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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技术的反思与日常衣生活的重建
文 / 张贤根
时尚技术以其
作为一种独特的技术样式，
时尚技术促成了衣生活的美化与审美的生活化。在这里，
非日常性特质，
给人们的日常衣生活带来了陌生感与新意。但与此同时，时尚技术又让身体与审美遮蔽在
技术的规定之下。而且，
技术还可能导致虚无主义，并将这种情结扩散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因此，应通过反
思时尚技术的本性规定与影响，
让这种技术向着人性化与合乎人伦的方向发展。只有经由对时尚技术的揭
示与祛蔽，探索与建构审美的与身心和谐的日常衣生活，
才能最终回到诗意的居住与人的生活本身。
时尚技术；
反思；
日常衣生活；
重建

作为一种独特的技术样式，时尚技术被广

的。在设计与制衣的过程中，技术与工艺的运

泛地应用于时装的设计与制作中，它为人们日

用不仅是非常广泛的，还有着诸多与身体相关

常衣生活的美化与审美的生活化，尤其是新颖

的技术性要求与指标。在巴特那里，真实服装

与陌生的时尚感的生成提供了切实的可能。作

的这种技术性就得到了揭示与强调。甚至可以

为一种时尚塑造的技术，时尚技术同时也对人

说，
时装设计与时尚艺术本身就是一种技术样

们日常衣生活方式，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心理、

式。与自由艺术相比，时尚的这种技术性无疑

社会与文化影响。因为，在为人们日常衣生活

是突出与显著的。

带来美丽与时尚之际，时尚技术又让身体与生

在这里，技术渗透在时尚与衣生活的各个

活遮蔽在技术的规定之下。因此，对时尚技术

阶段与层面。比如说，
服饰设计所凭借的纺织

及其影响的分析与反思，成为了当代日常衣生

材料，以及在服装面料的再造方面，从来都不

活与文化研究的重要问题。

可能脱离技术而得以实现与完成。实际上，
“纺

1 作为一种技术的时尚艺术

织品是物质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
被人们视为

作为一种设计艺术，时装与时尚设计往往

技术的产物、文化的象征、艺术的结合和贸易

将当下、流变的特质，以及与此相关的时代感

的载体。”[1]在时尚感的生成与表现方式上，技

作为根本诉求，它令人对变化与日新充满无限

术的介入既是重要的与不可或缺的，
同时也是

的激情与渴望，从而为人们的衣生活带来梦幻

极其复杂的过程。显然，
时装不仅可以看成一

般的奇妙感觉。实际上，在这种时尚感的生成

种艺术表现方式，但它还必须甚至首先被赋予

与表现中，离不开技术的规定与支持这一前

缝纫与整理等方面，
某种功能性特征。在剪裁、

提。也就是说，时尚艺术带有其不可分离的技

时装与服饰都无不关涉到有关的技术问题。与

术性，其实它本身就是与工程、技术密切关联

此同时，时尚衣生活与着装者的身份、地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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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相关，这些方面的符码象征与表述也离不

