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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实验科学的始祖,培根非常重视技术的作用和价值, 奉行乐观主义的技术价值观,认为,

技术是人自我生存之手段,提高效率之工具, 改变世界之伟力,控制自然之权力,揭示真理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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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g reat ancestor of experimental science, Francis Bacon pays much attent ion to tech

nolo gy, ho lding an opt imist ic view of techno logical v alues. He maintains that techno logy is a bas

ic means by which man himself ex ists, a too l through which man increases ef f iciency , a gr eat

for ce by which man changes the w or ld, a pow er by w hich man contr ols nature and a method

through which man f inds tr 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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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西斯 培根( Fr ancis Bacon, 1561- 1624 年 ) , 英国

唯物主义哲学家,实验科学和近代归纳法的创始人。他尖锐

地批判了中世纪经院哲学,认为经院哲学和神学严重阻碍了

科学的进步,主张要全面改造人类的知识, 使整个学术文化

从经院哲学中解放出来, 实现伟大的复兴。他认为, 科学必

须追求自然界事物的原因和规律。要达到这个目的, 就必须

以感官经验为依据。他提出了唯物主义的经验论原则,认为

知识和观念起源于感性世界, 感觉经验是一切知识的源泉。

他推崇科学、发展技术的进步思想和崇尚知识的进步口号,

一直推动着社会的进步。这位一生追求真理的思想家,被马

克思称为 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 ,

是 实验哲学之父 [1] 47。主要著作有 新工具 论科学的增

进 学术的伟大复兴 等。

1 技术:人自我生存的基本手段
培根认为,智慧对于人类来说是不可缺少的, 但是,与此

同样重要的是技术。在培根看来, 技术并不比智慧的地位

低,这是由它的有用性决定的。技术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活

动是上帝的启示, 是人类在堕落以后的自我救赎[2]90- 93, 是

人类延伸其创造行为以实现自我生存的基本手段。培根认

为,上帝给了人类明确的指令, 授意并启示我们, 追求技术是

改善人类艰苦条件、实现在世生存的一种方法。培根在神学

的名义下提倡改造自然的技术活动, 赋予技术以很高的价值

和地位。培根的哲学思想具有明显的 双重真理 特征。对

此,马克思指出, 培根 用格言形式表达出来的学说本身却反

而还充满了神学的不彻底性 [3] 163。在培根看来, 上帝创造

了 天 和 地 ,并以上帝的形象创造了人, 这种信条深刻地

影响了犹太教以及后来的基督教的人类学观念。培根认为,

这种信条和思想也应该成为人类以技术延伸其行为从而实

现自我生存的理由和号召。当代神学认为,人是利用技术延

伸其创造行为或与上帝一起共同进行创造的观念, 是基于对

培根表述的技术起源说的重新解读。英国的哈尔曼认为, 培

根在思想中倡导的改造自然, 实际上 所追求的是人类在堕

落以后的救赎 [ 4] 36。培根认为, 技术非常重要, 是人类自我

生存的基本手段,离开了技术人类便不可能生存, 这一点大

家都知道。然而,在整个英国社会中却存在着一种对机械学

科的严重偏见。事实上,从古希腊开始,人们 对于宇宙的看

法最终给予技术的是一个劣等的地位 [ 5] 45。培根在 新工

具 一书中指出,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技术一直是与底层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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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联系的。培根指出, 智慧性的学科当然重要并拥有优越

