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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makes a thorough inquiry into the implication of post-humanism. Post-humanism advocates the appl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break through the soma limit and improve the overall function of human body. Through the examination of views of soma, the attitude
of different soma views towar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human body by technology is considered. Due
to the nature of pursuing excellence and ultimate achievements in sports, the idea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posed by post-humanism has been practiced in the field of competitive sports, and
has even led to the phenomenon of worship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is field. Through
in-depth reflection on the views of competition, the study holds that modern competitive sports
should take initiative, strengthen self-discipline, have more reflection, and set strict technical boundaries so as to resolve the hegemony of technical rationality and maintain the cultural feature and value of competitive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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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袁科技尧知识尧智能的飞速发展为人类的

体育表现出诸多野反传统冶的形象遥 在众多因素的推

文化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生态环境袁衍生出了诸多新

动下袁当代竞技体育呈现出崇拜科技尧依赖科技的后

的人文现象和思潮遥 体育学术研究一方面要对传统体

人类主义特征遥 本文即是对当前科技发展引发的后

育人文精神进行诠释和总结袁另一方面也要对新世纪

人类主义思潮袁 以及现代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表现

人类所面临的新的体育人文现象尧体育人文思潮作出

出的科技崇拜与依赖现象作出的审视与反思遥

迅速尧理性的反应和科学的应答遥 伴随科技尧知识尧智
能的飞速发展袁 后人类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被激
发遥 后人类主义主张人类应当借助科技尧知识尧智能
的力量使人类进化方式由自然进化转变为自主进

人既拥有一个作为客体的身体袁 又有身体性的

化遥 竞技体育作为展现人类体能极限的舞台袁日益受

存在袁作为在世存在的身体是教育尧文化尧科技 等力

到后人类主义者的关注遥 后人类主义者认为依靠科

量直接作用的载体遥现代社会袁身体日益成为各种思

技提升身体竞技能力袁 是以追求卓越为价值导向的

想交锋的策源地袁 各种或保守或激进的思想在身体

竞技体育的必然发展方向遥 然而袁科技主导下的竞技

领域展开争夺与论战遥 人类对进步尧幸福尧快乐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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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事物有着永恒的追求袁 然而人类因为身体的自然

作用遥因此通过身体观的研究袁可以确立人类的科技

性却又是有限的存在袁 所以对自然性身体的强化和

行为与身体改造之间的内在向度和尺度袁 进一步了

改造就成了人类对科技的期待遥伴随神经科学尧神经

解竞技体育领域中的科技改造和强化身体的问题遥

药理学尧人工智能尧纳米技术尧基因技术尧太空技术和

身体观袁即人们对身体的认识和态度袁有怎样的

信息技术等新兴科学技术的发展袁 人类对人及人的

身体观袁就有与之相应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向度遥 总体

身体的认识不断深化袁 伴随这种认识的深化以及对

来说袁身体观可以归纳为两种院一种是神性主义袁一种

人类未来的思考袁后人类主义应运而生遥后人类主义

是物质主义遥 神性主义认为身体是人的根本袁即身体

是指野随着转基因技术尧克隆技术尧赛博时空等极富

规定了人的本质袁 身体具有宗教意义上的神圣性袁身

想象力的高科技手段出现袁彰显出耶人类 身体爷日益

体承载着野天命冶袁因此身体不容野外物冶侵越袁任何对

技 术 化 发 展 趋 势 袁身 体 由 传 统 生 物 学 意 义 上 的 耶固
定本体爷 转变为具有灵活多变性的生物-技术的存

在冶 遥 后人类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有马克斯窑莫尔尧
[1]

身体的侵越袁都是对人性乃至整个人类的侵越遥 这种
神圣性袁使得身体和技术尧机器等存在明显的边界遥 身
体的内在价值应该得到肯定袁这种身体观具有一定的

库尔兹韦尔尧凯利尧斯诺德谛克以及皮尔森等袁后人类

保守性遥 而物质主义信奉身心二元论袁进行主客二分袁

主义主张野人类只是进化过程中的暂时阶段袁是为耶后

认为人的本质并非源于身体袁而是见证着人的野主体

人类在作积极的准备爷袁未来是耶属于后人类爷的冶 遥
[2]

