据， 以根据需求， 实时改变 ＰＬＣ 流程， 进而改变生产控制参数。 在以

此为原型拍摄的电影 《零日》 （Ｚｅｒｏ Ｄａｙ） 中， 震网病毒让核电站的离心机进入持续

加速状态， 最终毁掉了整个设施。 震网病毒的里程碑意义不在于其目标性和对工业

电脑的威胁， 而在于它是一起有预谋的武器性攻击。 病毒暴发之后的多源证据表明，

震网病毒由美国和以色列两国政府联手于 ２００８ 年在美国的实验室研制， ２０１０ 年正

式投放伊朗。 攻击的目的不是窃取信息， 而是自杀式毁灭： 利用系统漏洞夺取控制

权， 向工业设备传递指令， 令其自我毁灭。

如果把三类特征现象综合起来观察就会发现一条清晰的线索： 作恶都发生在既

有规则约束不到的技术综合应用领域， 作恶者都是技术精英行动者。 对暗网， 普罗

大众视之为天方夜谭， 企业对其黑白难辨， 政府对其知之甚少。 对运用数据作恶，

普通个人没有相关的知识， 也没有相关的技术和设施防备； 在社会高度互联、 数据

关联向深度快速发展的前沿， 企业游走在善恶边缘， 政府也缺乏判断善恶的权威性，

对可能作恶的方向甚至都不清楚。 对病毒的武器化， 社会难以获得扎实证据，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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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依据国际数据安全公司 （Ｇｅｍａｌｔｏ） 的报告， ２０１４ 年数据泄露超过 １０ 亿条， 比 ２０１３ 年增长 ７８％ ； ２０１７ 年

数据泄露超过 ２６ 亿条， 每秒钟有 ８２ 条数据泄露； ２０１８ 年数据泄露事件陡增， 到 ８ 月就已高达 ９７ 亿条。
在 ２０１７ 年泄露的数据中， ７２％的为外部恶意为之， ６９％ 的为可识别用户信息； ２０１３ 年以来的趋势表明，
用户信息始终是数据泄露的主体， 且占比不断上升。 相关数据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ｒｅａｃｈｌｅｖｅｌｉｎｄｅｘ ｃｏｍ ／ 。



挣扎在权力与利益之间， 政府则可能疏于监管。 如此， 意味着无数的技术综合应用

已经不在既有规则的约束范围。 技术曾被更多地理解为积极力量， 在人类的经济和

社会发展中， 技术创新与应用是最重要的推动力量， 技术的贡献居功至伟。 可三类

特征性技术作恶现象却暗示： 当下社会时时面临暗网技术之恶的威胁； 公司在有意

无意中运用技术作恶或为作恶提供便利； 政府可能存在技术运用不当； 进而再次把

技术与社会议题推到了前台。 在技术渗透到生产生活细节， 且人工智能的未来极为

不确定的时代， 大量事实都表明， 曾经有效约束技术作恶的规则在如今失去了对某

些技术行动的约束， 人们不得不深深疑虑： 人类还有能力治理不断迈向深入的技术

化社会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 需要把三类特征现象放回到技术与社会的历史发展脉络中，

看一看技术如何进入人类的社会生活， 成为不可或缺的要素， 促进了技术化社会的

发展？ 过去， 社会如何运用技术为人类的福祉服务， 同时又避免用技术作恶？ 如今，

为什么社会看起来失去了对技术作恶的约束？ 后文的分析将试图说明： 技术创新和

应用的迭代速度不断加快， 约束技术创新和应用的规则迭代相对迟缓， 形成了技术

发展与治理发展之间的速度差异， 进而导致了技术化社会治理因异步困境而失灵。

不过， 规则与技术的异步不是奥格本 （１９８９） 的文化滞后， 而是制衡机制的失灵。

鉴于将要讨论的内容并非社会学的常见议题， 为了促进理解， 在讨论异步困境之前，

下一节将做一些铺陈性讨论。

二、 技术化、 技术化社会

技术始终与人类的经济与社会生活相伴随， 人类对技术的兴趣也与人类生活的

历史一样悠久。 遗憾的是， 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对技术与社会的探讨， 没有形成

系统的知识系谱。 既有的知识散落在取向差异极大的研究之中， 难以整合。 为让讨

论具有连贯性， 我们先对有关技术的知识进行简要澄清。

（一） 什么是技术化社会？

社会学对技术的探讨非常晚近， 它的知识化来源于默顿 （Ｒｏｂｅｒｔ Ｋ Ｍｅｒｔｏｎ） 构

造的 “科学—技术—社会”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ＳＴＳ） 分析框架 （邱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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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 ２００８）。 不过， 默顿的目的既非探讨技术化， 也非探讨技术化社会， 而是把近

代科学技术的产生与发展作为一种独特社会体制， 探讨科学技术发展与社会的关系，

涉及科学家群体产生与发展的社会机制、 科技发展与产业、 军事以及文化之间的关

系 （默顿， ２０００）， 却完全没有涉及技术与社会的关系。

毫无疑问， 默顿开创了社会学对科学技术的研究， 可如今看来， 其后果利弊参

半。 其积极的一面在于， 在职业社会学家 “关注青少年罪犯、 流浪汉、 售货女郎、

职业窃贼和职业乞丐” （默顿， ２０００） 等社会热点问题时， 默顿把科学技术现象带

入社会学学科视野， 让社会学家们看到科学技术不仅为社会带来了工具性便利， 也

产生了科技人员职业群体， 且他们的努力直接影响着人类的政治、 军事、 经济与社

会生活， 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如此， 他还整合了之前其他学科尤其是

科学史如萨顿 （Ｇｅｏｒｇｅ Ｓａｒｔｏｎ） 的研究， 为社会学对科学技术的探讨树起了一面跨

学科的旗帜， 这是社会学史上第一次整合了众多学科的努力， 也非常成功。

不能忽视的是， 其负面影响同样深远。 默顿把科学与技术两类分野极大的社会

现象混为一谈， 使得专业学术探讨无法运用科学与技术各自的中程特征， 而不得不

始终停留在科技哲学的思辨层次， 除了形成各种决定论式的理论范式 （Ｂｉｊｋｅｒ ｅｔ

ａｌ ， １９８７； Ｏｕｄｓｈｏｏｒｎ ＆ Ｐｉｎｃｈ， ２００３； 邱泽奇， ２０１７） 之外， 在知识积累的意义上几

乎没有形成具有实证接口的命题与理论， 无法推进以社会事实为基础的研究与对话。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中程研究范式正是默顿自己创立的。 此外， 过于宽泛的学科范