定的形制与模式。譬如，立裁人台的标准化设

开技术支撑。

计与加工，
就离不开对身体结构与体形的技术

如果要充分实现与满足人们对时装的需

处理。在后现代语境里，时尚技术还涉及到人

求，在时尚的设计与制作上就必须借助各种技

体工程学，
以及它在人体测量等领域的借鉴与

它
术手段。时尚技术既与一般的技术相关联，

应用。

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独特规定与功能性特质。同

不仅有别于一
作为一种技术存在的时尚，

时，技术对于实现时装与时尚艺术的实用等功

般的艺术样式，
又具有不同于其它技术的特质

能是必要的，但它往往又难以与艺术表现方式

与属性。通常的技术主要是为实用性与可靠性

严格区分开来。尤其是，在时尚感的表现过程

提供保证，
但时尚技术还要涉及到身体时尚美

中，技术与艺术其实是相互交织与难分彼此

的营造。实际上，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服装

的。比如说，运用计算机的辅助设计，可以对不

总是以牺牲舒适性和合体性来换取其时髦的

同的方案与数据进行分析与比较。此外，
一种

外表（如细高跟鞋、束身裤和 PVC 材料的迷你

艺术观念及其表达方式，同样可以借助技术加

裙），
但人们似乎总是乐于接受这一现象。”[3]值

以实施，如电脑印花在服装设计上的应用等。

得注意的是，技术以其特有的座架本性与特

一般来说，技术往往被当作是一种手段，

质，以及由此规定的变形与塑造力量，成为了

成为了只是为了满足某种目的的工具。但这种

时尚对身体外形与美感的一种重建。当然，这

人类学与工具论的技术观，并没有揭示与阐明

些时尚技术都是以改造身体的某种自然状态

技术的本性所在。对此，
“海德格尔相信，这种

为前提的。事实上，时尚技术则更多的考虑到

人类学定义不仅对现代技术而且对早期技术

审美化的需求，但时尚技术对人的复杂影响尚

也适用。不过，他认为在目前这个时期真正知

未被意识到并引起足够的重视。

道技术和人的关系是什么非常重要。”[2] 特别

2 时尚技术的非日常性特征

是，技术在现代已全方位进入了人们的生活世

实际上，时尚技术不仅将艺术与审美作为

界，并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重要旨归，
而且还将各种时尚感的表现数据化

然而，技术自身常常没有被人们深入地思考。

或指标化。例如说，时尚技术对身体原初形态

虽然说，技术更多地被视为手段与工具，但它

施以塑形，
这种塑形涉及到与身体的日常性的

却难以分离的融进了所关联的目的中。人们对

分离。作为时尚艺术的根本审美特质，时尚感

别致的时尚感与审美经验的塑造，在根本上其

往往表征为新颖性、独特性与别致性等，有时

实是针对身体及其存在的，并由此受制于技术

甚至仅仅是为了炫酷的需要，
让身体发生外观

模式的规定与限制。

上的极大改变与变形，并以此区别于一般的艺

因此，时尚艺术的表现与功能的实现，都

术表现，
以及人们日常的衣生活方式。基于传

不可能离开与摆脱技术的整体性关涉。正是在

统工艺而开创出来的技术，
成为了各种时尚技

这种意义上，时尚不仅是一种艺术样式，它本

术的重要构成样式，而这些时尚技术所彰显出

身也被看作是一种技术。甚至可以说，时尚不

来的非日常性，
无疑是时尚艺术及其表现的可

仅凭借技术，它本身实际上就是技术，一种旨

靠支撑。而且，
时尚技术对形体的视觉与审美

在塑造与美化人体的技术。当然，时尚并不一

重构，也使得身体与其原初自然性分离而呈现

般性的与常规性的应用技术，而是将技术的某

出某种非日常性。

种特质与身体改变相关联。因此，时尚技术更

时尚艺术与审美的生成和表现，
也是以服

是一种身体性的技术，它旨在将身体塑造为特

“有关时尚
装技术上的可行为前提的。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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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种艺术开始尝试与运动学、控制论甚至工

