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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福斯特的短篇小说 机器停止 运转 展示了乌托邦文学的亚类型

繁荣于 20世纪的反面乌托邦。他反击

当时盛行的把科技发 展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乐观主义观点。本文在 其历史与 智力背景下 审视这部 小说, 力图通 过福斯
特笔下虚幻的世界来 诠释他意识形态中反智主义因素, 揭示小说的主题内 涵

对科技发展的恐惧与忧虑。 机器停止

运转 提出了在向科学寻求答案的文明进化过程中的伦理 与社会问题。令 我们沉思 的是, 在 过度崇尚 科学的世纪 里, 人
文主义精神极易受到 摧毁, 须要警觉和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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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ti intellectualism M ythos in The M ach ine S tops
Yu Yun lin g L iu X iao dan
(H arb in Institute o f T echno logy, H a rbin 150006, Ch ina)
E. M. F orster s The M achine S top s rem inds us of litera ry utop ia s shadow dystop ia, w hich flourished in 20 th century. D if
ferent from o ther works by Fo rster,

th is novella is the anti attack upon the optim ism about tak ing techno log ical deve lopm ent as

positive m eans in so lv ing soc ia l prob lem s. D esp ite the augm entation of the im po rtance, it has no t rece ived enough attention. T h is
artic le is to place the w ork in its h istor ica l and inte llectua l context, interpre t the anti intellec tua lmy thos in Forster as a dystopist
through the illusory w or ld under his pen, and revea l the them es and connota tions, .i e. the ex tr icable perplex ity of a libera l hu
m an ist the fear and anx iety tow ards deve lopm en t o f sc ience and techno logy beyond contro.l Fo rster sT heM achine Stop s revea ls a
lot o f eth ica l and so cia l prob lem s dur ing m en s pursu ing process o f science wh ich m akes us m ed itate.
K ey word s: T heM achine S top s; dystop ia; anti in tellectua lism
福斯特 ( E. M. F orste r)的 机器停止

得到大规 模普 及。在英 国机 器科 技不 断进 步的 过程 中,

运转 (T heM achine S top s)是早期 反科技的 反面乌 托邦作

主要有两股反对 力量: 一是来 自工人 阶级, 二是来 自知识

品之一, 属于 20世纪 初非 凡的 作品。 (W arner 1964: 59)

分子。以福斯特为代表的 同时代 作家所关 心的正 是机器

爱德华

摩根

威 尔 斯 ( H. G.

生产给人 们的 生活 带来 的负 面影 响。作为 知识 分子, 他

W e lls) 的早期科技乐观主义, 展示了科技非人性 化发展所

们对科技 的憎 恶更 为深 刻。在这 样的 历史 条件 下, 英国

造成的噩梦。即便是在 21世 纪的今 天, 该 作品的 重要性

经历了历史上最 大的知识领域的变革

依然与日俱 增, 但却 没 有受 到批 评界 足够 的重 视。本文

大阵营的对立, 即 人文知 识分子 与 科学知 识分子 的

把这部小说置 于其 历史 与智 力背 景下 进行 审视, 力 图通

对立。

机器停 止 运 转 反 对 赫 伯 特

乔治

过福斯特笔下的虚幻 世界来诠释 其意识形 态中的 反智主
义因素, 揭示这部小说的主题内涵。

两种文 化 两

两种文化 是 指在 人 文学者 与 科 学家 之 间存
在深度的相互 怀疑 与不 理解, 前 者认 为科 技对 世界 的发
展造成破坏性后 果。 ( Snow 1993: 21) 两种 文化 真切地

1

两种文化 的对立

工业革命之 后, 为了 提高 生 产, 机器 在 整个 19 世纪

表明了自科学从 哲学中分离后长 期以来在 人文知 识分子
与科学知识分子 间的对抗性。

* 本文系黑龙江 省社科基金项目 乌托邦向反面乌托邦的转变研究 ( 10D02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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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定历史 条件 下, 乌托 邦的 前景 表 达的 是这 样一