畴让针对科学技术的社会科学知识分散在不同领域且无法集聚。 尽管有科学社会学、

知识社会学、 技术社会学、 发明社会学、 工程社会学等各种学科标签， 可是， 在这

些标签之下既没有在学科内部形成系统的知识， 使得社会学对科学技术的知识依然

表现为没有结构的知识沙粒状态； 也没有在相邻学科之间形成知识系谱， 无法让社

会学对科学技术的研究进入社会学的主流知识体系。

历史地看， 科学与技术从来没有必然地联系在一起。 科学为技术提供了理论基

础和科学合理性来源； 技术从实践提出问题向科学发起挑战， 进一步推动科学发展

（哈贝马斯， １９９９： ８９）。 科学活动的确有面向大众的知识普及， 不过， 它更多地属

于科学家群体。 技术活动虽然蕴含科学问题， 可它更多属于大众。 对普通人而言，

人们对技术蕴含的科学问题没有兴趣， 更有兴趣的是其工具性效率， 是技术应用。

事实上， 是大众的应用让技术获得了影响社会的机会。 如果说默顿曾批评社会学家

们忽视科学技术造成了社会学的知识残缺， 那么， 默顿自己把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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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则是知识混乱， 且贻害同样深远。 简言之， 从默顿及其后继者那里无法获得

理解和解释技术失控的知识源泉。

好在法国社会学家埃吕尔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Ｅｌｌｕｌ） 注意到了科学与技术的差异， 专题探

讨技术与社会的关系， 提出了 “技术化社会”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命题 （Ｅｌｌｕｌ，

１９６４）， 让社会学对技术的研究有根可循。 在中国， 出身于自然辩证法传统的学者

们更愿意在 ＳＴＳ 框架中寻找技术社会学的正统性， 试图依据既有文献区分老技术社

会学和新技术社会学 （张成岗、 黄晓伟， ２０１８）， 可对技术社会学而言， ＳＴＳ 既没有

系统探索， 也难说知识体系。 随着技术应用的社会化使科学与技术的分野越来越大，

专门探讨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紧迫。

其实， 在埃吕尔之前， 另一位法国社会学家莫斯 （Ｍａｒｃｅｌ Ｍａｕｓｓ） 也讨论过技术。

不过莫斯更有兴趣的是技术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本身， 而不是技术与社会的关系。 钟情于

ＳＴＳ 传统的中国学者更愿意把法国技术社会学传统溯源到莫斯， 甚至塔尔德 （Ｇ

Ｔａｒｄｅ） 和涂尔干 （Ｅ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 （夏保华，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事实是， 塔尔德和涂尔干

未曾专题讨论技术社会学， 甚至没有专题讨论过技术。 埃吕尔则不同， 他在厘清科学

与技术、 技术与组织关系的基础上， 广泛且系统地梳理了从作家 （如 Ｊｅａｎ Ｆｏｕｒａｓｔｉé）

到学者 （如莫斯） 对技术的讨论， 从社会视角提出了对技术的认识。 他认为， 技术不

只意味着工具， 而是指向层次性嵌套的技术体系： 经济技术、 组织技术、 人类技术。

其中， 经济技术指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的工具性技术， 包括个体与组织使用的工具。 组

织技术则指人类组织涉及的具有实体和概念意义的技术， 包括从商业活动到国家行政

运用的工具。 人类技术覆盖了最广的范围， 从医疗、 遗传， 到传播、 宣传等， 涉及几

乎所有工具性技术。 与前两类技术不同， 在人类技术中， 人变成了技术的客体 （Ｅｌｌｕｌ，

１９６４： ２２）， 是技术提高效率的对象。 三类技术的关系是： 经济技术处于底层， 组织技

术处于中层， 人类技术处于上层； 其中， 下层技术嵌套在上一层技术之中。

在探讨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时， 埃吕尔运用法国年鉴学派擅长的大历史方法， 试

图在社会意义上形成对技术的认识。 他系统地考察了从初级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 技术到工

业化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技术的演化， 探讨了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技术与社会关系的特

征。 他把运用技术达成目标的活动称之为技术化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指出从古希腊到

２０ 世纪中叶， 技术与社会关系特征的变化在于， 技术曾经只是依据民间传统的工

具， 用以延伸人类的肢体； 在迭代与发展中， 逐渐形成了技术的自主性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也逐渐跳出传统、 进入组织、 进入国家机器， 成为商业活动和政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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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的工具； 进一步， 技术进入人类的社会生活， 成为无处不在的工具 （ｍｅａｎｓ）， 即

技术泛在化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ｓｍ）， 成为与自然环境、 社会环境具有同等意义的技

术环境 （刘电光、 王前， ２００９）， 这就是技术化社会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一个处

处渗透着技术且以技术为工具的社会。

把技术与自然并列的不只有埃吕尔， 还有哈贝马斯。 在讨论技术进步与社会生

活世界时， 哈贝马斯同样把技术与自然并列， 指出： “技术对人行为的影响， 并不

亚于自然 （对人行为） 的控制。” （哈贝马斯， １９９９： ９１） 可是， 哈贝马斯并没有像

埃吕尔那样运用历史事实证明自己的判断， 只是逻辑地演绎出： “严格的经验科学

信息， 只有通过把它使用在技术上， 只有作为技术知识， 才能进入社会的生活世界：

在社会的生活世界中， 严格的经验科学信息是用来扩大我们支配技术的力量的。”

（哈贝马斯， １９９９： ８６） 在哈贝马斯那里： “技术进步有自身固有规律性的论点是不

正确的。” （哈贝马斯， １９９９： ９４） 而埃吕尔则用事实证明， 哈贝马斯的论断是错误

的， 他认为技术的自主性推动了技术创新和迭代， 从依靠人类传统的技术到工业化

技术， 正是技术自主性的发展。 埃吕尔的这一观点在阿瑟 （Ｗ Ｂｒｉａｎ Ａｒｔｈｕｒ） 对技

术本质的探讨中得到了系统的检验 （阿瑟， ２０１４）。 遗憾的是， 埃吕尔并没有说明

一项自在 （ｓｅｌｆ⁃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的技术如何自为地演化为工业化技术， 进入哈贝马斯

意义的生活世界。

我们认为， 技术从来不曾自动进入人类的社会生活， 是人类对效率的追求把技

术带入需求的场景 （ｆｉｅｌｄ）， 促成了技术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应用， 且在应用中展现

出技术的价值。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观察到了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特征， 也是技

术化社会的特征。 为理解技术化社会的现实， 可以看一个例子。 公共交通是现代社

会公共产品的代表， 公交企业提供公交服务和乘客采用公交出行， 构成了公交生活

的基本图景。 公交技术从经济技术、 组织技术到人类技术的发展变化， 典型地呈现

了从追求效率的工具到以乘客为对象的技术化社会特征。

（二） 案例： 公交生活的技术化①

北京市的公共交通始于 １９２１ 年， 北洋政府组建北京电车公司， 开辟第一条有轨

电车线路， 开启了北京市的公交生活。 到 ２００６ 年， 公交车辆经历了多次更新： 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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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技术上， 从有轨电车到无轨电车， 从公交汽车到地铁； 从柴油机到汽油机， 从油