性冶的精神袁即野我思故我在冶遥 身体仅仅是物质性的客

从进化论的角度袁 后人类主义者提倡运用现代

体袁是科学研究的对象袁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袁可同外在

科技袁 使自然的进化让位于对遗传物质改造的人为

技术系统进行耦合遥 在对待身体与技术的关系问题

的自主的进化遥从现实生存的角度袁后人类主义者提

上袁神性主义坚持野无论科学技术对人体的改造和耶完

倡 人 的 野 赛 博 冶化 袁 所 谓 野 赛 博 冶袁 哈 拉 维 在 叶 赛 博 宣

善爷有着怎样的耶理想爷追求袁都不能忘记袁人的自然体

言曳中的定义是野赛博是一种控制论有机体袁一种 机

是几十亿年来大自然演化的产物袁在我们还没有弄清

器和机体的杂合袁 一种社会建构和一种幻想相结合

大自然的深层智慧和奥妙之前袁最好对这个至高无上

之物冶 袁也就是说通过技术手段塑造更有效率的机
[3]

体袁以符合现实的需要遥 野后人类主义者注重自我在
体力尧智力尧心理和道德上永恒的进步袁重视对知识
和理解力的永恒追求袁 不断消除对自我实现和自我

确证的政治尧文化尧生物学和心理学上的限制遥 冶 显
[2]

的奥妙之物保持敬畏遥 而对病残之肌体的医治袁也只

能着眼于它的正常形态和功能的恢复和完善冶[6]遥这也
就是说袁我们并不绝对地反对科学技术对人的身体的
改善袁而是反对科学技术按照自身的逻辑所虚构出来
的各种理想的尧标准的人体形态和功能来改造和完善

然袁 后人类主义对利用科技和理性表现出很强的激

人类的身体遥 神性主义尊重身体的自然属性袁并将此

进性袁 对于依靠科技和理性促进人类自身的进化与

视为人神圣尊严的一部分袁认为技术理性的霸权式发

发展表现出很强的乐观性袁 然而对于科技可能带来

展是威胁身体尊严和价值的重要力量遥

社会尧政治尧文化尧伦理尧健康等方面的风险袁他们常
不太关注遥

物质主义在处理身体与技术的关系时袁 则主张
身体的技术化尧 机器化袁野即随着相关技术的不断发
展袁 主体所表现出的渴望将机器的智能 / 功能移植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袁 在越来越多的学科领域

到主体自身之中的强烈意向和朝此方向的实践冶 [7]遥
物质主义者认为野作为对人的 自然躯体耶缺陷爷的补

里袁身体逐渐成为理论探讨的焦点和主题遥诚如布莱

充袁 技术从一开始就是人的自然躯体的外化噎噎这

恩窑特纳所言袁野在这个肉体社会中袁我们主要的政治

表明技术发展的一个基本定势袁 即它一定是在对自

与道德问题都是以人类身体为渠道表现出来的冶 [4] 袁
因此野在一个技术迅速扩展的社会中袁人的身体体现
的社会尧 经济和法律地位方面的这些宏观变化产生

然界物质与能量的转换中袁 将人的有机躯体一部分

无机化袁使人最终超越自然生命局限的过程冶 [8]遥 显

然袁物质主义的身体观认为身体并不分享人的本质袁

的后果是袁 人类身体已经成为许多社会科学和人文

也不具有所谓的内在价值袁 身体只是一个客观的物

学科研究的焦点冶遥席林更直接谈到袁野如果说过去的

质载体袁 对身体的任何改变都不会对人性以及人的

时代中是男性与女性尧 人与动物之间的边界令人担

本质构成威胁遥 后人类主义者对待身体的态度则属

忧袁 现在则是任何机器之间的边界在支配着当代的

于物质主义的袁表现在竞技领域上袁他们认为竞技体

想象力遥 冶 [5] 竞技体育作为一种具有规则性尧竞争性
及挑战性的身体活动袁 身体观对其具有导向和决定

育是人以自身为客体追求野更快尧更高尧更强冶的活动
方式袁不断超越尧创造纪录乃是运动人的使命和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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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遥因此他们主张突破当前科技伦理所倡导的野人

只是片刻的停留遥 挑战极限尧不断超越袁这是后人类

应该被修复而不应该被增强冶这一原则袁认为竞技体

主义哲学的核心袁表现在竞技体育领域更是如此遥但

育中以自然躯体尧 自然力作为标准是对主体的一种

是袁 依靠科技获得的强大身体机能而展开的竞技活

限制袁通过基因技术尧纳米技术 尧电子技术以及各种

生化或物理的技术方式提升身体力量是应当的袁而
且是正当的遥 然而袁我们不能沉醉在纯粹科学以及技
术理性的世界袁我们始终应该认识到我们赖以存在的
身体是社会中的身体袁是伦理中的身体袁是文化中的
身体袁这就决定了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我们所秉承的只
能是一种偏向神性主义的身体观念遥 当然袁即便是神
性主义的身体观念也绝非一味排斥科技袁而是在坚持
人道尧伦理的准则下对科技持一种开放的态度遥