然也是对日常性的消解，它试图给人们日常感

业生产技术相结合，试图把时尚变得更加简

觉的贫乏与无聊带来新意。还要注意的是，时

单、
更加实用、更加流行。”[4]当然，服装的这种

尚技术营造与制成的这种非日常感，也对创意

技术性存在也是多维度的，各种技术还在不同

与设计的同质化趋势加以挑战。在此，技术对

层面发生相互关联。可以说，技术既是服装功

身体的重塑、再造与非物质化，旨在强化身体

能性得以保证的基础，同时又是各种时尚感生

的魅惑与外形的吸引力，并在形体上附加上某

成的前提。而且，时装借鉴技术的特定功效加

种具有象征性的视觉幻象。

以变形或夸张，使着装者获得某种特别的审美

尤其是，当人们越是觉得日常生活的乏

感受与经验。正是时尚技术的存在及其展现，

味，
就越祈盼视觉印象与感受发生改变。这里

使艺术对这种时尚感的表现与传达有了切实

的非日常性诉求，主要表现在通过艺术的创意

的可能。同时，技术对身体外形的重塑与再造，

与设计，
使人们远离日常生活的敉平状态与平

当然也是通过时尚化处理来达到的，技术甚至

庸性，这当然是以审美距离的产生与保持为基

已成为时尚化不可或缺的基础。

础的。显然，
这些非日常性的特质与表征，
常常

而且，以座架的本性与塑形的力量，技术

也是基于时装的技术而得到实现的，比如说，

在设计与造物的形式与功能的关联中，起着某

凭借那些可能突破人们日常感觉阈限的，并为

种实质性的、
不可替代的规定性作用。在这里，

人们带来独特感受的塑形技术。因此，时尚技

时尚技术不仅毫无例外的属于技术范畴，同时

术与应用所针对的，乃是不得不如此的、早已

它还有一般技术所不具备的性质，因为，时尚

习以为常的日常性。考虑到，日常生活自身也

技术主要是一种塑身与变形的身体技术。其

在发生不断的变化，
这就要求时尚技术反复的

实，新奇的时尚感也是与时尚技术的特性相关

更新，
以克服技术之于日常生活可能存在的滞

的，它通过时尚技术的使用才能生成出艺术的

后性。基于启蒙现代性及其语境，技术的更新

情趣，从而使时尚印象远离日常生活感觉的平

与技术相关的日常
替代了老式与过时的技术，

均化，揭示与改变人们的存在感在日常被遮蔽

生活也将随着技术的变化而改变。

的状态。譬如，未来主义风格的时装设计，
就充

然而，
时尚技术不仅指时尚设计所凭借的

分强调了某种未来技术的运用，以表现出动

手段，更意味着时尚已经成为改造日常生活的

感、
速力与奇幻之美。在杜威那里，日常的技术

构形力量。而且，时尚技术还可以将艺术表现

实践与这些技术的丰富呈现之间的关联，
得到

手法推向极致，
产生一种不同于日常性习惯的

了建构与强调。但实用主义美学对艺术与生活

新感觉。实际上，
“在时尚史上，科学和技术为

的隔阂的弥合，并没有消解时尚艺术与技术所

[6]
设计师提供了解决设计难题的新手段。”
在时

表征的非日常性特质。

尚技术的规定与制约下，时尚艺术往往使人们

可以说，时尚艺术总是发生在人们的日常

不断瞩目新的风尚，
让生活似乎有了某种焕然

生活世界，但它又借助技术来表达某种非日常

一新的感觉。当然，
这种感觉既可能是即时的，

的感觉，
进而与平常的视觉接受的传统与惯例

同时也难免陷入新的幻灭之中。因为，时尚技

分离开来。应当看到，时装技术也是一种规训

术让这种非日常性，
来得快去得也快。而且，进

身体与戏弄习惯的技术。为了追求时髦，
“在这

入了日常生活的时尚技术自身，
又可能成为新

种情况下标新立异成为一种独立价值。”[5]甚至

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此，
只有不断的变化

是，时尚为了新而新，为了变而变，至于有什么

与日新的发生，
时尚技术才能避免重陷日常生

目的，也许并不重要。时尚的这种非日常性当

活的可能，
从而产生出令人迷恋与流连的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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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日常印象。