电混合动力到纯电动力。 在组织技术上， 从有乘务员到无乘务员， 再回到有乘务员

加上安全员； 从人工报站到模拟报站， 再到自动报站。 总之， 涉及公共交通效率、

安全、 环保、 便捷、 友好的技术在不断迭代。

可在这期间， 司乘关系并无变化： 乘客用现金购买车票， 提出服务需求； 乘务

员或站台票务员代表公交公司发售车票， 承诺为乘客服务。 无论是单程车票还是月

票， 一纸车票便是公交公司与乘客之间的契约。 每一位乘坐公交的人， 无论男女老

幼、 来自何地， 都熟悉乘车规则： 拿钱买票。 “拿钱买票” 不是公交独有的规则，

而是人类沿用了几千年的社会规则在公共交通中的应用， 是人类技术。 尽管公交车

辆技术和公交公司的组织技术在不断更新， 可古老的社会规则依然适用于技术更新

后的司乘关系， 让司乘之间对彼此的行动保持着稳定且确定的预期， 维系着司乘之

间的秩序。

刷卡乘车则彻底改变了 “拿钱买票” 的传统， 让司乘关系经历了一次革命。 我

们先简要地了解技术过程。 用电子车票替代纸质车票在北京公交系统中仅经历了 ５

年的准备与调试。 ２００１ 年建设和测试刷卡技术系统， ２００３ 年在公交车和地铁线上试

用，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０ 日 “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 正式取代之前的纸质月票， ２００７ 年

一卡通由月票迭代为储值车票。 此后， 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进一步进行技术迭代，

２０１４ 年开通近场通信 （ＮＦＣ） 接口， 乘客可以运用具有 ＮＦＣ 芯片的智能手机为一卡

通充值。 期间， 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 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介入， 推出具有一卡通

应用的手机卡， 持具有 ＮＦＣ 芯片且开通了一卡通应用的智能手机乘客， 可以刷手机

乘车。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试点扫码乘车， ５ 月正式推出扫码乘车， 任何智能手机， 只要安

装了市政一卡通应用， 都可以扫描二维码乘车。 进一步，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０ 日北京市

政交通一卡通试点电子发票服务， 有发票需求的乘客可以通过市政一卡通应用在线

索取。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 日起， 北京市公交系统正式停止提供纸质发票， 只提供增值税

电子普通发票， 需要发票的乘客必须通过市政一卡通应用在线申请并索取电子发票。

至此， 公交车票完成了它华丽的技术化蝶变， 从钞票与车票两张纸的交换变成了不

同介质之间的数字交换。 纸质车票沿用了 ８５ 年， 从纸质月票到电子月票的转换花了

５ 年， 从电子月票到电子车票花了 １ 年， 从纸质发票到电子发票的转换则只花了 ３

个月。 从纸质车票到电子车票、 从纸质发票到电子发票， 技术以加速度迭代着， 可

带来的影响却不仅仅是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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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可以” 到 “必须”， 与车票技术化相伴随的是社会关系的技术化革命。 其

中， 乘车不再只是司乘之间的双边关系， 它还涉及市政交通、 市政一卡通应用服务、

支付系统、 支付转移和结算系统、 支付监管系统、 移动终端设备、 国家税务等众多

利益相关行动者； 在一些系统如支付中， 还涉及更加复杂的行动者。 刷卡乘车的纸

卡之变， 把司乘之间 “拿钱买票” 的直接双边互动变成了乘客与围绕车票的一系列

行动者之间的复杂网络关系， 这就是技术从效率工具到人类技术环境的转换。 正是

在这个转换中， 在司乘之间的直接交易迭代为间接交易时， 让既有社会规则不再适

用新的场景。

（三） 技术化社会 ３ ０ 版： 从工具到社会关系技术化

重新品味埃吕尔的讨论可以发现， 从基于传统的技术到自主化的技术， 在技术

发展中， 技术化社会实际经历了两个版本的迭代。 以历史演化为序， 早期政府对技

术的创新与应用是技术化社会的 １ ０ 版， 权力垄断了技术创新和技术应用。 商业公

司介入并逐渐成为技术创新和应用的主体则是技术化社会的 ２ ０ 版， 资本逐渐垄断

了技术创新和技术应用。 如今， 埃吕尔不曾观察到的数字化， 是技术进入社会化创

新和应用的阶段， 我们称之为技术化社会的 ３ ０ 版。

在这一阶段， 权力和资本依然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不同的是技术创新与应用的

分化。 在 １ ０ 版和 ２ ０ 版阶段， 技术应用的主体是组织， 个体作为组织成员才参与

到技术创新和应用之中， 不具有进行技术创新和应用的独立性。 从有轨电车到无轨

电车， 从燃油动力车到地下铁道， 从人工报站到自动报站等， 每一项改变都是技术

在组织内部创新和应用的后果。 埃吕尔曾敏锐地指出， “如今的技术， 其最重要的

特点在于， 它不再依赖于手工， 而是有赖于组织和机器的安排” （Ｅｌｌｕｌ， １９６４： １４）。

事实上， 机器安排也是组织安排 （邱泽奇， ２００５）。 技术应用的历史表明， 直到 ２０

世纪末， 组织既是技术创新的力量， 也是技术应用的主体 （邱泽奇， ２０１７）， 埃吕

尔 （Ｅｌｌｕｌ， １９６４） 对技术应用的历史考察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 ３ ０ 版阶段， 技术作

为环境让社会成员在技术创新和应用中具有了独立性， 在场景化应用、 利益关联行

动者和技术关系网络中具有了高度的连通性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对社会而言， 技术不再

只是效率工具， 也是利益关联行动者和技术网络关系的依据。 公交生活的技术化不

仅是经济技术和组织技术的迭代， 也是从经济技术、 组织技术到人类技术的技术化

演化： 从技术的组织创新到技术的社会创新， 从技术的组织应用到技术的社会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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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纸质车票到电子车票， 既是技术走出组织应用、 迈向社会应用的过程， 也是

