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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异化、世界异化与生态危机
−阿伦特对现代技术的反思

孙煦扬，严    耕
(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

摘要：在将“异化”的内涵重新诠释为“脱离”的基础上，阿伦特提出了地球异化和世界异化的概念，揭示了现代技

术的发展与生态危机的产生之间的一种可能的因果链条。阿伦特指出，地球异化与世界异化对自然生态造成破

坏的方式是不同的。这一差异揭示了现代人对自然生态的矛盾态度及其背后所隐含的对人的存在条件的矛盾认

识。虽然阿伦特的异化理论在揭示现代社会中的矛盾现象、阐释现代生态危机的成因方面确有其独到之处，但由

于其对人的本质的否认，这一理论并不能在实践上帮助人们走出生态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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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th Alienation, World Alienation and Ecological Crisis:
Arendt's Reflections on Modern Technology

Sun Xuyang，Yan Ge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Research Center,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100083, P. R.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reinterpreting alienation as separation, Arendt put forward the concepts of earth
alienation and world alienation, and revealed a possible causal chain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technology  and  the  emergence  of  ecological  crisis.  As  Arendt  pointed  out,  earth  alienation  and  world
alienation damage the natural ecology in different ways. This difference reveals the ambivalent attitude of
modern people towards natural ecology, and behind it,  the ambivalent understanding of human existence
conditions.  Although  Arendt's  theory  of  alienation  is  unique  in  revealing  the  contradictions  in  modern
society  and  in  understanding  the  causes  of  modern  ecological  crisis,  it  can  not  help  people  step  out  of
ecological crisis in practice because of her denial of human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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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20 世纪最具原创性的政治思想家之一，汉

娜·阿伦特以对“平庸之恶”、极权主义等政治问题

的经典论述而闻名于世。但相对的，她同样精彩的

技术哲学思想却由于缺乏专门的系统论著而并未受

到足够重视。一般认为，阿伦特关于技术问题的真

知灼见主要散布于《人的境况》《过去与未来之间》等

政治哲学著作之内，体现在她对劳动、工作和行动

的解读之中，是将对技术的分析与人的存在条件相

结合的产物
[1]
。其主要贡献在于对机器自动化、数

学模型等的深入剖析以及对技术与政治相关领域内

一些常见问题的独到见解，如技术与价值问题、技

术与人的自由问题等
[2]
。但在这之外，阿伦特的技

术哲学思想中所蕴含的针对现代自然生态问题而展

开的技术反思却几乎被彻底忽视了，而这些反思本

可能为理解现代生态危机的成因提供一定的借鉴价

值。应当认为，阿伦特的技术观中对自然生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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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注集中体现在她反思现代技术时所提出的两个

原创性概念−“地球异化”和“世界异化”之中。

通过对“异化”概念内涵的重新诠释，阿伦特巧妙地

揭示了现代技术的发展与生态危机的产生之间的一

种可能的因果链条，为理解现代自然生态问题的成

因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笔者从解读阿伦特的地

球异化和世界异化概念入手，在肯定她的异化理论

对揭示现代社会中的矛盾现象、阐释现代生态危机

的成因等有所助益的同时，指出其理论的内在局限

性，说明为什么该异化理论虽然能够帮助人们更好

地去理解现代生态危机的产生原因，却难以真正解

决这一技术所造成的现代自然生态问题。 

一、现代技术的发展与地球异化、世

界异化现象的发生

在阿伦特看来，引领人类进入现代的，应当归

功于望远镜这一新工具的发明。通过对一种测量器

具的使用，伽利略将地球之外的宇宙“以全部感觉

的确定性”带到了人类认识面前
[3]
。这一技术进步一

方面在事实上挑战了地球空间对人类存在的绝对束

缚，开创了新天体物理学世界观并开启了地球异化

的进程−地球之外的宇宙对人类而言不再绝对

神秘莫测，现代人开始尝试脱离地球而进入宇宙空

间；相反，另一方面却证实了人们关于“感觉作为接

收现实的器官恰恰会背叛人”的古老恐惧
[4]
。由此引

发了笛卡尔式怀疑的兴起并最终导致了世界异

化−技术的不断进步几乎揭示了存在和现象之

间的彻底决裂，现代人在丧失对身体感觉的最终信

任的同时，也陷入了对自身理性的绝望之中，企图

一并脱离感觉和真理两个世界并最终退回到自身，

持守自身，仅仅注视自己的肉体生命。

这里可以看到，阿伦特认为，现代技术的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地球异化和世界异化现象的发