性,但机械性的学科和机械人员也必不可少, 必须受到应有

的重视。为此,他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把技术史作为学术

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入百科全书。他在 工作计划 中提出,

百科全书不仅要记载自由而无所羁绊的自然,更要论究受了

控制和扰动后的自然。他说,必须首先重视那暴露、改变与

作成自然物体和物质的那些技术, 如农业、烹调、化学、染色

术,以及玻璃、搪瓷、糖、火药、烟火、纸张的制造术等等。培

根把这些列入自然史内, 这是他的首创。在他看来, 无论亚

里士多德, T heophrast us, D ioscor ides, Ca ius, Plinius 都没有

这样做过[ 6]59。可以说,从培根开始一直到后来的 18 世纪法

国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 他们都主张, 在公正地尊重伟大

的智慧天才所带来的启迪的同时,社会也不要贬低为之服务

的手工劳动,狄德罗甚至高呼要为技术工作者恢复名誉[5] 56 ,

因为没有技术和技术人员,人类就不能生存。

2 技术:提高效率的重要工具

培根认为,技术对人类有着重要价值,是提高行动效率、

取得最大效益不可缺少的工具。在培根看来,人们的一切行

动都离不开技术,都需要借助于工具, 无论是工匠的劳作还

是智者的理解,无论是改造自然还是认识自然, 无论是取得

物质成果还是取得精神成果,都需要一定的工具。他说: 譬

如,在机械力的事物方面, 如果人们赤手从事而不借助于工

具的力量,同样, 在智力的事物方面, 如果人们也一无凭借而

仅靠赤裸裸的理解力去进行工作, 那么, 纵使他们联合起来

尽其最大的努力,他们所能力试和所能成就的东西恐怕总是

很有限的。[7]3- 4培根举例说, 现在我们设想有一座巨大的

方塔为了要表彰武功或其他伟绩而须移往他处, 而人们竟赤

手空拳来从事工作,试问一个清醒的旁观者要不要认为他们

是疯了呢? 假如他们更去招请较多的人手 ,以为那样就能把

事情办妥,试问这位旁观者岂不要认为他们是疯得更厉害了

么? 这个例子很长, 我们只引述了前面一个部分。举完例子

后,他总结道: 实则, 每一巨大的工作, 如果没有工具和机器

而只用人的双手去做, 无论是每人用力或者是大家合力, 都

显然是不可能的。[7] 4在 新工具 第一卷第一章中, 他进一

步指出: 赤手做工,不能产生多大效果; 理解力如听其自理,

也是一样。又说: 事功是要靠工具和助力来做出的, 这对于

理解力和对于手是同样的需要。[7]8很显然, 技术不仅是事

功者不可缺少的工具, 也是心用者不可缺少的工具。在这

里,培根明确告诉我们, 如果没有技术和工具, 那么, 人类将

会变得很低效, 甚至很脆弱。事实上, 没有一种人类社会可

以离开技术而自我维持和发展。技术对人类的这种特殊效

能和作用,既是它维持人类生存价值的体现, 也是这一价值

的社会延伸和重大发展。

3 技术:改变世界的伟大力量
在培根的著作中, 最伟大、最著名的命题和口号莫过于

知识就是力量 。 知识就是力量 口号的提出, 距今已有

400 多年的历史, 但是直到现在, 它所内含的价值观念和远

见卓识依然震撼人心、鼓舞世人。培根的这一思想是这样被

提出来的,他说: 达到人的力量的道路和达到人的知识的道

路是紧挨着的,而且几乎是一样的 [8] 47 , 人的知识和人的力

量结合为一 [ 8] 47。培根的这段话明确告诉人们, 实现人的力

量的道路和实现人的知识的道路是一致的,知识和力量是相

通的,知识的运用就是力量, 因此, 有知识就有力量, 没有知

识就没有力量。换句话说, 科学通过应用,转化为技术, 就是

巨大的物质力量。培根 知识就是力量 的口号深刻揭示了

科学技术的伟大力量和价值, 特别是强调指出了技术(包括

通过运用而进入技术领域的应用科学)所拥有的改变世界的

伟大力量和属人价值。这一口号的提出, 集中体现了资本主

义上升时期的时代精神,目的是要通过鼓励人们发展科学技

术,提高征服自然的能力, 以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最大

限度地满足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愿望。从这里可以明显地

看到培根与众不同的全新的技术价值观, 即功利的技术乐观

主义的价值观。事实上,这也是构成自文艺复兴以来直到现

代技术乐观主义和功利主义价值观的一个基本来源。

出于技术功利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基本价值观, 培根认

为,技术能够改变人类社会和生活, 是改变世界历史面貌和

运动状态的伟大力量。他说,在欧洲最文明的区域和新印度

最野蛮的地方之间人们生活差异的根本原因是技术。他提

醒人们注意技术发现的力量、效能和后果。他说: 这几点是

再明显不过地表现在古人所不知、较近才发现、而起源却还

暧昧不彰的三种发明上, 那就是印刷、火药和磁石。这三种

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

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 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 第三种是在航