从组织技术向人类技术的迈进。 电子车票技术在带来一系列社会收益的同时， 至少

产生了两个直接社会效应。 第一， 直接制造着数字鸿沟； 第二， 直接参与社会规则

调整。 如果说技术的组织应用通过调整利益分配， 间接地影响了社会成员的社会经

济地位； 那么， 技术的社会应用则直接参与了人群的社会分化， 电子车票把乘客区

分为数字乘客和非数字乘客， 把非数字乘客隔离在数字红利之外， 制造了公共服务

的数字鸿沟。 不仅如此， 电子车票还让 “拿钱买票” 的规则不再适用于新的司乘关

系。 在数字化司乘关系中， 司方不再关心乘客是否买过票， 而只关心乘客的刷卡数

据是否正确。 乘客不仅要知道如何购卡、 充值、 刷卡， 还要关注自己的卡里是否有

足够的储值。 公交系统凭借乘客数字账户的数据获取其乘车资格证据， 乘客也凭借

自己数字账户的数据提供乘客资格证据。 而证明司乘关系合法有效的不再是车上乘

客 “有目共睹”， 而需依赖公交车辆或站台刷卡机显示的数据。 技术就这样进入社

会关系之中， 改变着适用了几千年的社会规则， 也改变了社会规则对司乘关系的治

理。 从人际互动到人机互动， 正是司乘关系的革命。 技术依然是效率工具， 更本质

的且更重要的是， 技术 （刷卡机） 还是证明司乘关系的依赖。

技术， 从效率工具到关系证据的变化不仅发生公交生活中， 也发生在从国家治

理到日常生活的一系列社会生活中， 且正在渗透进每一个细节。 由中国创发的支付

革命是这一渗透的典型。 数字支付， 无论是支付宝、 微信还是其他数字支付， 把曾

经的直接交易转化成由技术支撑和证明的行动者网络关系。 和电子车票一样， 一笔

成功的数字支付关涉众多利益相关方， 如消费者、 支付终端制造商、 销售商、 支付

应用制造商、 银行、 支付结算监管机构、 税务机构、 支付平台设备供应商、 支付平

台系统供应商、 支付平台运营商、 支付安全服务供应商等， 形成了一个技术关联的

行动者关系网络。 支撑和证明这个网络正常运转的不再是物理账务的转移， 而是跳

动的数字， 纯粹的数字关系， 也因此被称为支付革命。

我们如今面对的技术， 既是埃吕尔的经济技术、 组织技术， 更是人类技术， 构

成技术化社会 ３ ０ 版的主体， 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一场深刻的数字革命。 人类正在进

入数字化社会。 技术化社会向纵深的发展为技术失控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网络与数

据。 可是， 我们在享受网络与数据等技术化便利的同时， 却没有为防止暗网之恶、

运用数据作恶， 以及电脑病毒武器化等运用技术作恶的行动做好必要准备， 技术精

英式的个体和组织行动者 （以下简称技术精英行动者） 可以在社会规则约束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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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为所欲为， 这才是技术失控的根源。 令人疑惑的是， 从依靠传统的技术到自主

化的技术， 技术始终掌握在人类手中。 人类一方面不断创新技术， 另一方面也不断

创新规则， 用规则约束技术创新与应用的人性之恶， 从禁用技术无端夺人性命①到

禁用技术带给人情感伤害， 规则的发展始终与技术的发展相伴随。 为何唯独如今，

规则滞后了呢？

三、 治理： 社会规则与技术迭代的异步困境

“治理” 是近些年的热词， 从各类媒体到国家制度都在使用治理， 可人们对治

理含义的理解并非不言而喻， 甚至缺乏基本共识。 为讨论技术为什么会失控， 我们

也需要建立对治理的基本共识。

（一） 治理与社会治理

学术领域流行的治理②， 指控制、 引导和操纵。 根据王诗宗 （２００９） 的研究，

在近现代社会科学领域， “治理” 是一个被遗忘的术语， 偶尔出现也是作为统治的

替代词。 其近期的流行与英语作为学术语言的通用性密切相关， １９８９ 年世界银行发

布 《撒哈拉以南： 从危机到可持续发展》 报告使用了治理， 使其迅速成英语世界社

会科学的流行术语。 遗憾的是， 术语的流行并没有促进各方的共识， 至今， 学术界

对治理的理解依然歧义众多 （ Ｂａｎｇ， ２００３； 曾庆捷， ２０１７； 张虎祥、 仇立平，

２０１５）。

学术界忽视了的是， 在中文里， 治理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 且含义明确。 《荀

子·君道》 有： “明分职， 序事业， 材技官能， 莫不治理， 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

公义明而私事息矣。” 明确地说明了， 多主体、 分工、 合作、 协调是伸张公共道义，

杜绝私门私事的途径。 从分歧众多的学术探讨中， 其实， 可以归纳的共识也不过如

此， 无非增加了开放与向善。 在中国， 治理在社会领域的近期传播与扎根则经历了

一个学术与政治互动、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变。 ２０１０ 年中央政法委提出了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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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国际社会制定的众多公约， 都旨在禁止大规模致命性攻击， 如国际社会的 《核不扩散条约》 《关于禁止发

展、 生产、 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 《禁止生物武器条约》 等。
在语源上颇有争论， 有人认为源于希腊文 （ｋｕｂｅｒｎａｅｉｎ）， 也有人认为源于拉丁文 （ｇｏｕｖｅｒｎａｉｌ）。



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 社会管理创新、 公正廉洁执法等三项重点工作， 在社会治安

的背景下提出了社会管理。 对此， 社会学家们反应积极， 主张改善社会治理才是化

解矛盾和促进社会和谐有效途径 （李培林， ２０１４； 龚维斌， ２０１４； 周红云， ２０１５；

张林江， ２０１５； 李友梅， ２０１７）， 终于让社会治理得以传播， 进入中国政府的制度

设置。 不过， 社会学家们并没有就社会治理的理解达成共识。

综观中西文献对治理和社会治理的运用， 我们认为， 治理指向秩序的建构与维

系， 社会治理是社会秩序的建构与维系。 治理， 既是动词， 即达成社会秩序的手段

与过程； 也是名词， 即社会秩序的状态①。 我们还认为， 与埃吕尔对技术的理解一

样， 治理也指向一组秩序的嵌套， 从关系治理、 组织治理到国家治理。

关系治理指对基本社会关系的治理。 在社会生活中， 初级关系是基本社会关系，

其治理沿用基本社会规则。 基本社会关系范围的有限性和地方 （局部） 性使治理的

基本目标表现为对地方 （局部） 秩序的建立与维护。 家训和乡规民约等既浸透着社

会基本价值观和国家法律法规， 又针对地方社会的具体场景， 是治理地方社会基本

社会关系的规则， 对地方秩序建构与维护的有效性让地方性规则获得了合法性。 治

理有效与规则合法之间的互动构成基本社会关系治理的主线。

组织治理指在基本社会关系之上， 对以组织为范围、 因组织而生成的社会关系

的治理。 在公交生活中， 公交系统的治理便是组织治理。 它超出了基本社会关系，

形成了跨越地方规则的复杂关系。 在组织治理中， 既沿用通用社会规则， 也创生着

适用于组织的新社会规则。 组织管理的一系列规章制度、 管理学的一系列原理与命

题， 都是在基本社会规则之上的专门社会规则。 这些规则不违背基本社会规则， 又

延伸其在组织场景的适用性和有效性， 建构和维系着组织的秩序。 同样， 组织治理

有效和规则合法之间的互动， 构成了组织治理的主线， 一些有传统的组织也形成了

如地方性规则的组织文化。

国家治理指在前两类规则之上， 对以主权国家为范围的、 整体社会关系的治理。

宪法是一国对其整体社会关系的基本约定， 是维系国家统一、 社会和谐、 经济繁荣、

人民自由的基本规则。 整体社会关系既超出基本社会关系和组织关系， 又与二者之

４１

社会发展研究 ２０１８ ４

① 作为动词和名词， 在中文传统用法中， 都有例证。 作为动词， 如 ［晋］ 袁宏 《后汉纪·献帝纪三》： “上

曰： ‘玄在郡连年， 若有治理， 迨迁之， 若无异効， 当有召罚。 何缘无故徵乎？’” 作为名词， 如 ［清］ 严

有禧 《漱华随笔·限田》： “蒋德璟出揭驳之： ‘……由此思之， 法非不善， 而井田既湮， 势固不能行也。’
其言颇达治理。”