生。而要理解阿伦特的地球异化和世界异化概念，

则首先需要明确其所持有的对“异化”概念的特定

理解。一般认为，自黑格尔的异化理论以来，“异

化”已经不再单纯作为一个一般概念而存在，相对

的，它开始被 “提升为一个哲学概念而加以运用”，

其概念内涵大约相当于“作为主体的绝对精神的外

化和对象化”[5]
。在他之后，费尔巴哈继承和改造了

这一异化理论，将主体对自身本质的对象化过程理

解为一种“双重对象化”−主体不仅仅是将自身

的本质对象化了，在随后的阶段，主体更是逐步沦

为这一对象化的对象−批判了这种异化所带来

的“主体本质的丧失”[6]
。由此，“异化”已经完全作

为一种哲学概念而存在了。在费尔巴哈之后，德国

哲学家、社会主义早期拥护者莫泽斯·赫斯进一步将

费尔巴哈对宗教异化的批判方法引申至经济领域，

在一定程度上启迪和影响了后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

经济异化的分析和批判
[7]
。最终，集成黑格尔、费尔

巴哈、赫斯等人异化理论的精髓，马克思的异化概

念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和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正式诞生。通过对“异

化劳动”的深入分析，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条件

下劳动主体同其活动及其产品的异己关系，指出了

人同自身本质及同他人之间的对立
[8]
。在这里，“异

化”一词所强调的主要是费尔巴哈异化理论中的

“第二重对象化”，特别突出了“异在”与“对立”的意

味，重点强调了“主体创造的客体反过来对主体的

支配”这一概念内涵。

因此，如果从公认的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出发，

对阿伦特地球异化和世界异化概念的理解则会出现

极大程度的偏差。在阿伦特的论述中，从未包含任

何与主体、客体及对象化等有关的内容。事实上，阿

伦特从未将“异化”作为一个明确的哲学概念来理

解，相反，她是将其作为一个一般概念来进行解读

的。阿伦特抛开了自黑格尔以来的传统，转而从

词源学出发，选取了 “异化 ”一词从希腊词汇

allotriôsis 发展至德语词汇 entfremdung 时，所增添

的一重宗教以外的世俗内涵，即对“疏远上帝”内涵

的直接世俗化−与宗教以外的某事物分离、脱

离、疏远、陌生化等
[5]
。因而，可以认为，阿伦特所谓

的地球异化和世界异化，也就仅仅意味着“现代人

依赖技术的发展脱离了人类自身的生存条件：地球

和世界”[4]
。 

二、双重脱离倾向与生态危机

正是在将“异化”重新诠释为“脱离”的基础上，

阿伦特找到了现代技术的发展与生态危机的产生之

间的一种可能的因果链条−现代技术的发展催

生了人类对地球和世界的双重脱离倾向，而这种脱

离倾向通过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径共同导向了对自然

生态的破坏。

第一条路径由人类脱离地球的倾向所引发。对

于阿伦特而言，伽利略所开创的新天体物理学世界

观实际上导向了“心灵仅能够认识由它自身所生产

出来的东西”的信念
[4]
。而这一信念导致了现代人类

的加倍活动−他们不再满足于被动地观察自然、

获取自然材料或模仿自然进程，相反，人类开始通

过实验的引入，对自然采取行动。阿伦特在这里引

入了她的“行动”概念。“行动”是阿伦特依照其鲜

明的三元区分组织原则对人类活动进行现象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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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所提出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阿伦特用“积极