动袁没有任何的文化人类学尧伦理学和哲学意蕴袁没
有任何对人及其身体的终极关怀与价值体认袁 因为
野更快尧更高尧更强冶本身就是个目的袁身体只是个

野客 体 冶袁一 个 有 待 技 术 开 发 和 改 造 的 野客 体 冶袁一 个

经 过改 造后 时 刻 追 求 野超 越 冶袁追 求 野更 快 尧更 高 尧更
强冶这一理念的野客体冶或者说 野工具冶遥 在后人类主

义者的竞技观中袁野超越冶与其说是主体的追求袁不如
说是技术逻辑的内在要求遥 野更快尧更高尧更强冶促成

了竞技理性与技术理性的联姻遥正如叶体育技术化的
哲学审视曳一文中所言院野我们说耶更快尧更高尧更强爷
是技术理性的一种反映袁是有理由的遥我们将体育规

竞技观是人们对竞技活动的根本认识袁 是人为

定为耶主体人以自身为客体的人类运动爷时袁就为人

何要竞技袁 以及竞技给社会与人的发展带来怎样的

们对自身生物体认识和改造提供了合理性噎噎体育

影响的思考遥概括来讲袁竞技观反映了体育竞技的目

理性的存在不仅为人们完成耶更快尧更高尧更强爷理想

的和意义尧价值追求和伦理规范遥在人类社会的发展

提供了客观基础袁 为人类实现这样的目标提供了动

进程中袁体育竞技不仅是展现人类体能极限的舞台袁

力之源袁 而且还将人类完成对自我的超越这一目标

同时还是表达人类价值追求尧伦理规范尧社会理想尧

内化为客观的规定遥 这就必然要求人们为了完成超

审美追求的舞台遥 现代社会野更快尧更高尧更强冶作为
竞技体育所追求的理性目标袁 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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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自我极限的目标而采取一切有力的手段遥 冶 [13] 当人
们面对运动纪录一次次无功而返时袁 当技术力量的

化人类学尧伦理学尧哲学底蕴袁正是这份底 蕴构成了

神奇一次次展现在人类的眼前时袁 借助于技术的力

现代体育竞技的精髓与内核遥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

量来提升人类运动的能力就成为理所当然的行为遥

讲袁野竞技运动以其表现了人类最原始和最本质性的

当依靠科技的帮助打破尘封的纪录袁 收获美满的结

力量袁也同时体现了人类自身的全面价值遥竞技运动

果后袁技术理性就渐渐获得了体育理性的信任袁并逐

有效地保存了人类作为生物链环中具有平权意义物
种的存在方式袁 成为了人类具有恒定性独立尊严的

象征物遥 冶 [9] 野竞技运动固然有人类自我耶超越爷的一
些特征噎噎但我认为袁 某些丧失掉了的人类本性的
耶回 复爷耶回 味爷和 耶自 然 化 爷才 是 竞 技 运 动 更 深 刻 的
本质的内核遥 冶

渐 形成 了 野体育 -技 术 冶理 性 价 值 体 系 袁指 导 着 竞 技

体育的发展方向遥 在后人类主义者看来袁 竞技体育
中袁野超越冶作为永恒的追求袁是无条件的袁是自成目
的的袁技术作为一股力量是应当被崇拜并信赖的遥 因
此袁 后人类主义者主张对待身体不应该过于保守袁而

从伦理学的角度讲袁当代人之所以

应该积极地拥抱科学技术袁让科技真正成为促进体能

如此痴迷于竞技体育袁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竞技体育

强大的助手袁进而实现野更快尧更高尧更强冶的人类体育

所倡导的野公平竞争冶精神袁这种公平竞争精神可以

的永恒追求遥 在运动成绩的提升方面袁后人类主义者

被视为现代民主与竞争的理想象征袁 正如当代法国

为我们展开的画面是美好的袁然而袁在科技可能带来

[10]

著 名 思 想 家 利 波 维 茨 基 所 言 袁野体 育 是 一 种 伦 理 理

念袁是一份对民主平等的激情遥 冶 [11] 再者袁人类的体育

竞技水平突飞猛进的同时袁我们更应该安静而理性地
回望和思考人类体育竞技的根本意义和价值遥

竞技从一开始就深深地表达了人类对公平竞争精神

引导下的荣誉感和勇气的崇尚 [12] 遥 从哲学的层面讲袁
人类的身体在体能方面具有有限性袁 然而人类的身
体却又可以创造无限的可能性袁 这样一个无限可能
的空间就是一个意义的空间尧一个审美的空间尧一个

