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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生活的个体代价与
技术治理的社会选择
□邱泽奇，北京大学中国
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智慧生活的个体代价
在日常生活的发展

上也要识别你。要获得识别性，你就不得不把自己
的姓名、年龄、出生地、职业、受教育程度、家庭关系，
甚至指纹、虹膜等一系列特征信息，提供给如信用
卡、微信、支付宝等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机构。与你
交易的，和你一样，对方也要提交相同的特征信息，
不然便没有与你进行交易的资格。
简单地说，如果把便捷性理解为网络节点之间
的互动更多地由行动者如个体委托机器自动实现，

中 ，人 类 越 来 越 依 赖 工

那么，前提便是在机器与行动者如个体之间建立可

具。由广义工具支持的智

信和可靠的关联。而要实现可信和可靠的关联，人

慧生活已经成为了一股历

类行动者就不得不让渡自己的识别性。

史潮流。在依赖工具的发

满足识别性的特征信息在不同场景下是不同

展中，人类越来越多地把规律性事件交给机器处

的。在一个偏远的山村里，相互之间无需使用身份

理。最古老的，如计算，曾经，我们需要动用纸笔，即

证。个体的识别性从出生的那一刻起便在逐步建构

使用算盘，使用的还是人类智慧。现在我们完全交

中了，待到需要识别时，众多的个体识别性早已成为

给了机器如计算器或计算机。最直观的，如信用卡

了公共信息，如姓名、年龄、性别、社会关系等。可在

还账，我们设置一个关联账户和还账规则，一旦满足

高度互联的人类网络如 10 亿微信用户中，
没有人有机

规则，一个账户的钱就自动地转到了另一个账户。

会像你的邻居那样看着你成长。理论上，
节点之间相

进一步发展是，拿着智能手机扫一扫二维码，关联账

互陌生的概率远远大于熟悉的概率。在互联网社会

务便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在更激进的工具依赖中，
从家用电器、生活起居，甚至健康管理，都在让机器

化应用的初期曾流行过一段话，
“在互联网上，
没有人
···
知道你是一个人还是一条狗”。陌生人的普遍性曾经
··
让人们以为互联网是一个去中心化的、
只需要账户识

智慧代替人类智慧，人类对工具的依赖正在走向对

别性的网络，这也是人们把网络社会称之为“虚拟社

智慧化的依赖。

会”的基本依据。现实是，没有人希望自己账户里的

日常生活的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机器智慧”，

智慧生活的初始动力是人类对便捷性的期待，

财富去向不明。每一个“节点”都有同样的需求。为

这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然而，对便捷性的获得是

了满足这一需求，
网络需要识别每一个参与互动的真

有条件的。在互联网转账的例子中，譬如，两个行动

实人类，用户也就不得不让渡自己的识别性，且不得

者（如个体）之间通过二维码转账，获得便捷性的一

不更多地让渡自己的识别性，
从早期的姓名、
年龄、
职

个前提是，把个体变成用户网络的一个“节点”；在此

业，到现在的指纹、头像。逻辑上，对识别性的要求

基础上，实现快捷转账的又一前提是，两个个体之间

越严格，用户需要让渡的识别信息就越多。

的“二维码”之间可以相互识别，不仅机器能读懂二
这样，在个体、金融机构、金融监管机构等行动者之

识别性让渡的后果之一便是，
“在网络上，
没有人
···
不知道你是一个人还是一条狗”。
“虚拟社会”与实体
···
社会之间的界限正在消失。有一本书，洛丽·安德鲁

间便构成了一个网络，
个体是网络中的一个节点。

斯写的，
《我知道你是谁，
我知道你做过什么——隐私

维码，二维码关联利益的账户相互之间也能交易。

对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类行动者而言，成为节点
的代价是让渡自己的“识别性”。识别性不一定意味
着交易的对方认识你，而是代办你账户活动的体系
识别你。同理，也识别与你交易的对方。金融机构
知道你是谁，金融监管机构也知道你是谁。可要知
道你是谁，不仅要在生物特征上识别你，在社会特征
26

在社交网络时代的死亡》，
讲述的正是这个故事。
显然，如果人们希望获得智慧生活，作为代价，
就不得不让渡自己的识别性或可识别信息。
社会潮流中的个体困境
在经历了若干年的发展之后，加入智慧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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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越来越多地了解到：原来，机器智慧的组织和人