生活”来指示三种根本性的人类活动：劳动、工作和

行动。而这三种活动分别对应三种不同的“人之条

件”：劳动，对应于人作为动物的生物生命；工作，对

应于人类在地球上建造的人造物世界；行动，则对

应于人类作为不同个体的复数性。在她看来，“行

动”具有不同于劳动和工作的特殊性和优越性，它

“提示了人的诞生性和开始的奇迹” [4]
。也因此，“行

动”只能产生于人与人之间，因为“内在于行动的巨

大力量和复原力只能在（人的）复数性条件下起作

用”；而将行动直接引入人类事务领域之外的自然，

则是对行动的错用，它等同于在“毫无补救之道”的

情况下将不可逆性和不可预测性施加于自然，其危

险性可见一斑
[4]
。事实上，现代技术已经具备了“在

一个试管里发动宇宙演化过程”的极端破坏力，并

且“不关心人类在宇宙中的身份或在生物生命进化

阶梯中的位置”的科学家们正试图采取行动，将这

些危险的实验结果带出实验室
[3]
。这一事实意味着

地球将被完全暴露给异在于自然的普遍宇宙力量，

整个地球生态面临着彻底毁灭的威胁。而要避免这

一潜在的巨大危险则需要正确认识行动所对应的复

数性条件，以人类共同体的行动来遏制科学家任意

的单独行动，从而“在科学研究中分辨出导致非工

具性的、适用于自然生态本身的方法”[9]
。

第二条路径则源自人类脱离世界的倾向。在阿

伦特看来，由现代技术发展所引发的笛卡尔式普遍

怀疑在否定世界的同时，却唯一肯定了内省所产生

的确定性，而内省能够产生的唯一一个真切的对象

就是生命过程
[4]
。由此，在生命与世界之间发生了

决定性的倒转，这一倒转逆转了劳动、工作和行动

三者之间由低到高的等级序列，并最终造成了公共

领域内行动的彻底缺失−现代通过对劳动的解

放将其扩张至公共领域，进而取代了原有公共领域

内行动的地位。这一劳动地位的僭越，就其结果而

言，是导致了一个消费者社会的诞生。事实上，劳动

过程的无限循环，最终也只能依靠消费需求的无休

止来保证。而若要确保无休止的消费，则主要需要

依赖工作的产物（使用物）性质的改变。在这里，阿

伦特再次强调了她所区分的劳动与其产品（转瞬即

逝的消费品）、工作与其产物（相对持久的使用物）

这两组概念之间的差异。在她看来，至少是在对自

然生态所造成的影响上，劳动与工作是完全不同

的：劳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人与自然之间

的新陈代谢过程，其本身对自然生态并不会造成破

坏；而工作，却是独立于自然循环过程之外的，对自

然生态具有掠夺性和破坏性的
[10]

。因此，对待消费

品与使用物的态度也应当是不同的，人们不应该用

吃掉一片面包的时间来消耗掉一张桌子。然而，在

前面所提到的、借由技术的介入、让使用物能够不

断加速消费品化的一个消费者社会中，两者之间的

差异正在逐渐缩小。而这种不断加速的“使用物的

消费品化过程”给自然生态造成的破坏也正在逐渐

加剧：一方面，加速生产的需要催生了对自然物质

材料的过度索取和消耗；另一方面，对使用物的快

速弃用又加重了对自然环境的污染。阿伦特指出，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则需要抑制劳动和工

作、阻止劳动地位的进一步僭越，从而恢复行动在

等级序列中的原有位置，以行动来实现“政治生活

的复归”[11]
。 

三、阿伦特异化理论对现代

社会矛盾现象的揭示

应当承认，阿伦特对现代技术的反思很可能是

纷杂的、零散的、未充分深入的。在她的论述中，至

少能够看到下列与现代性批判相关的理论的影子：

安东尼·吉登斯对现代工业文明“脱域”现象的探讨；

赫伯特·马尔库塞对现代社会“单向度的”生活方式

的反思；赫尔曼·E·戴利等人对“大量生产−大量消

费−大量废弃”的现代生产生活模式的批判，等等。

当然，阿伦特的理论并非是对上述思想的一种简单

叠加和杂糅。事实上，在她对技术的反思之中，通过

地球异化和世界异化这一组概念的提出，阿伦特建

立起了她独特的异化理论，这一理论巧妙地揭示出

了现代社会中的矛盾现象，为理解现代自然生态问

题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

阿伦特异化理论对现代社会矛盾现象的揭示，

首先体现在它揭示了现代人对自然生态的矛盾态

度。在其所描述的地球异化现象中，自然生态被视

作了一种伴随着现代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而完全可

以被超越的限制条件。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正是这

一信念导致科学家在行动中无视自然法则。而这种

对自然生态漫不经心的态度，也往往是导致重大技

术事件的原因所在，这些事件对自然生态所造成的

影响很可能是爆发性的、决定性的，甚至是毁灭性

的。而相对的，在她所描述的世界异化现象中，自然

生态却反过来被视作了一种人类永远无法超越的限

制条件。阿伦特指出，在现代消费社会中，生命和世

界的倒转消解了人类存在与一切纯粹的动物环境之

间的界限，作为个体的人淹没在人类种群致力于生

产和消费的集体生命之中，像任何仅仅受自然法则

支配的无思想的动物物种那样去行为和思考自身
[4]
。

然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受自然生态限制”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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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借口”。事实上，现代生产和消费过程所涉