他们的力量反 映于 星座 中, 这些 美丽 的裸 体人 类正 在垂

个世界, 即技术自 动化 使人 类恢 复到 神秘 的黄 金时 代的

死挣扎, 自缚于自己的茧中。 一个世 纪接着 一个世 纪, 他

幸福状态中 。在福 斯特 生活 的时 代, 把科 技发 展作 为解

们辛苦地工作, 这就是他们的报酬。 ( F orster 1928: 83)这

决社会问题的 乐观 主义 观点 十分 活跃, 而 以福 斯特 的短

个 茧 就是科技。

篇小说 机器停止运转 为先驱的反 面乌托邦作 品正是对
此的反击。

机器停止运转 充分表明了现 代自由人 文主义者无
法摆脱的 困扰

对 科技 发展 超乎 控制 的恐 惧 与忧 虑。

他笔下的社会 中, 人们 对自 己的 生活 管理 几乎 没有 发言
权。没有人知 道 机器 是如 何工 作的, 指令 来自于 神秘

2 机械科技的 乌托邦
自莫尔开创乌托 邦这一思想 概念以及 这一文 学形式

的 委员会 或是 机器工作簿 。机械性故障通常报告给

以来, 乌托邦世 界的 基 本特 点就 是消 除一 切不 平等。福

仪器维修委员会 , 但是如果故 障是 非机 械性 的, 委

斯特的 机器停止运 转 结合 了乌托 邦这 一基 本特点, 在

员会 就没有办法。终于 有一 天, 机 器 开始 出现 故障,

科技迅猛发展 这一 特定 历史 条件 下, 描绘 了其 后反 面乌

人们很无助, 机器 能够停止运转是令 他们无法理 解的。

托邦寓言的 基 本结 构。它的 场景 自然 是在 未来, 人 们已

当瓦实提告诉她 的一个 朋友, 苦 诺曾警 告过 她 机器 正

经抛弃了地 球 表面 而居 住在 地下, 蜂 巢一 样的 世界。小

在停止运转, 她的朋 友 回答:

说情节围绕 瓦实 提 ( V ashti)