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来; 竟至任何帝国、任

何教派、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力量和影响都仿佛无过于这

些机械性的发现了。[ 7] 124在培根看来, 印刷术、火药和指南

针的发明对人类所作的益处比历史上所有的哲学争论和政

治改革都要大。[ 7] 103对此, 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也曾表达了

几乎完全相同的观点。培根承认,一个个人或一个民族依靠

技术的力量追求扩张, 这会是有害的, 个人或小的群体很可

能会滥用这种技术的力量。但他接着说: 如果有人力图对

宇宙来建立并扩张人类本身的权利和领域, 那么他的野心

(如果可以称作野心的话)无疑比其他两项较为健全和较为

高贵的。而要说到人类要对万物建立自己的帝国, 那就全靠

技术和科学了。[7]104这就是说,运用技术力量和依靠科学进

步来追求人类的整体利益, 将是十分有益的, 这不仅会完全

改变人类社会和生活,而且会彻底改变人类历史面貌。

不仅如此。在培根看来, 技术作为改变世界的巨大力

量,集中体现为, 真正掌握机械技术的人, 本质上具有一种无

所不能的力量,他可以按照事物的规则做他想要做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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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 新工具 第二卷的第一句话就是: 在一个物体上产生

和加上一种新的性质或几种新性质, 乃是人的力量的工作和

目的。[ 7]131这里讲的就是技术的作用。培根认为, 人类拥有

了技术,就拥有了改变事物、驾驭自然、随意行动的能力和自

由。他说, 事功是要靠工具和助力来做出的 , 人类只要服

从自然,就能征服自然, 就是说,人类只要按照事物的规则行

事,人类就有权力做他可以做的任何东西。培根指出: 人类

知识和人类权力归于一; 因为凡不知原因时即不能产生结

果。要支配自然就须服从自然;而凡在思辨中为原因者在动

作中则为法则。[7]8培根断言 : 人类对于自然的影响仅在于

运动所赋予他的东西; 他所能够做的一切, 就是使自然物体

相互接近或分离。当这种分离或接近成为可能 他就无

所不能,舍此, 他便无所作为。[5]54这种分解组合的技术思想

明显是建立在当时机械自然观的基础之上的, 这种思想认

为,通过技术可以按照事物本身的规则把事物自由地分解、

组合,以此便可产生各种不同的事物或物体。在培根看来,

既然一切都可以在巧妙的分解组合中联为一体、彼此相通,

既然整体的特性可以从部分的组合中产生出来,以实现 整

体大于部分之和 的目的, 那么, 人类借助于技术, 原则上就

没有做不到的事情。也就是说, 技术一旦归之于人, 原则上

(至少在理论上 )一切技术创造都将是可能的。[5] 9从培根的

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技术伟大的力量事实上被他看成是

无限的,在这里, 明显地充满着一种超浪漫的技术乐观主义

和技术万能论的思想倾向,而正是这种机械自然观支配下的

技术万能论思想在以后的进一步发展, 最终彻底走出了亚里

士多德实践一元论的宏大智慧,把以求知(追求真理)为目的

的 最高实践 与以制作为目的的技术实践完全分离开来了,

并使以认识论为手段、以物质生产为目的的技术功利活动以

人类实践 自居,优先和重点发展, 结果造成了 20 世纪人类

历史舞台上科学与人文对立、物质与精神背离、辉煌与悲剧

相伴这一出人意料的结果。

4 技术:控制自然的人类权力
培根认为,技术能够改变人类在自然中的地位, 提高人

类对于自然的权力。培根指出, 通过技术活动, 人类不仅可

以征服自然,而且可以支配自然。为此,他主张 在实质上和

价值上扩大技艺 , 批判否定技术作用的哲学教条。他说,

现在流行的哲学还抱着和滋养着某些教条, 这些教条的目

的(如果仔细加以考察)乃是教人相信, 凡是困难的东西, 凡