及的诸多活动、产品等都是高度人为的，人们通过

技术的介入加快了原本的自然循环节奏，给自然生

态造成了一种常态性的、持续性的剥夺。

在阐释了对自然生态的矛盾态度后，阿伦特进

一步揭示了现代人对人的存在条件的矛盾认识。在

她看来，在地球异化中，现代人所表现出来的对自

然生态的漠视，其背后暗含着现代人对超越现有存

在条件的极大信心。现代空间技术的发展让人类相

信，他们有能力摆脱地球环境的绝对束缚，从而进

入太空，将一个更大的宇宙空间作为自己的“领地”

或家园。而相反，在世界异化中，沉迷于消费主义的

现代人对自然生态及其必然性所表现出来的过度依

附，却显现了现代人对脱离现有存在条件的深刻怀

疑。现代技术的介入将人们的日常淹没于消费品的

洪流之中，教唆他们将消费作为生活方式，从而使

现代人误将自身视作最受自然限制的动物物种，丧

失思考、反思自身的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阿伦特的概念体系中，现代

技术发展所引发的地球异化和世界异化，使现代人

对自然生态产生了一种矛盾态度，也对自身的存在

条件产生了一种矛盾认知。但无论是矛盾的哪一

面，就其结果而言，对自然生态都是具有破坏性的，

两者所造成的现代自然生态问题仅仅是方式、程度

上的差异。这里可以看到，阿伦特所揭示的这种现

代技术发展中的“矛盾”，并非是一种不可调和的绝

对对立。相反，它在对自然生态的破坏中达到了某

种程度的“统一”。应当认为，这种对技术发展中的

“对立统一”的揭示，正是阿伦特现代技术反思的独

特价值所在。 

四、阿伦特异化理论的局限性

从一定程度上来讲，阿伦特的异化理论揭示了

现代技术发展对自然生态的破坏性，在理解现代生

态危机的成因上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然而可惜的

是，由于其理论的内在局限性，该异化理论并不能

为解决现代自然生态问题寻找到真正的出路。

这种局限性体现在阿伦特对人的本质的否认之

中。她否认一切关于人的本质属性的论述，在她看

来，“任何人类活动和能力，都不构成所谓人存在的

本质属性”；“关于人的‘本性’所能做的唯一声明

是：人是受条件规定的存在者”[4]
。而对于这一（些）

规定人的存在的条件，阿伦特却持有一种模棱两可

的态度，她并未准确回答，是否应当存在一个（些）

人所绝对不能脱离的条件。换句话说，在阿伦特的

理论逻辑之中，很可能从根本上就不包含一种对非

异化状态的设定。对她而言，人需要受某条件规定，

但这个某条件却是不确定的未知数 X。这个 X 可能

在当前阶段表现为 A，却在未来条件下表现为 B。
因此，在实际上，阿伦特并不会致力于将人类从对

某种特定条件的脱离之中“挽救”出来。举例来说，

在对现代技术的反思之中，阿伦特发现了现代人具

有一种脱离地球的倾向，她认为这种倾向很可能是

引发现代生态危机的原因之一，但对于是否应当阻

止这一倾向，即是否应当通过使人不脱离地球来解

决这一现代自然生态问题，阿伦特却并没有给出一

个明确的回答。因此，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阿伦特

的异化理论从其逻辑起点开始，很可能就是不包含

真正的解决之道的。

而这种对人的本质的否认，在阿伦特误读马克

思的劳动异化理论时，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她曾

公开宣称，“现代的标志是世界异化，而绝非马克思

所设想的人的异化”[4]
。阿伦特从根本上否认“人的

异化”这一表述，她强烈反对马克思将劳动看作人

的类本质，继而将现代性问题的根源归结为资本所

导致的劳动异化的观点。在她看来，首先，就不应当

存在一种能够与人类存在完全划等号的活动或能

力；而退一步讲，即使存在一种能够用于界定或代

表当前阶段人类存在的活动，该活动也绝对不可能

是劳动。因为对于阿伦特而言，劳动绝非马克思所

设想的那种属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是在人的积

极生活中位于最低等级的、基本完全受制于生命必

然性的一种人类活动。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阿

伦特所使用的劳动概念与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其内

涵是完全不同的；或者更进一步说，阿伦特的劳动，

其概念外延是更小的。从大体上来看，马克思的劳

动就相当于人类活动的概念；而到了阿伦特这里，

人类活动却被三分为了仅与必然性相连的劳动、仅

与生产性相连的工作和仅与创造性相连的行动。这

种对人类活动的三分，或许对阿伦特阐明“工作的