可用于理解与把握
莱希特所说的陌生化理论，

3 衣生活的时尚化与陌生感

时尚与日常生活的间离效果，
即一种既有的衣

时尚生活既基于人们的日常生活，
又有别

生活难以见到的新颖与别致。在现代社会生活

于这种似乎了无新意的生活。实际上，日常生

里，时尚所产生的这种陌生化与间离感，实际

人
活的展开从来都离不开一定的技术。而且，

上是不可能没有技术的参与和支持的。

们衣生活的陌生感的生成，成为了时尚技术旨

日常衣生活方式的时尚化趋势，
主要是经

在表征的根本性目标。如果说，审美距离说强

由时尚艺术所凭借的技术，促成与驱迫生活改

调的是心理上的远隔，那么对陌生化理论来

变自身的现成样式。在当代的设计界，科技的

说，极为关注的则是心理上的非正常感觉。在

“不仅
发展使“菜单式”
时装设计成为了可能。

衣生活的时尚化中，技术的应用不仅满足了各

如此，由‘服装设计工程师’们发明的、用最先

种实用功能的需要，同时更为各种奇幻视觉印

进纺织技术生产出来的纤维和面料将以真丝

象的生成提供了可能性基础。

服装、辅助服装、
美容装束、
虚拟造型等新兴的

作为人的一种最普遍的生存方式，日常生

人体包装形式抛头露面，并将彻底改变现有的

日
活是人们最密切而难以摆脱的生活。当然，

[8]
穿衣模式。”
时尚技术的引入与广泛应用，显

常生活往往又是最无新鲜感的生活，它使人陷

然也改变了人们原初的日常生活经验，而身体

入莫名其妙的无趣与厌倦之中。对于追逐时尚

则成为了时尚技术的可塑性文本。同时，
身体

的人来说，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倦怠生活可以

当然也不得不发生
及其与时装的关联与互文，

通过时尚的着装而得以改变。作为一种治疗方

按技术所展现方向重构。许多时尚技术本身都

式，时装疗法并不限于药物的介入上，也包括

远离惯常习俗，它们不同于一般技术的祛魅，

心理上的暗示与积极引导。虽然说，时尚史通

而旨在或试图使日常生活重新返魅。

常讲的是早期上流社会的生活风尚，
“但是，
在

时尚化的方式与路径，首先是脱离衣生活

过去的几十年中，时尚开始越来越无所不包，

的日常性特征，
这种分离更是一种技术性的切

从大众时尚到高级时装都自有其地位。”[7]其

割。这种时尚化无疑是通过艺术的独特审美经

实，这也是大众文化与消费时代人们的需求使

验来达到的，
但这种艺术与审美经验已受制于

然。时尚既可以使社会阶层发生分化，
同时又

技术及其规定。人们的时尚化着装与时尚衣生

可能导致各阶层边界的模糊。从上层社会到一

使人获
活，
与职业、
工作和日常生活区分开来，

般大众的日常生活，时尚也成为了不可忽视的

得了一种临时的放松、
解脱与自由。尤其是，颇

社会与文化问题。

其实一直是时尚
具陌生感的特别经验与感受，

应当说，时尚艺术之所以能够显示出某种

生活所不可或缺的，
因为它为人们的日常生活

意义，乃是因为它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

带来了某种新奇。实际上，
这种陌生化的审美

新的可能性与特别意味。也就是说，时尚着装

经验，正是时尚艺术与技术所力图营造的，也

促使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时尚化，并以之区分于

是那些青睐时尚的人们趋之若骛的渴求。近年

为了生计所从事的工作与劳作。在某种意义上

来，流行的中性时装所具有的陌生感，以及这

可以说，时装还可舒缓人们生存的压力、焦虑

其实也是由
种时装对社会性别的混淆与模糊，

与无奈。在陌生感的塑造中，技术让人们的日

社会性的时尚技术建构而生成的。

常衣生活好像有了一些神秘性，似乎具备了某

正是这种时尚化导致的陌生印象，
使日常

种令人惊奇的与返魅的艺术效果。当然，技术

衣生活有了视觉表象上的极大改观，生活也显

也是按照某种社会化的形制诉求而施展的。布

得似乎更有意义与乐趣。当然，时尚产品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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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般的艺术作品，更是可以处置的一种社会

时尚化着
改变。随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审美化，

性文本。在身体美的表现上，
“个性化走过的漫

装根本就不可能离开技术而独自存在。在流变

长路程已经把早期现代美外部的没有争议的

与时新的过程中，
时尚及其艺术表现对古典与

[9]
古老模式完全改变成内心的个性化的模式。”