机 器要 停? 什 么意 思? 我

一个 完全 融入 这个 世界

一点都不明白 ( Forster 1928: 71) 。社会的命 运完全掌控

的女人与她的儿子 苦诺 ( K uno) , 这个社 会的 叛逆 者的矛

在 机器 手中, 每 个人似乎都默许为机 器所奴役, 没有集

盾冲突展开。读者可以通 过瓦实 提的视野 与母子 的辩论

体抵制。瓦实 提和 她的 朋友 们头 脑愚 钝, 他们 例行 接受

掌握这 个世 界 的基 本 特 点。这 个地 下 世界 是 按 钮 的天

最荒谬的规矩与 想法, 他们是任 人宰割 的羊, 因此其被 宰

堂: 到处都 是按 钮与 开关

割的命运是意料之中、
不可 避免的。读者对他们几乎不 会

叫 食物 的按 钮、叫音 乐的

按钮、叫衣服的按钮。有热水 澡的按 钮、
有 冷水澡 的按钮

有怜悯心, 故事一开头他们就丧失了仅有的一点点人性。

还有制造文学的按钮 ( Fo rster 1928: 20) 。个体不需

这样, 福斯特的 短篇小 说 机器 停止 运转 提出 了在

要费力做任何 事情, 他 们甚 至不 费吹 灰之 力就 能移 动或

向科学寻求答案 的文明进化过程 中出现的 令人不 安的伦

是捡起落地 的 物品。他 们的 肌肉 萎缩, 因 为拥 有强 健的

理与社会问题。他不断地 谴责实 物主义社 会风气 与严格

肌肉被认为是 一种 缺点, 而 任何 婴儿 如果 体现 强壮 就会

统一的社会约 定强 加的 盲目 因袭 的危 险, 揭露 了对 多样

被处死。 ( F orste r 1928: 43)个体被隔 离于独 立的房 间, 他

性、自发性、
创造力的压制 所产生 的精神上 的无味 与情感

们通过视频电话 来交流; 他 们的 需要由 委员会 来管理

上的贫穷, 甚至 超过 了价 值、情 感、创造 力的 丧失。 更令

与控制, 委员会 与 机器 保持联络。借助电视屏 幕, 人

人不安的是, 整 体来说, 在 机 器 的世界 里, 居住者 没有

们避免了直接接触。 人们从不触碰他人。由于 机器 ,

一丝危机感地顺 从、
默许; 他们 精神贫瘠; 他 们拒绝 知道,

习俗已经变 得陈腐。 ( Forster 1928: 36)生 活的 方方 面面

甚至对知 识没 有一 点渴 望。这样, 福 斯特 颠覆 了人 类最

都以科技为媒介, 实验式的直 接的体 验被否 定, 只 有二手

珍贵的神话

甚至三手的 想法才 被重 视。盘旋 于这 个威 尔斯 式的 世

了无知、未开化的境地。

尤利 西斯 的神 话, 宣告 人类 永 远地 陷入

界国 上空的监管一切的 机 器 是无 所不 知的、全能 的。
尽管声称 已经 超越 了 对信 仰 的需 求, 人 们 开始 崇 拜 机
器 , 把 机 器工作簿 奉为圣书 ( Fo rster 1928: 67)。

3 反面乌托邦中叛逆者的出现
乌托邦世界 中往 往充 斥着 完全 一致 的居 住 者, 尽管

人们不仅仅 接受 这个新 的 宗教 信仰 , 还 决定 废除

社会是平静的, 有点单调, 但是 从来没 有抗议。而 反面乌

呼吸器等一切 使通 向地 球表 面成 为可 能的 装置, 因 为任

托邦文学作品引入了叛 逆者和 不同意 见者。反面 乌托邦

何想知道地球表面知 识的人只要 听听留声 机或是 看看电

小说家 的 主人 公 的 追 求 不 那 么 完 美, 但 是 更 加 自由

影机就可以 了。 ( F orste r 1928: 64) 瓦 实提 知道 苦诺 命中

( H ux ley 1998)。

注定永远都不会赞 成这个 新的 法律。而 对于 她自己, 在
接下来的几年 里, 满足于 日常 生活:

直到 最后 的灾 难前

作为第一部 反面 乌托邦 作品, 在 机 器停止 运转 这
个非天然的 伊甸园 里, 一个叛 逆者, 亚 当 似的 人物,

她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 ( Forster 1928: 22)。首 先是不严

蔑视 机器 , 偷 尝了 自然 这 一禁 果并 且 发现 它 是好 的。

重但却令人厌烦 的机械 故障, 而 机 器 神秘 地完 全停止

他的名字就叫苦 诺。在充 斥虚弱 无力的居 住者的 这个地

运转促成了 最终的灾难 。由于无 知的人们完 全地依赖

下的文明 世 界 里, 他 被 看 成 怪 人,

因为 他拥有体力

机器 已变得退化与衰弱无力, 他们无法 拯救自我, 他们

( F orste r 1928: 43)。苦诺一直想去地 球表面 看一看, 虽然

完全地毁灭了。叙述者这样 总结: 人 类, 这 血肉之 花, 现

这是死罪。但是他渴望树 木、河流与 山川, 尽管没 有外出

存最 高贵 的生物 , 人 类, 按照 自己的 模样 创造 了上帝, 让

许可, 他还是 自己 找到 了通 向自 然的 路。通过 一个 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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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机器 创造它 自己的 政治 学、它自己 的社 会学、它自