劳动化是如何加速对自然生态的破坏”这一点具有

极大的帮助，但却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她从整体上

去理解一种包含了必然性、生产性和创造性在内的

人类活动。因此，她也就很难理解马克思的劳动概

念，更难理解将一种人类活动作为人的本质属性的

原因所在。而正是在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误解下，

阿伦特反对实施“劳动解放”，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

提出了“恢复行动”的实践原则，旨在通过恢复公共

领域内的政治活动、恢复人类活动中的创造性来解

决当前所面临的包括生态危机在内的各种现代性问

题。这里面所谈到的“创造性”，在一定程度上与马

克思所强调的“人的劳动的自由创造性”相似。但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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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明确的是，与马克思不同，在阿伦特的行动概念

中，是不包含必然性和生产性在内的，是完全忽视

物质经济等层面的。而这样一种单纯从政治层面考

量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在实践上很可能会使阿伦特

陷入一种抛开必然性的理想化的乌托邦。 

五、小　　结

环顾我们身处其中的现代世界能够发现，在现

代技术的主导下，两股不同的力量正在左右现代人

的生活：其中一股利用高新技术的发展促使人工演

化取代自然演化，通过“参与进化”的方式彰显人类

超越自然限制的无限可能
[12]

；而另一股却通过现代

技术的介入不断加速生产进程，在一个愈加“富足”

的消费者社会中隐藏着人类屈从于自然限制的强烈

本能。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如今这一略显矛盾的状

态，在其刚刚显露矛头时，就已经被阿伦特敏锐地

发觉并加以充分的论述。作为一位典型的“六经注

我”的政治思想家，阿伦特重新定义了“异化”的内

涵，并由此提出了她的“地球异化”和“世界异化”概

念，建立起了独特的异化理论，试图描述并揭示包

括生态危机在内的各种现代性问题。

应当承认，阿伦特的异化理论在揭示现代社会

中的矛盾现象、阐释现代生态危机的成因方面，确

有其独到之处。她巧妙地揭示了现代技术的发展与

生态危机的产生之间的一种可能的因果链条。一方

面，现代技术发展导致了地球异化，人类尝试脱离

地球，并开始认同自身的“宇宙起源”，而不再将自

己视作受地球自然限制的存在。这引发了一种对自

然生态漫不经心的态度，并最终通过将宇宙过程导

入地球自然的行动，给整个自然生态带来了毁灭性

的威胁。另一方面，现代技术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

世界异化，人远离世界、将生命视作比世界更稳固

的存在。这提升了支撑生命过程的劳动的地位，并

推动了一个劳动者和消费者社会的形成。而在这个

最终形成的消费者社会中，人反过来将自己看作一

种最受自然限制的动物物种，表面上以“对自然生

态无能为力”为借口，实则利用技术发展心安理得

地不断加速生产与消费的循环过程，将一切工作产

品都当作消费品来对待，日益加剧对自然物质的剥

夺和对自然环境的污染。

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阿伦特的异化理论

很可能仅仅是对现实中人们所持有的对自然生态的

矛盾态度及其背后所隐含的对人的存在条件的矛盾

认识的显现，而非批判。换言之，她本身对人类是否

需要依赖于自然生态以及能否超越现存条件也同样

持有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从一定程度上来讲，这

种矛盾，或者说模棱两可的态度，源自于其理论建

立的基点，即对人的本质、对非异化状态的否认，它

极大地限制了阿伦特异化理论的深度。而在这一异

化理论的主导下，阿伦特反对马克思将劳动看作人

的类本质的观点，倡导限制劳动、从而恢复行动的

实践原则，无疑仅能创造一个漠视必然性的乌托

邦，而无法真正解决包括生态危机在内的各种现代

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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