已有的审美标准提出了挑战。同时，在时尚的

同时，身体也经由技术的构建与重构，而与原

审美经验里，嵌入了各个不同时代的技术的痕

初的身体有所不同。产生陌生感的技术与方法

迹与影响。在一般的艺术表现里，技术更多的

显然不少，但所有技术达到的效果与印象却

也许是以手段与工具的方式出现。

是，原来生活可以变得如此的新颖与有趣。然

但在日常衣生活方式中，
时尚技术与身体

而，时尚给日常生活带来的这种陌生感，也会

的关联往往都是具身性的，它同时也融入了身

因技术的规定与宰制而发生异化。例如，透明

体的存在及其形式之中，
甚至已经内化为人们

装技术所产生的陌生感，却是另类的与赤裸裸

对于存在的经验与关切。在现代社会里，
技术

的，因为它不仅让人的身体暴露无遗，更使人

理性总是力图为身体与时尚之美，制定与实施

斯文扫地与难以为情。

各种各样的技术标准与尺度。同时，
身体在时

4 时尚的审美及其技术规定

尚化的过程中，
也不可避免的陷入到技术化之

虽然也是一种艺术样式，但时尚显然又不

中。时尚技术凭借着技术理性，并以之对身体

同于一般的艺术。这里的区别主要在于，
如果

与时尚之美给予设定。在文艺复兴时期，
裙撑

说一般的艺术比较注重纯粹与唯美的话，那

无疑就是一种禁锢女性自身的牢笼。在十六世

么，时尚则要求具有新的与当下的美感表现，

纪，
关于人体美的理想尺寸与比例就获得过认

但时尚的这些审美表现却是以技术为规定的。

可与强调。在梅洛 - 庞蒂那里，审美知觉的肉

同时，时尚又不得不满足其基本的实用性功

身性基础，
以及身体与活生生的经验的关切得

能，以及生成与人的衣生活相关的社会与文化

到了强调。在现今这个时代，
依托发达的身体

意义。时尚的社会与文化意义的生成，无疑也

与面部的美容技术，许多人都成为了让人惊艳

是与身体存在及其审美相关的。在这里，身体

的人造美女，
但她们却如同出自同一个标准模

的时尚化，乃是由时装的形制与着装方式所建

具，
而美的生动性与独特性也由此消失殆尽。

构的，但这种建构仍然离不开技术的规定与支

在时尚艺术及其表现之中，技术并不仅仅

配。这种技术化的身体的生成，当然不仅仅是

局限于工具性这种定位，它甚至成为了时尚表

为了取悦他人与自己，也是为了让身体能够按

现与审美的规定性。同时，时装所形成的形制

照社会的技术标准出场。因此，对于时尚表现

与有关技术成规，
给人们的衣着制定了相应的

所塑造的独特的唯美印象而言，隐藏在其语境

‘身体时装化’
标准与规范。
“从这一观点来看，

里的东西依然是技术性的。

是所有文化的特点，
尽管各种文化有着不同的

对时尚的审美与鉴赏来说，技术的介入与

[11]
具体时装技术。”
当然，
时尚技术本身也不再

渗透显然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原因或许在于，

是孤立存在的，它已与人的生活、社会和文化

技术对时尚功能与符码意义的实现都是不可

缠绕在一起。在不同的社会、历史与文化语境

“裸露身体之上
或缺的。在时尚技术的支配下，

里，
身体向技术所规定的制式变形的方式也有

看不见的服装塑造了形体，留下了着装痕迹，

所差异。技术不仅一般性的应用于时尚里，更

这不仅适用于艺术表现之上，也适用于日常生

以其特质去改变艺术表现手法与方式，并决定

活经验。” 也可以说，在人们的日常衣生活世

技术的
了时尚对人的身体的重新塑造。而且，

界里，时尚技术逼促着人们的身体与经验发生

某种非手段性特质，又使技术与艺术、审美密

[10]

理论界
服饰与文化：

主持：华梅
不可分。

15

缺的，但也离不开人们猎奇心理的驱动与促

应引起注意的是，时尚技术对生活与审美

成。与此同时，
技术对生活的规约也通过时尚

的规定是极其复杂的，这种影响往往难由人类

表现出来了。时尚技术在时装的形制中，还得

任意左右与掌控。时尚技术甚至是一种塑造身

到了具身性的展现与符码式表征，
并把自身镶

体的意识形态，它建构着人们对身体与审美的

嵌进身体存在的独特经验里。这也是技术及其

信念与看法。只有基于技术，时尚艺术的功能

对生活的一种遮蔽，
这种遮蔽又是在祛蔽的基

乃至审美表现才能完成，艺术表现与审美也发

础上得以可能的。技术在美化身体之时，还使

生着不可逆转的技术化。例如，时装摄影规范

身体偏离其自身存在的本性，导致了时尚与日

的制定与变化，就受到了它所运用技术的显著

常生活本身的偏离。一切技术及其对日常性的

影响。传统工艺常常是由手工的介入而实现

偏离，都是对人们生活的原初日常性的遮蔽。

的，但许多现代技术却是自动化的与系统性

但由于时尚技术的具身性，
人们难以对之作出

的。如果说，服饰可以当作人的皮肤的一种延

本真的洞察与客观的判断。

伸，那么，身体在此则应被理解与把握为人的

时装的设计与制作中，
时尚技术还关联到

第二自我。对身体及其外形的改变与塑造，
必

人伦与生活意义的问题。譬如，早在十九世纪

定要关涉到人的自我意识与认同的问题。技术

末，身体的透明诱发的裸露与敞开，就涉及到

对身体与审美的肆意塑造与控制，还可能造成

了人们道德感的幻灭问题。为此，
“人们出售不

人的心理扭曲与身心分裂。

透 X 射线的衣服，以保护女性的贞洁不被高科

在时尚的表现与审美中，技术既是实用性

技支持下各种形式的好奇与探秘所侵犯。”[13]