间有复杂的联系和互动。 一方面， 建构和维系整体社会秩序的法律是组织关系和基

本社会关系的上位规则， 是建构与维系二者的前提； 另一方面， 因基本社会关系的

地方性及其对组织关系的影响， 当上位规则与基本社会规则和组织规则发生严重冲

突且不具有社会合法性时， 法不责众， 上位规则又不得不受到二者的约束， 甚至被

推翻。 于是， 国家治理有效和规则合理①之间的互动建构了整体社会关系治理的

主线。

与埃吕尔的人类技术一样， 在国家治理中， 人也变成了治理的客体。 与技术化

社会进程中人的地位反转一样， 治理的复杂性也在于从基本社会关系、 组织关系到

整体社会关系治理的嵌套推进中人的地位从主体反转为客体， 使发生在地方的、 组

织的治理有效与规则合法之间的互动在上升到主权国家层次时直接危及社会整体秩

序， 进而让人从治理的主体成为治理的客体。 既如此， 技术的社会创新与应用也是

治理的客体， 怎么会失控呢？ 直接的答案是， 既有的规则无法约束诸多对技术的创

新和应用， 尤其无法约束甚至不能理解技术精英行动者的创新与应用。 一个最近且

影响深远的例子是滴滴顺风车命案带来的争议。 为理解这一点， 我们还得回到治理

在技术与社会关系中的特征。

（二） 技术化社会的治理

在技术化社会 １ ０ 版阶段， 技术既被用于开疆拓土， 也被用于地方性秩序的建

构与维系。 技术始终被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中， 只要政府不用技术作恶， 其他行动者

便没有机会用技术作恶。 历史上有政府运用技术作恶的， 如智瑶水淹晋阳城、 二战

期间的生物和化学武器制造与使用， 不过， 并不多。 遏制政府作恶的是社会规则，

如对智瑶的道德审判、 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道德和军事审判。 同时， 政府也是治理的

主体， 借助于国家法律和地方规则， 以家庭和地方社会为依托， 建构和维系着以基

本社会关系治理为特征的地方秩序。 在国家范围内， 地方之间的相对隔离， 使得地

方秩序与国家秩序同构， 只要治理好基本社会关系， 也就实现了整体社会关系的建

构与维系， 实现了国家治理， 村庄治则天下治。

在技术化社会 ２ ０ 版阶段， 组织是技术创新与应用的主要力量， 也是治理的重

要组成部分。 组织与家庭、 地方性社会的分离让地方规则不再有机会约束个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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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合理指规则一方面在国家治理意义上合法， 另一方面符合基本社会规则和组织规则的逻辑与原理。



者的组织行动， 让治理面对严峻挑战。 在应对中， 政府和组织进行了分工， 组织负

责内部治理， 政府则负责组织之外的秩序建构与维系。 这也是埃吕尔组织技术的一

部分。 与之前不同的是， 组织行动者对技术的创新与应用被纳入到国家治理之中。

换句话说， 治理不再只是社会关系的秩序建构与维系， 还包括技术与社会之间的秩

序建构与维系， 是一个对技术与社会双重治理的混合体。

在公交生活的技术化中， 公交公司通过创新和应用新技术实现技术迭代， 改

进组织效率， 调整和改善组织成员的利益。 不过， 组织对技术的创新与应用始终

处在国家法律和行业规则的约束之下。 例如， 随着从蒸汽动力、 燃油动力到电力

的不断迭代， 针对动力技术的规则在行业和国家层次也在迭代中。 以电力安全规

则为例， 从早期的简单安全到如今的精细安全， 规则逐步深入每一个细节， 从不

同用途电力规格的严格区分和标准化， 到终端产品规格的严格区分与标准化。 直

到今天， 涉及细节的规则还在迭代中， 一个最近的例子是针对电动车辆充电的细

致规则。

除了对技术的治理， 在组织治理中还有对社会的治理。 技术的组织应用触发组

织岗位结构的变化 （Ｂａｒｌｅｙ， １９８６）， 而岗位是组织进行利益分配的依据。 在组织即

社会的时代 （Ｐｅｒｒｏｗ， １９９１）， 也是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来源。 岗位调整既是组织内

部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 也是组织成员社会经济地位的调整。 技术的组织应用不仅

触发组织内部的利益调整 （刘振业， ２００４）， 也在组织之间触发利益格局调整。 在

公交车辆的技术迭代中， 随着技术环境的变化， 公交组织岗位的社会经济地位发生

着变化， 公交员工在社会中的社会经济地位也在变化着， 从曾经被人羡慕的职业变

成了公共服务行业的普通一员。 因此， 任何一次重大技术变革是社会成员社会经济

地位的重组， 还是社会的变革； 组织治理也是社会治理的一部分， 组织对利益的

调整与社会对利益的规制一致， 让组织治理产生直接的社会治理效应。 当然， 组

织并非自我封闭的体系， 对组织之外秩序的建构与维系， 除了组织的参与， 还有

赖于国家层次的规则和政府的作为。 任何破坏社会规则的或不符合社会期待的组

织行动， 政府都会以国家代表的身份对组织进行规制， 针对组织的各种规则便是

例子。 面对组织作恶， 政府如果不作为， 也会遭受社会的谴责甚至不同形式和手

段的罢黜。

与村庄治天下治类似的是， 在技术化社会 ２ ０ 版阶段， 只要治理好组织、 治理

好基本社会关系， 也基本实现了整体社会关系的治理， 建构了从关系治理、 组织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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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到国家治理的完美治理体系， 一个体现组织治理的完美例子是中国计划经济时代