问题在于，在专业化分工日益细密的趋势下，谁

类社会一样，也具有“科层”特征。在“If, then, else

可以自诩技术能力足够呢？既如此，则意味着在大多

（如果，则，否则）”的计算逻辑下，机器智慧甚至是一

数情况下，人们的技术能力都有不足，也意味着在智

个完美的科层体系。在与用户的互动中，机器也对人

慧生活环境下，用户无力保护自己识别性的自主性。

类提出了如等级和权限等科层体系要求。以安卓手

何况还有更糟糕的，那就是如果用户对告知表示“不

机为例，机器对权限的要求以
“告知”的形态出现。用

同意”，
就不可以继续使用。

户在安装软硬件时，都会读到对识别信息获取和管理

如果说智慧生活正在变成人类社会的滚滚潮流，

权限的告知，要求用户同意。只有获得用户同意，软

作为用户，则不断在面临一个两难选择：要么糊里糊

硬件才有权获取用户的识别性。

涂地让渡自己的识别性，承担由此可能带来的风险；

问题是，单从技术上看，作为用户，您了解“告知”
信息的真实含义吗？
在人类互动的发展中，告知与识别有着几乎同样
悠久的历史，也经历了场景的变换。如今，人们在日

要么与智慧生活绝缘。
技术治理的社会选择
既然不得不让渡自己的识别性，却又不知道让渡

常生活中最直观的体验是，在办理手机卡、银行卡时，

可能带来的风险，是不是意味着用户只能做待宰的羔

店家都会给用户几页密密麻麻的合同。如果同意，还

羊呢？当然不是。

需要在指定的位置签字，表示已经完整阅读、理解合

在“识别性”面前，个体的困境并不是在人类进入

同条款的含义，且自觉自愿地同意。问题是，人们真

到高度互联的网络时代才出现的，而是在人们走出村

的认真读过每一条款吗？真的理解每一条款涉及的

庄之时，就已经面对了。在个体成为互联网络节点之

业务、技术、法律责任和义务吗？事实是，绝大多数人

前，早已是局部社会网络的节点。个体接触陌生社会

对此都是一知半解。

的范围越大，对个体的识别也变得越困难和越复杂。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同样是为了便捷性，在绝大

识别性，
无论对个体还是社会来说，
也变得越重要。

多数情况下，用户甚至不看一眼告知，便签下了自己

人类实践的共识是，建构公共制度来解决识别性

的姓名。人们可能想象着：我不是办理此类手续的第

困境。典型的制度设置如出生、户籍、教育、职称、职

一人，也不可能是最后一人，既然其他人没有提出异

位、身份、社会关系等。为保证制度建设与执行的公

议，那就应该没有问题，
也无需
“浪费时间”
。

平性、安全性和可靠性，
人类将其委托给了政府。

遗憾的是，在专业化分工的发展中，告知已经成

当然，政府不是建构识别性的唯一选择，普遍存

为一个技术门槛越来越高的领域，以至于逐步成为一

在的另一个选择是市场。人们办信用卡、开银行账

种“智力暴力”。从华尔街的金融产品告知，到人们身

户、加入商业俱乐部等，都要让渡自己的识别性。在

边各式各样的“知情同意”，智慧生活发展的几乎每一

传统市场中，识别性基本只关涉经济利益。尽管如

步都有“告知”，都需要你的“同意”。而几乎每一个

此，由于市场是以经济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社会机

“告知”都有大量人们陌生的术语、技术、责任和义

制，为防止市场滥用识别性，在市场之外人类还建立

务。在每一个陌生的术语、技术、责任和义务背后，不

了公共制度，委托公共权力作为监管方，既为市场背

仅有人们期待的便捷性，
更有人们无法预知的风险。

书，也代表社会对市场进行管束。事实上，市场的趋

不仅如此，不同用户对告知涉及专业知识的敏感

利特征让其始终面对着公共权力的约束。在大多数

性还有极大差异。当智慧生活把告知摆放到用户面

情况下，
公共权力的代表就是政府。

前时，看起来给了每一位用户同等的“知情同意”权

仍以“告知”为例，早期的智能手机并没有向用户

利，也给予了用户控制自己识别性的机会。事实则是

告知其对用户识别信息的获取，告知的出现正是公共

放大了用户对“告知”内容真正知晓的差异性，被告知

制度监管的结果，它意味着希望建构识别性的行动者

的用户越多，用户群体的极值差异就会越大，由技术

遵循着社会规则。在个体识别性让渡中，告知的出现

能力差异产生的对告知同意的强制性也越强。

是一个积极的发展，
是对用户主导自己识别性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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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是，互联网技术应用的发展让市场在技
术上有能力超出传统范围，脱离公共制度的监管，