与可靠性的重要依据，它同时也成为了变形与

反思技术与回归生活自身，显然成为了日常生

塑造的架构力量，即一种对身体进行塑形的形

活与文化研究的重要问题。因为，许多时尚技

而上学。正因为如此，关于身体与装扮的艺术

术尚未得到应有的深思与探究。在时尚中，性

与审美表现，实际上无不被烙上技术化的痕

同时也是社会性的与
感的表现既是技术性的，

“换句话
迹，
甚至也成为了一种技术美的样式。

文化性的。因为，着装者的性别是经由社会与

说，身体装饰是一种产生社会性身体的技术，

文化的建构，
而得到强调与认同的。又例如，
紧

而这种技术在具体文化的实际运作中得到了

对女性身体构成了
身瘩的塑身技术及其应用，

[12]
完善。”
因为，
人们不再只是满足于传统的日

这种变形当然针对
既遮蔽又显露的迷人效果，

常审美活动，而是寄望于通过技术这种魔力来

的是身体原初的自然性。

给
制造惊奇。也许，正是各种各样的时新技术，

在时尚的表现中，技术对人体的修改与装

时尚艺术与审美加注了迅变的时代感。在时尚

饰，
在根本意义上也是对自我的一种改变。时

技术的规定下，时尚的审美与社会、文化相互

尚技术之所以存在，
也许正是审美经验及其陌

交织在一起，以生成出某种特定的时尚感与独

生化的需要，但是，这种陌生的新奇感又将很

特经验。在揭示与敞开时尚美的同时，技术又

快的式微甚至消失。为此，
人们又在企盼下一

把这种时尚表现遮蔽在技术本性的规定中。

次流行时尚的到来与轮回，
这当然也是以时尚

5 技术的祛蔽与衣生活重建

技术的更新为前提的。可以说，时尚技术总是

重要的在于，技术尤其是时尚技术及其在

处于不断的变换中，
并以此支撑与决定着时尚

设计中的使用，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的发生与表现。在无止境的变化与更新中，技

方式，并使之呈现出陌生感等非日常性的特

术随着时尚对人的塑造而改变自身的格局。在

征。这既是大众生活与社会的审美化所不可或

不同的社会与时代，
时尚技术均使时尚创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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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彰显出特质。同时，时尚艺术自身的发生

消失。对具有敞开特质的技术之遮蔽的祛蔽，

与变化，也需要新的技术去表现新的审美效

既是克服技术不良后果的前提与基础，
同时又

果。然而，代替一种新奇感而到来的，不仅是另

是后技术时代向生活本身回归的根本路径。因

一种新奇感，
更是日常生活意义的持续与不断

此，
“就其自身而言，
日常生活变成了文化侥幸

的消弭。

残存和文化竞争的竞技场，
在现代的领土上重

为了生活意义的发现与揭示，祛除技术及

新塑造某些特殊的传统的竞技场。”[15]这里要

其对存在的遮蔽，将技术还原为技术本身，
显

做的就是，
通过反思时尚技术的本性规定与影

然是回归日常生活的现象学基础。时尚的大众

响，让技术向着人性化与合乎人伦的方向发

化，一开始其实就与工业化生产密切相关。人

不断
展。只有经由对时尚技术的揭示与祛蔽，

们往往难以觉察技术向生活的渗入，更没有觉

关切人的存在与日常生活的问题，探索与建构

得这是什么不得了的问题。但时尚技术一旦过

审美的与身心和谐的日常衣生活，这样才能最

时，新的无聊感将重新出现，往往还有过之而

终回到诗意的居住与生活本身。

无不及，甚至将人拽入无意义的深渊。“然而，
只有当恰当地远离我们与技术的世俗牵连，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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