的单位制 （路风， １９８９）。

（三） 社会规则与技术迭代的异步发展

从技术化社会 １ ０ 版到 ２ ０ 版时代， 治理的转折点发生在关系治理之外增加了

组织治理。 现代组织让国家治理的关系从传统的 “个体—家庭—地方” 之间的三层

关系转变为 “个体—家庭—地方—组织” 之间的四层关系， 组织之间的关系又使得

个体和家庭之间的关系跨越地方在组织中汇聚， 由此让国家治理面对的关系数量呈

几何级数增加， 对规则的需求也呈几何级数增加。 在复杂性骤增中， 理性化在国家

治理中的重要性自然地凸显了出来 （韦伯， １９８７）。 人类运用理性， 制定规则， 在

规则中寻求共识， 成为技术化社会 ２ ０ 版时代治理的重要活动。

无论是关系治理还是组织治理， 在技术化社会 ２ ０ 版时代及之前， 治理始终是

通过 “属地” 原则实现的。 在关系治理中， 行为发生的物理空间具有属地性， 在沿

用国家规则的前提下， 则更多地采用入乡随俗之 “俗” （地方性规则） 进行治理，

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内容便是习得地方之俗。 在组织治理中， 行为发生的物理空间也

具有属地性， 即组织空间。 同样， 在沿用国家规则、 不违反地方规则的前提下，

则更多地采用组织规则进行治理， 个体融入组织的重要内容也是习得组织规则。

这就是村庄治则天下治、 组织治则国家治的基本治理逻辑。 在属地治理逻辑中，

国家规则均以地方治理和组织治理为目标。 鉴于属地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在长期

实践中， 国家通常只制定原则性规则， 具体规则的制定与执行则留给了地方和组

织。 在这个格局中， 在中国， 制定规则的权限划分便成为中央—地方关系和政府

—组织关系的核心。 尽管有 “一管就死、 一放就乱” 的沉疴， 无论如何， 属地治

理是有效的。

在技术化社会 ３ ０ 版时代， 治理面对的格局变了。 第一个重要变局是行动者不

再只属于一个地方或一个组织， 技术赋能让行动者同时属于多个地方和多个组织；

个体化的潮流让个体成为独立行动者， 个体属于自己， 进而使得属地治理对行动者

的个体行动不再具有完整覆盖性。 个体化 （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是现代性理论语境的

术语 （吉登斯， ２０００； Ｂｅｃｋ ＆ Ｒｉｔｔｅｒ， １９９２； Ｂｅｃｋ ＆ Ｂｅｃｋ⁃Ｇｅｒｎｓｈｅｉｍ， ２００２； 李荣山，

２０１２）， 指称个体行动必须接受的社会羁绊越来越少， 迈向独立行动者的趋势越来

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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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个体行动者为例， 在社会生活中， 个体曾经属于家庭； 从传统村落到都市社

区， 个体行动也依赖社区共同体的支持， 其中一个极端形态是之前提到的中国计划

经济时代的 “单位制”。 在单位制时期， 个体的生老病死、 教育、 健康、 工作， 都

离不开单位 （路风， １９８９）， 个体属于单位。 在个体属于家庭和单位的时代， 个体

行动的前提是从家庭或单位获得许可①和资源， 否则个体行动缺乏社会合法性， 也

难以获得行动赖以发生的资源。 社会经济发展的后果之一是个体可以直接从社会获

得许可和资源， 个体行动不再严格需要家庭或社区的许可或支持。 中国社会正在走

向个体化 （阎云翔， ２０１２； 邱泽奇， ２０１４）。 一方面， 个体对家庭的依赖快速降低；

另一方面， 个体和家庭行动对社区的依赖则下降更快。 社区物理空间依旧存在， 其

共同体意义却名存实亡。 村委会和居委会等社区组织依然存在， 依旧组织各种活动，

结果常常是社区组织的一厢情愿 （蔡禾、 张蕴洁， ２０１７）。 家庭的居住和物理生活

依然处于社区空间， 与社区组织的实质联系却越来越弱， 个体和家庭都在成为与社

区无涉的独立行动者。

技术的社会化创新与应用则为个体行动的独立性提供了技术支持， 譬如信息技

术支持着在场行动与不在场行动在可识别和不可识别个体身上汇集。 曾经， 身体的

物理性和行动的在场性决定了个体行动的物理时空性和可识别性， 它为不同层级的

治理对个体行动的约束提供了自然基础。 如今， 信息技术支撑的高度互联社会为行

动者 （包括个体行动者） 提供了不在场行动的无穷空间 （卡斯泰尔， ２００１）。 当个

体化行动者不再局限于在场空间时， 不仅物理生活社区对个体行动失去了约束， 工

作场所也一样。 地方规则和组织规则无法触达个体的某些不在场行动， 尤其是不可

识别的不在场行动， 基于地方的和组织的治理在某些行动面前便没有了用武之地。

其实， 运用互联网的个体， 早已不再局限于在场行动。

不仅个体行动者如此， 组织行动者如今也汇集了在场和不在场、 可识别和不可

识别行动。 给治理带来挑战的正是不在场和 （或） 不可识别行动。 技术化社会 ３ ０

版向纵深发展支持的正是以指数数量增加的不在场和 （或） 不可识别行动。 在属地

治理中明确禁止的行为， 也进入不在场空间。 与此同时， 不在场行动还在成为人类

社会生活和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 面对遍布地球村的几乎趋于无穷的不在场空间，

对其具有约束力的规则少之又少， 无论是关系治理、 组织治理， 还是主权国家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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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缺少针对不在场和 （或） 不可识别行动的， 且保护大多数行动者利益的规则。 既

有的规则不仅无力治理明网的不在场行动， 如明网上的不在场非法交易； 对暗网更

是力不从心。 归纳起来说， 个体化叠加技术对行动的支持， 使得行动尤其是不在场

和 （或） 不可识别行动空间趋于无穷大。 值得强调的是， 支持行动空间趋于无穷大

的是技术的快速迭代。 技术迭代与规则迭代的速度差异正是个体化行动进入无规则

之境的现实基础； 组织行动亦然。

第二个重要变局是场景也不再只属于地方或组织， 非物理空间正在成为场景化

潮流的主场， 属地治理对场景化行动也不再具有完整覆盖性。 由于场景化

（ｓｅｎｓ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并非社会学的常见概念， 容易与场所 （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ｓｐａｃｅ） 混淆， 为便于

讨论， 也有必要略作说明。 在涉及互联网的讨论中， 场景化概念非常流行， 却没有

人对场景化做过哪怕是最直接的定义。 为体会场景化， 先举一个例子： 乘飞机。 飞

机是交通工具， 是物理场所。 可在飞行中会遇到一些场景， 如起飞、 平飞、 降落、

颠簸。 针对每一种场景， 航空公司都和旅客约定了不同的规则， 如要求系好安全带、

收起小桌板、 打开遮光板。 在特殊场景如紧急状况还有特殊规则。 这就是乘坐飞机

中的场景化和场景化行动。 简单地说， 场景化指意义赋予和行动存在均依场景而触

发， 指运用情景 （ｓｃｅｎ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ｆｉｅｌｄ） 触发行动者特定情绪或