去的人们具有强大的 召唤力, 而人们也热爱它们 ( F orster

己的 理性、它 自己的 认识 论、它自 己的价 值论、它 自己的

1928: 55)。它们 也召 唤着 苦诺, 如 果不 是带 有 钢铁 触须

真正的神学。现代极权主 义如果 没有高度 复杂的 技术的

的 机器 修理仪器 把他顺 着管道 拽回到 文明 中来 , 他

支持是无法 实现的 ( Beauchamp 1977: 88)。这种 反智主

就会朝它们 奔去。苦诺 对地 上世 界以 及住 在那 里的 文

义观点认为知 识分 子的 追求 本身 就是 一种 畸形, 知 识的

明世界 的逃亡者的一 瞥给予 了他评 判 机器 对 人类本

进步并没有使人 类更加快乐, 而 是恰恰相 反。结合 两种

能天性歪曲 作用的 标准。 我们 创造 机器 是为 了完 成我

文化 的对立, 这正 是 人 文知识 分子 对于 科学 知识分

们的意愿, 但是 现在 我 们不 能使 它为 我们 服务。它 剥夺

子及其代言人 的反智主义情结。

了 我们的 空间 感、触感, 它模 糊了 每一个 人的 人际关 系,
把爱简单缩减为性行 为, 它麻 痹了我 们的肢 体、
我 们的意
志, 现在 它 又 强 迫 我 们 对 它 顶 礼 膜 拜。 ( F orste r 1928:
55- 56)

4 结束语
21世纪, 现实世界 似乎 与福斯 特想 象中的 世界 之间
的距离又大大缩 短了。整 个世界, 尤 其是西 方社会, 呈现

作为反面乌 托邦 作者, 福 斯特 审视 了 弗洛 伊德 定义

这样的趋势: 随着机动车辆、自动 化和遥控 技术的 不断发

的人类文明的 悲剧 悖论, 即 无法 理性 地调 节不 相容 的两

展, 大大 减少 了运动 的必 要, 体力 的衰退 成为 威胁, 而体

种理想: 一个稳定 而又 安排 有序 的社 会与 完全 的个 体自

力锻炼对于许 多人 来说 是一 种强 制性 练习, 而 不是 自然

由。反面乌托 邦作 家们 意识 到, 如果 没有 高度 集中 的规

的需要。当今 生活 的特 点是: 精 神紧 张, 易怒, 感情 与身

划, 就不会有社会的稳定与平 静, 而这又依 赖于对 个体意

体的 分离, 自 私自利 , 缺 乏理 解, 在西 方更体 现为 信仰的

愿的限制。

衰减。人类逐渐收缩的空 间里却 充斥着更 复杂的 电子设

在 机器停止运 转 这部小 说中, 福 斯特预 见了 其后

备, 人们局限于公寓或者办公 室里, 这与福 斯特小 说中描

反面乌托邦小说的大 部分主题: 对科 技理想 社会的 恐惧;

述的情形不无相似之处。 福斯特 的短篇小 说不仅 仅是幻

极权体制的面 孔神 化了 理智 在所 有规 则中 的作 用; 对个

想, 而且还是 严肃 的智 力思 索。通过 展示 变形 而又 矛盾

体、激情、本 能的 否定导 致人 类的自 动化; 叛 逆者 试图逃

的未来现实, 他想 象的 夸张 与变 形给 我们 提供 了正 确解

离超文明回归自然。这种 拒绝机 械超文明 的叛逆 充分体

释、说明现实的钥匙。在这部 小说出 版一百 年后的 今天,

现了一种反智主义思想。 尽管反 乌托邦理 论批评 几乎与

这个话题 仍然 是热 点话 题, 甚至 重要 性日 益增 强。他的

乌托邦理论同时代 出现 (亚里 士多德 的 政治学 紧随柏

短篇小说令我 们沉 思的 是, 在这 样教 条的 崇尚 科学 的世

拉图的 理想国 出现 ), 但是体现在反面乌托邦 小说中的

纪里, 我们的人文主义精神极 易受到 摧毁, 因此我 们要建

这种特定历史 条件 下的 反智 主义 思想, 是 针对 独一 无二

立起一道防线。

的对进步的现 代主 义教 条的 理解, 是 针对 以无 限的 科技
进步为媒介, 以达到人类生活 无限改 善的信 仰而产 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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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反面乌托邦对机械科技的乌托邦的未来敲响了警钟。
福斯特不是 与科 学和 机器, 而 是与 荒 谬的 科学 正统
主义的盲目性 作战, 批 判它 忽略 过度 使用 机械 和技 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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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产生的后果, 以 及作 用于 人类 生活 所产 生的 不可 避免
的负面效 果。正 如 伯查 的 评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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