是可以用来支配自然和征服自然的东西, 都不能期待于技术

和人的劳动。[ 7]74从培根对传统哲学信条的激烈反对中可以

看出他的基本技术立场。这一点,正如他自己曾经明确地指

出的一样, 一心向事物无限扩展人类的王国和统治权

这种抱负是较之一切其他的抱负都更为纯洁、更为高尚、更

为令人尊敬的 [ 5] 51事业。在培根看来,人们还没有从柏拉图

的信条中摆脱出来, 对于柏拉图来说, 最为纯洁的抱负不是

统治自然, 他是拒绝这种统治权的。培根与此相反, 他认为,

技术活动和人的劳动既不是可有可无的琐事, 更不是低贱可

鄙的差事,他说: 毫无疑义, 凡把那类事物认为琐细可鄙而

不屑加以注意的人是既不能赢得更不能统治自然这个王国

的 [ 7] 102 ,随着技术活动的普遍展开, 由此而来的后果便只

能是人类地位的改善和人类对于自然的权力的扩大 [ 7] 319。

培根指出: 人类在一堕落时就同时失去他们的天真状态和

对于自然万物的统治权。但是这两宗损失就是在此生中也

是能够得到某种部分的补救的: 前者要靠宗教和信仰, 后者

则靠技术和科学。[7] 319就是说,人类要对万物建立自己的帝

国,那就得全靠技术和科学了, 因为我们若不服从自然,我们

就不能支配自然。[ 7] 112- 113培根反复说: 我接受大自然, 但只

是将它作为一种原料。我们要倾听大自然的话, 可那不过是

为了要了解她懂得哪种语言。我们遵从的目的是为了征

服。[7]318对此,后来的笛卡尔在 方法谈 ( V I) 中说得更清

楚,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他说: 如果人们不是在学校里讲授

这种思辨哲学, 人们就会从中找到一种实践, 由此, 了解火、

空气、宇宙、天体以及环绕我们周围的所有其他物体的力量

和运动,它们与我们了解的工匠们的各种各样的手艺一样清

晰,我们就可以根据它们各自特有的用途对它们加以利用,

这样,我们就成为了大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了。[ 5] 51笛卡尔

对学校教师与工匠的对比,是有利于工匠的, 它向我们表明,

被柏拉图颠倒的价值阶梯现在颠倒过来了。培根关于技术

统治的思想,在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英国学者班加明 法

灵顿对此深表赞叹。他说,对于发明对人类生活的影响这个

问题,想得那么深刻, 那么认真,在培根的同时代人中没有第

二个,在其后的 200 年里也是寥寥无几。[ 6] 102事实上,培根倡

导的统治自然的技术思想,在日心说理论大旗刚刚开始飘扬

的时代又开始了向人类中心主义的实际快速的回归, 既在实

践上成为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对立的源头, 也在结果上成为技

术统治论的先声。这一点特别需要人们清楚地加以认识。

在培根看来,技术活动的目的是不断地扩大人对事物的

控制能力。培根认为, 人类需要新的科学,其对象是自然界,

其目的在于通过认识自然来控制自然。而无论是控制自然,

还是认识自然,都离不开技术。在 新大西岛 中, 培根指出,

如果人类的 目的在于向整个自然界扩大人类王国和尽可能

发挥自然界的潜力 [ 7] 8 ,那么,人们只能在 控制自然的同时

服从自然 [ 7] 8。培根说, 大自然本身是无所谓潜力的, 潜力

是相对于控制力而言的。人类具有多大的控制力, 自然界就

具有多大的潜力。因此,人类对自然界的控制力标志着自然

界的潜力。所以,知识就是力量。他说: 科学和人类的力量

在各方面都是一致的, 具有同一个目的; 是出自于我们的无

知之因,造成我们无所作为之果; 因为我们只能在服从大自

然的同时去战胜它;因此, 作为本原的结果和原因, 在理论上

成为规律,在实践中成为目的和手段。[ 5]52这种本原与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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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目的、原因与手段的严格一致性表明, 已经没有必要