行动的时空设置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 在技术化社会 ３ ０ 版时代， 场景化赋予

了个体化行动以意义和空间。

物理空间的场景化行动随处可见， 是属地治理的内容， 在关系治理中， 如拿钱

买票、 “无酒不成宴” 等； 在组织治理中， 如工作着装、 上下级行为、 同事关系等。

不过， 这些都属于行动者在场的场景化 （图中第一象限） 行动。 不仅如此， 还有行

动者不在场的却可识别非物理空间的行动， 其场景化行动也进入了属地治理， 如乘

客刷卡牵涉的复杂利益关系。 其实， 大众的 “智慧生活” （如缴费、 衣食住行的诸

多线上互动等） 大都属于行动者不在场的场景化行动 （图中第二象限）。 技术化社

会 ３ ０ 版的挑战是： 发生在非物理空间的不可识别行动者的不在场行动 （图中第三

象限）， 核心是行动者的不可识别性。 严谨地说， 即使在物理空间， 给属地治理带

来挑战的也是不可识别行动者的行动 （图中第四象限）。 与物理空间的场景化不同，

非物理空间的行动几乎都是场景化行动， 尤其是不可识别行动者的行动， 譬如比特

币， 其在非物理空间流通， 没有物质形态， 行动者几乎不可识别。 如果有人希望绕

过主权国家法定货币的汇兑规则进行交易和结算 （场景化行动）， 比特币是优先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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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 非物理空间的场景化是不可识别行动者行动的触发机制， 构造一个场景， 便会

触发一系列的场景化行动， 数字货币是典型的例子。 与个体化不在场行动的无穷性

一样， 曾受限于物理空间规则约束的场景化， 在非物理空间同样趋于无穷， 支持场

景化无穷演化的基础又是规则与技术迭代速度的差异。 不受规则约束的场景化， 具

有天然的无穷性。 不仅如此， 规则与技术迭代速度的差异还带来了人们对场景化理

解的失能。 一个近期的例子是滴滴顺风车。 平台试图把顺风车场景化为社交， 监管

部门和绝大多数乘客却没有理解交通行动的场景化社交， 依然把顺风车仅理解为交

通。 另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例子是， 一个旨在摧毁主权国家间法定货币汇兑机制、

推动无政府经济社会发展的场景化交易甚至被不少人包括主权国家政府理解为推动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技术创新。

图　 异步困境下的治理类型

简单地说， 在非物理空间， 由技术支持的场景化完全可以不受规则约束， 当下

也几乎没有正式社会规则可以约束， 进而为场景化行动提供了无穷可能。 它是不可

识别的理想主义者、 乌托邦主义者、 去中心化主义者、 无政府主义者的等各种非主

流社会意识形态主张者的天堂， 也是治理面对的又一巨大挑战。 个体化行动的无穷

性、 场景化行动的无限性， 使技术与规则迭代的异步性 （ｄｅ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成为治

理和社会治理面对的真正困境： 在科学逻辑的意义上， 几乎不可能用属地治理的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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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来治理技术化社会 ３ ０ 版时代无穷变化的、 不可识别行动者的人类行动， 无论

善恶。

（四） 异步困境的本质： 技术失范

异步困境并不是当今才出现的社会现象。 在讨论社会变迁时， 早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奥格本便提出了文化滞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ａｇ） 假设。 他认为， 在社会变迁中， 社会

各部分的变迁速度并不一致， “在许多时候， 物质条件已经改变， 但与旧的物质条

件相适应的文化却远远地落在了后面” （奥格本， １９８９： １３３）。 造成文化滞后的原

因， 在他看来有缺少发明、 机能障碍、 社会异质性、 与物质条件的程度差异、 与其

他部分的差异， 以及群体价值等。 显然， 奥格本强烈秉持着有机体论， 认为社会是

一个协调一致的整体。 进入 ２１ 世纪后， 也有人借用奥格本的整体论文化滞后概念，

在探讨技术与社会的控制机制时指出， 技术跑在前头， 习惯、 思想、 社会安排等都

落在后面， 进而造成了技术对社会的决定性影响 （Ｖｏｌｔｉ， ２０１４： ３４９—３５１）。 在借用

中， 瓦尔第也默认了奥格本的社会有机整体论。

可是在我们看来， 异质性 （布劳， １９９１） 才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 二战以来

的社会现实已经清晰地表明， 社会整体的协调一致只是理想主义者的想象和期待。

在承认社会异质性的前提下， 异步困境并不是社会整体意义上的部分之间的变迁速

度差异， 而是部分之间制衡意义上制衡机制的失灵。 在我们的讨论中， 技术创新和

应用曾经是组织垄断的社会行动， 如今则成为组织和社会共同的社会行动。 曾经针

对组织的治理规则， 如今无法有效覆盖组织和社会共同的在场和不在场的、 可识别

和不可识别行动者的、 个体化和场景化的技术创新和应用， 规则与技术之间的平衡

就此被打破， 导致技术失范。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规则与技术之间的平衡是一个社

会中两个部分之间的制衡， 而不是奥格本意义上社会整体变迁中的文化滞后。

因此， 速度差异带来真正的困境是， 一方面， 技术迭代速度不断加快、 为社会

提供了一个阈值极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域， 前沿部分早已进入没有规则可以约束的

领域①。 另一方面， 在技术创新中， 小公司逐渐取代大公司成为颠覆式技术创新的

核心推动者， 大公司则在渐进式、 积累式创新和应用中仍保有重要作用； 在技术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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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 行动者对技术的应用不再只是按照技术手册操作， 更多地是创造性地应用，