构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工具运用方式、
社会对技术治
理的路径，
也形成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秩序。

直接索取曾经由政府背书的识别信息，甚至也不告

人类对便捷性的追逐产生了识别性让渡，越来

知对识别信息的运用。例如，当人们拿着智能手机

越多的识别性让渡提供了丰富的数据资源，技术的

用指纹解锁、用人脸解锁的时候，也把自己的指纹

发展为对识别性数据资源的运用提供了能力。其

和人脸等识别信息提供给了网络，成为可以从网络

实，丰富的数据资源既是市场野性的资源，也是社

获取的识别性信息，进而成为市场的“数据资源”

会治理的资源；不断发展的技术既为对识别性数据

来源。

滥 用 提 供 了 能 力 ，也 为 对 技 术 进 行 治 理 提 供 了

如果对识别性数据资源的利用像传统市场一样
仅仅关涉经济利益倒也罢了，不断披露的事实表明，

能力。
如果说人类曾经用智慧在工具为大众服务和为

它还关涉政治权力和社会秩序。市场，在技术上能

资本服务之间达成过平衡，现在则出现了再平衡的

力上早已超越政府，具备了整合识别性数据资源，操

诉求。对识别性数据资源的技术治理，既有的人类

纵社会秩序的能力。脸书用户信息泄露事件只是冰

实践虽然给我们提供了借鉴，欧洲、美国、中国有着

山一角，也仅仅是开始。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政府

不同的实践，却远没有达到“平衡”的状态，依然还在

已经没有能力来管束市场野性了呢？

摸索之中。如果说国家权力（曾经）是武装暴力的后

或 许 无 需 如 此 悲 观 。 纵 观 人 类 的 技 术 史（有

果，借由制度来维系，那么，技术创造与应用从来也

兴趣者可以参阅查尔斯·辛格等主编的七卷本《技

是一种权力，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当下

术史》）可以发现，市场野性的影响其实是由技术

的表现形态便是数据权力。不受约束的数据权力就

创造与应用的人类组织方式决定的 ，互联网技术

是数据暴力。把数据暴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才是让

带出的市场野性并没有超出技术内涵着的社会力

数据资源既服务于市场，也服务于社会的可持续方

量。现象是，市场在技术上有能力整合识别性数

式。此时，社会选择的作为呼之欲出。否则，在智慧

据资源和操纵人类的行为 、进而操纵社会和经济

生活中要证明
“你妈是你妈”便不会少见。

秩序。实质是，运用资源的方式和范围，依然可以

用大众意志形成的制度始终是约束暴力最有

由社会制度约束。技术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史表

效的方式，也是技术治理的社会选择。在中国的实

明，对一个合作有序的社会而言，技术从来都只是

践中，我们观察到了针对支付宝、今日头条、百度搜

工具，对工具运用的规制才是决定技术影响社会

索等的大众舆论，注意到了类似微信不设置“已读”

秩序的关键因素。

功能中体现的是对社会规则的自觉遵循；也观察到

简单地说，约束市场野性的源头在于社会对技

了用国家权力约束市场野性的网联；同时，我们还

术的治理。人类对技术的治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

看到越来越多的用户开始意识到自己识别性信息

程，却只有两个重要转折点：金属是人类工具创造与

的权利意涵。事实上 ，在 与 识 别 性 关 联 的 智 慧 生

使用的第一个转折点，稀缺性使其从一开始便是公共

活发展中，关涉的各方都在探索自己行为的边界、

制度约束的对象。例如，在中国历史上，对铁的使用

符合社会规则的互动模式。政府、市场、社会都在

尽管曾经产生过激烈的争论，
最终还是成为了国家管

考量对识别性信息让渡与利用之间的“度”，或许

束的对象。第二个转折点是对非自然力的创造与使

让这个“度”达成平衡还有一个过 程，值得欣慰的

用。在中国历史上，
涉及对非自然力的创造与使用始

是中国社会的实践已经在朝着建构一个合作秩序

终是国家管束的对象，
如火药。在工商为末的社会规

的方向发展，当新的秩序形成之时，我们又会有新

则下，其始终是服务于民生的工具。而在西方，利用

的社会规则。

贵族们关注田产的间隙，
蒸汽动力的创造与使用从一

罗素在《权力论》说：
“ ……那拥有巨大机械指

开始便成了资本的猎物，
资产阶级也因其对市场力量

挥权的人，如果得不到控制，也许会觉得自己是神

的掌控而站上了人类历史的舞台。两个转折点分别

——不是基督徒的爱神，而是异教的雷神和火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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