把技术活动看作是一种不完美的自然活动, 就是说, 技术与

自然完全是以同样的方式发挥作用的。在 论价值与增值

中,培根写道: 人类本应该 深信这一原则: 不管是从形

式上看还是从本质上看, 人造事物与自然事物并无差别, 不

同的只是在动力因上 那些为产生某种结果而被掌握的

事物,是由人为造成的还是并无人为力量, 并不重要。[ 5] 52培

根一方面给我们以征服自然之力量的新科学 新工具 ,

另一方面向我们展示新科学将产生的人间天堂 新大西

岛 , 表达了从技术上控制自然的梦想。

培根乐观主义、控制主义的技术思想, 集中体现在他的

新大西岛 一书中。他在 新大西岛 中所描绘的理想社会

渗透着一种进步的历史发展观,它主张一种世俗的进步。与

此前的中世纪相比, 人们开始形成现实的进步信仰, 神不再

是历史发展的核心,人利用自然和控制自然的知识和能力才

是历史进步的核心。他关于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是幸福和

进步之源 的观点, 在随后的时代被广泛接受和实施。科学

作为真理问题的合法性权威脱颖而出, 并成为人控制自然的

手段。可以看出,在培根那里, 技术问题是和国家政治问题

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科学技术成为支配自然从而创造美好社

会的手段。今天看来,尽管在他的思想中明显潜伏有某种现

代性的乌托邦主义, 但是, 他的主张的主流仍然是值得肯定

的,他确实代表了当时进步的阶级向旧思想、旧传统做勇敢

无畏斗争的精神,代表了近代发展科学、改造自然、造福人类

的积极进取的精神。

5 技术:揭示真理的实验方法
培根还认为,技术的意义不局限于它的功利效能和社会

影响,他强调指出, 技术既是智慧的美德也是道德的美德, 因

为它是获取真正知识的手段。科学进步有赖于技术活动、技

术活动推动科学进步的理论是培根首先提出来的。 新工

具 一书开始就指出, 真正的知识只有通过技术与事物本身

的相互作用才能获得, 赤手做工, 不能产生多大效果; 理解

力如听其自理, 也是一样。事功是要靠工具和助力来做出

的,这对于理解力和对于手是同样的需要 [ 7] 8。就是说, 知

识是通过积极的实验才能获得的,是通过技术对自然的控制

和干预才能取得的, 培根将其生动地称为 对自然的拷打 。

他说,如果放任自流的话, 自然如同人一样不会主动说出它

的秘密。培根深刻地指出, 要发现事物的真正结构, 揭示事

物的内在真理,仅仅依靠解剖的方法, 或者单纯依靠经验和

手工工艺,是远远不够的。他说, 使自然的隐蔽结构和内在

本质暴露出来,是那些 揭露、改变和配制自然物体和材料的

工艺 , 而不是那些主要依靠 手工或工具的灵巧动作的工

艺 , 也不是那些缺乏科学原理指导的经验。在培根看来, 技

术在真理的形成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是揭示自然真

理、获取科学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根本途径。

培根对技术实验价值的强调, 得到了黑格尔的认同

即琢磨自然 人类有了某种需要,对于外界的 自然 有着

一种实用的关系;为了要靠自然来满足自己, 便采用工具来

琢磨自然。[ 9] 285事实上, 培根的这一看法,已经触及到了现代

技术的本质。关于现代技术的本质, 大哲学家海德格尔曾经

作过明确而深刻的揭示。他说, 解蔽贯通并统治着现代技

术,在现代技术中起支配地位的解蔽乃是一种促逼, 此种促

逼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 要求自然作出回答, 逼迫自然从中

提供可被开采和储藏的能量。可以看出, 对于技术的认识,

培根是站在他那个时代的最前列的, 所触及的是技术的深层

次问题,所关涉的是技术发展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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