带有强烈的行动者特征。 在规则约束不到的部分， 技术创新与应用的方向则完全取

决于技术精英行动者的自我规则， 这就是技术失范发生的场景。 因此， 与技术善恶

密切关联是技术精英行动者在某一类场景的自我规制。

在给定个体化和场景化的前提下， 治理与社会治理面对的格局发生了历史性转

折， 这个转折点是行动者不在场和不可识别行动的空间与类型的无穷迭代与发展。

其实， 在属地治理时代， 也存在技术迭代速度与社会规则速度之间的差异。 属

地治理的有效性在于行动者的可识别性和行动空间的物理性 （图中第一象限）， 对

人的治理约束了技术精英行动者的作恶行动。 换一个说法， 属地规则对行动者的约

束， 约束了技术精英行动者的作恶行动。 一旦行动者不可识别、 行动空间非物理化

和场景趋于无穷 （图中第三象限）， 技术精英行动者的行动便具有了高度不确定性，

属地治理只会迈向失灵。 这是因为在阈值极宽的技术域中， 技术精英行动者的自我

规制差异在不受约束的空间和场景会急剧放大， 呈现出规模 × 效应和差异化规模 ×

效应 （邱泽奇等， ２０１６）， 不顾规则的技术迭代也会像脱缰野马， 很快进入无规则

之境， 且无论善恶。

个体化为技术精英行动者的特征性技术创新和应用提供条件， 场景化则给技术

精英行动者秉持规则差异的显现赋予了现实意义。 在暗网中， 技术精英行动者可以

为警方和情报机构提供系统、 设施、 设备的安全漏洞以保护大多数行动者的利益，

也可以利用安全漏洞从事其他任何活动， 如攫取不当利益。 在数据利用中， 技术精

英行动者可以像波拉数据挖掘小组或墨尔本大学研究小组那样为隐私保护和数据公

共安全提供策略和措施， 也可以像剑桥分析公司那样为小群体利益而操纵选举和投

票。 在病毒利用中， 技术精英行动者可以像美国政府那样将其武器化以损害他国甚

至平民利益， 也可以像大多数反病毒企业那样为大多数设备的安全运行提供保障。

在不同的行动中， 可能是同一行动者， 也可能是不同行动者。 总之， 技术精英行动

者的自我规则决定了技术创新与应用的社会后果， 其中之一便是技术作恶。

在不在场行动、 不可识别行动者行动和场景化行动趋于无穷大的前提下， 理论

上， 技术精英行动者的特征行动差异也趋于无穷大。 它意味着： 第一， 技术精英行

动者的行动特征差异正如人类的身体特征差异一样已经成为社会的基本特征。 第二，

任何技术精英行动者的行动特征都不可能覆盖趋于无穷大的技术集。 第三， 也是最

重要的， 也没有规则可以完美覆盖趋于无穷大的技术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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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莎和特罗 －马蒂斯在社会理论层次把社会群体面对技术快速迭代而显现的差

异归纳为社会加速化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 他们认为， 社会加速化是时间结构现代

性的体现： 第一， 技术加速； 第二， 生命节奏加速； 第三， 社会和文化变化加速

（Ｒｏｓａ ＆ Ｔｒｅｊｏ⁃Ｍａｔｈｙｓ， ２０１３： １１４）。 更加重要的是， 在这些加速中， 不同人群的速

度是差异化的， 尤其是在代际之间。 归纳起来， 可以被称为技术与生活的异步

（Ｒｏｓａ ＆ Ｔｒｅｊｏ⁃Ｍａｔｈｙｓ， ２０１３： ６８）。 我们则认为， 社会加速化带来的社会异步化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不仅出现在代际之间， 也不仅是罗莎和特罗 － 马蒂斯认为

父辈的经验、 实践、 知识在子辈看来显得老旧甚至毫无意义 （Ｒｏｓａ ＆ Ｔｒｅｊｏ⁃Ｍａｔｈｙｓ，

２０１３： １１５）。 更加重要的是， 技术精英行动者秉持的自我规则差异， 无论是父代还

是子代， 包括组织， 既可能为社会带来福祉， 如中国的 “新四大发明” （高铁、 数

字支付、 共享服务、 电子商务）； 也可能是社会福祉的最大威胁， 如美国对电脑病

毒的武器化。

假设人类完全被暗网控制、 假设技术精英企业随意利用数据资源、 假设技术精

英政府在行动者不可识别的非物理空间为所欲为， 我们会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

技术发展就像历史的飞轮一样不可阻挡， 我们不可能通过限制技术的发展来实现治

理和社会治理， 而属地治理逻辑已不再能完全覆盖技术化社会 ３ ０ 版的数字时代，

人类何以保证大多数行动者的安全和利益？ 这， 正是技术化社会治理的困境， 与这

个困境密切相连的是没有规则可以约束的技术精英行动者的行动。

四、 结论： 治理的十字路口

人类处在规则与技术异步的十字路口： 回到过去的路已经消失， 面向未来的路

尚未清晰。 我们知道， 技术化社会已经进入新的阶段， 技术真正地成为与自然环境

并存且具有同等重要性的技术环境。 技术创新与应用的前沿已进入无规则之境， 技

术精英行动者已经拥有了属于他们的不可识别和不在场空间， 人类的未来甚至都掌

握在他们手中， 可人类社会 ９９％或更多的成员还要以现实为伴， 问题是我们却并没

有发展出鼓励技术为善、 防止技术作恶的多重规则。

我们也知道属地治理逻辑在行动者不可识别和不在场的非物理空间失灵， 个体

化和场景化行动已经成为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最大挑战。 面对挑战， 从个体到政府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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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尝试， 却并没有发展出新的、 有效的治理逻辑。 人们凭借直觉， 把多主体参与的

治理推上前台， 希望变传统的科层主体治理为多元主体治理。 可对多元主体治理的

逻辑却没有清晰有效的思路。 人们甚至想象着通过完整覆盖的监控网络防止技术作

恶， 可从监控获得的只是数据。 澳大利亚政府公开数据和波拉公司分享数据的事实

已经说明， 仅仅搜集数据并不意味着用技术为善。 剑桥分析的服务还说明， 轻松地

挖掘第三方数据， 也可以用技术作恶。 更何况我们越来越难判断创新和应用技术的

善恶， 如运用波拉公司数据进行数据挖掘的行动。

在治理的十字路口， 尽管我们不宜像埃吕尔那样悲观， 却的确需要探讨面向未

来的治理逻辑。 哈贝马斯认为， “技术进步的方向， 今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众

社会的投资： 在美国， 国防部和宇航局是委托科学研究任务的最大的两个部门。”

（哈贝马斯， １９９９： ９４—９５） 从社会出发， 哈贝马斯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 可他依据

的事实已然消失。 不过， 有一点哈贝马斯是对的， “技术 （向人类提出的） 挑战是

不可能仅仅用技术来对付的。 确切地讲， 必须进行一种政治上有效的、 能够把社会

在技术知识和技术能力上所拥有的潜能同我们的实践知识和意愿合理地联系起来的

讨论。” （哈贝马斯， １９９９： ９５）

如今， 私营部门的力量在快速上升， 主权国家政府的权力也不再是一个常量； 公

共性曾经是政府独有的属性， 如今， 企业的公共性也在快速上升。 探讨技术化社会治

理异步困境的出路， 还需要回到技术与社会的逻辑中来， 正如哈贝马斯说的， “只有

当我们用政治意识来判断和解决这种辩证关系时， 我们才能把握住迄今在自然史上已

经确立下来的技术进步同社会的生活实践之间的联系。” （哈贝马斯， １９９９： ９６）

本文的目的不在于提出解决方案， 而在于对面对的困局进行理论分析。 坦率地

说， 对困境的梳理已经蕴含了可能的多种解决方案， 譬如， 行动者在非物理空间的

不可识别性仅在于其与物理身体之间的映射关系， 或许解决映射的识别性也就找到

了突破困局的钥匙， 也是前述哈贝马斯原则的意义所在。 对技术化社会 ３ ０ 版或更

新版本时代治理内容、 形式和途径的讨论， 或需另文讨论阐述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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