科技全面改造身体袁进而成为体育竞技的主导袁

是科幻还是现实钥 在曹荣湘先生选编的 叶后人类文
化曳一书中袁有一篇苏格兰学者安迪窑迈阿 所写的文

精益求精的空间尧一个技近乎道的空间遥 因此袁竞技

章叶机器人健将院在现代社会里迎接超人类主义曳遥文

运动表达了人们以有限存在追寻无限意义的理想遥

章认为袁后人类主义受到怀疑袁主要是因为在高科技

野超越冶是后人类主义永恒的追求袁野极限冶永远

社会里人们对后人类缺乏理解和认同袁人们认为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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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实践中袁 后人类理想的现实化在多变的社会语

意蕴袁颠覆了现代体育的伦理秩序袁也冲散了现代体

境中是成问题的袁 然而体育竞技却为后人类主义的

育的哲学内涵遥 同时袁野技术过度扩张会致使人类身体

应用提供了一个例证 遥 竞技运动之所以成为后人
[2]

类主义者实践应用的领域袁安迪窑迈阿认为这主要是
由 3 种因素决定的院野趋向院 绩效的增强冶野认可院更

运动能力发生退化袁呈现身体的去中心化袁最终会导

致运动项目的消亡和人类主体性的消失冶[16]遥 因此袁现
代竞技体育为消解技术理性的霸权袁抵抗功利思维的

快尧更高尧更强冶野依赖院观众的兴奋冶 遥 也就是说袁渴

侵蚀袁保持竞技体育的文化特性和价值底蕴袁应加强

利益群体的野权力意志冶的内在要求冤尧追求超越渊对

设置严格的技术界限遥

[2]

望获胜渊这也可以理解为运动员或者运动员所代表的

野自律冶袁加强野自觉冶袁增强野反思冶能力袁给自己确定并

野更快尧更高尧更强冶的价值认同冤尧依赖观众渊如果运

动成绩达到某一水平袁运动员不再破纪录尧能力总是
不再提高袁那么该运动很可能失去它的吸引力尧失去

当前学术界对后人类主义的关注袁 本质上是技

它的观众尧失去它赖以存在的资金冤这 3 个条件内在

术不确定性导致的风险社会背景下人们对科学主义

地要求现代 竞技体育将越来越依赖科技的力量袁进

以及技术理性的反思遥 竞技体育始终应该是以自然

而成为后人类文化的急先锋遥

力为基础的身体的竞技袁 而不应该是科技主导的竞

的确袁当今袁在野技术理性已经成为现代体育的价

技遥身体的有限性尧神秘性恰恰塑造了竞技体育的魅

值核心重要的构成部分袁成为深刻地影响体育发展方

力袁 竞技体育领域科技肆无忌惮地渗透实质上是一

向的现实性的力量冶的时候 [13]袁虽然人类还尚未自主

个野祛魅冶的过程遥同时袁对科技的过度依赖也将动摇

进化到后人类阶段袁但现代竞技体育却已经部分呈现

以自然身体为中心形成的竞技体育发展的秩 序袁并

了后人类主义者所设想的体育竞技的最本质特征院崇

将扩大竞技体育领域的不平等现象遥另外袁在科技塑

拜并依赖科技遥 盐湖城冬奥会期间袁叶北京晚报曳就曾

造强壮身体的同时袁往往伴随着潜在的风险袁而这种

有一篇叶运动员已经成为野科技人冶曳的报道袁写道院野正

风险往往是不可逆的袁 这些应该引起人们的警惕遥

在美国盐湖城举行的冬季奥运会上袁大量专为运动员
服务的新科技袁把现代运动员训练成超级选手遥 从饮
食尧训练过程尧体能分析尧运动服装等袁都是藉由科技

野在 20 世纪以来的耶大科学爷的背景下袁随着科学所
带来的耶风险社会爷问题的日益加剧 袁我们不仅要关

注于耶建构爷科学的事实问题袁而且更需要思考耶应该

的协助袁让运动员在竞技场上做完美的演出遥 冶伴随纳

建构爷什么样的科学的价值问题冶 [17] 袁体育科技 的 发

手尧腿尧臂植入一种超微型泵机以增加自身的爆发力袁

在当下高科技历史语境中袁使体育科技尧人类身体以

而体操运动员也可在不同的身体部位植入自身所需

及体育文化健康尧持续地发展遥

米技术研究的深入袁或许未来的野田径运动员可在脚尧

展同样如此袁只有关注于体育科技的人文关怀袁才能

功能的超微型机以提高动作的稳定性尧柔韧性和持久
性袁游泳运动员也可借助这种超微型机而获得优异成

绩遥 冶[14]同时袁伴随基因技术的突飞猛进袁人类野可以通
过基因调控防止运动性疲劳和加快恢复过程曰利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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