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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与社会

论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技术史模型
姚大志

摘要 贝特兰·吉尔建立了以技术系统概念为基础的全球技术进化模型。流行
的中国古代技术史模型主张，中国拥有一系列技术发明的优先权，先进的技术向
西方单向转移，由此描绘出中国古代技术领先世界的中国中心论图景。不过，该
模型与吉尔全球技术史图景相冲突。为此，吉尔对上述模型进行了改造。他质疑
中国对一系列重要技术拥有发明优先权，主张中西方技术相伴随进化、双向传播，
以及平行发展。在把中国纳入到全球技术史图景的过程中，吉尔也将其归为技术
进化停滞的文明，努力将中国塑造为西方技术文明的他者。
关键词 全球技术史 中国古代技术史 贝特兰·吉尔 技术系统 停滞的文明
技术史家白馥兰（Francesca Bray）指出，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将西方近
代科学技术的兴起确立为人类历史进程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伟大事件，同时，这也
意味着把非西方世界在同一时期的历史发展道路视为反常和不自然。在她看来，
法国技术史家贝特兰·吉尔（Bertrand Gille）就将中国的历史经验视为一种失败，
并用“停滞的系统”（blocked systems）来描绘它①。而李约瑟（Joseph Needham）
致力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则改变了中国在世界科技史中的形象和地位，
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图景发出了挑战 [Bray 1998, p. 14]。
不过，白馥兰也许没有考虑过，中国中心主义科技史观与西方中心主义科技史观
的关系也可以颠倒过来理解。一旦将中国中心主义的历史叙事视为正统，对坚持
作者简介：姚大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① 白馥兰时常提及吉尔的“停滞的系统”，将其视为对非西方文明科技发展的典型刻画。同时，在她看来，
类似的刻画还包括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制动（brakes）”，以及伊懋可（Mark Elvin）的“高
均衡陷阱”（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见 Bray 2002, pp. 160 － 162; Bray 1998, 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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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中心主义的科技史家来说，如何协调中国古代形象与世界科技史图景的关系，
比如说如何顺利将中国古代技术史纳入到全球技术史的框架当中，就是必须要面
对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吉尔在技术史领域中的工作对此问题进行考察。
吉尔最初的研究集中在经济史和工业史，但同时还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技术
史研究。他很快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产生兴趣。20 世纪 60 年代，他参与了法国
技术史家道马（M. Daumas）主编的五卷本《技术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s

technique ）的写作，负责撰写西方中世纪和 15、16 世纪技术史部分。他也为辛
格（Charles J. Singer）等人主编的多卷本《技术史》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 吉尔
2004]。《文艺复兴时期的工程师们》（Les Ingenieurs de la Renaissance ）是他最具
原创性的作品。他在其中质疑了莱昂纳多·达·芬奇的独创性。1970 年，美国技术
史学会为了表彰其学术贡献，授予他最高奖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奖章恰好
名叫“莱昂纳多奖章”。
吉尔着眼于全球视野，力图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完整的世界技术通史画卷。他
于 1978 年为法国《七星百科全书》编辑并主要撰写的《技术史》（Histoire des

technique ）[Gille 1978] 是其晚期的代表著作。英译本将其分为两卷于 1986 年独
立出版。参与这部《技术史》写作的合作者众多，但占该书绝大部分篇幅的世
界技术编年史则由吉尔一人独立完成。道马指出，他在其中“试图书写从史前到
我们这个时代全部历史时期的技术史”，向我们描述“一幅技术史的全球画面”。
[Daumas 1981, p. 841]
在《技术史》的写作中，吉尔面对的一个棘手问题是怎样将中国古代技术文
明纳入到全球技术发展进程当中。事实上，如何将中国科技史嵌入全球科技史的
整体框架，是写作世界科技通史时通常会遭遇到的一个重要困难。
“目前的许多嵌
入方法都很牵强，……明显给人感觉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叙述硬拼在一起，不
像是一个历史”[ 吴国盛 2009，页 179]。之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不止一个，比如
全球史的方法与国家史和地区史的方法不同 [Crossley 2008, p. 3]。不过，还有一
个更有针对性的原因是，经过以李约瑟为代表的中国科技史家们长期不懈的努力，
中国古代科技史一般具有某种中国中心主义的面貌①，而世界科技通史则往往坚持
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在历史叙事中，中国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出发点必
① 何丙郁指出，李约瑟宣称自己尽力不偏向中国或西方，不过，如果偶然无意中犯了错误，偏向一
方，他宁可偏向中国而不是西方。见何丙郁 2001，页 402。对国内科技史的起源和发展来说，“始于
20 世纪初期的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一个动机则是为中国及其文化做辩护。……这种……辩护……也可以
被视为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反应。
”见张柏春 2006, 页 198。对中、西方以及世界史关系的反思，也可参
见 Finlay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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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会在某个层面上形成张力。对吉尔的《技术史》来说，中国古代技术史部分是
技术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依赖的资源不免以李约瑟等人的成就为基础和前
提。可以设想，如果吉尔自己的全球技术史模型本质上是西方中心主义的，那么
他最初面对的中国古代技术史形象和他自己的全球技术史图景难免会发生冲突。
然而，吉尔的《技术史》中并无此类困扰，相反，中华古代技术文明以某种恰
当的方式被嵌入到了全球技术发展图景当中。总体来看，一方面，古代中国长时期
与全球技术系统进化水平大体相当；
另一方面，对于西方技术文明而言，它却又呈
现出他者形象。换言之，中国与西方的技术发展进程很大程度上既保持着一致性，
又形成了差异性。那么，这一理想的结果是如何造成的呢？是因为吉尔的全球技术
进化图景本质上是非西方中心主义的，所以，从根本上避免了上述困难的发生，还
是经过作者努力，成功重塑了中国古代技术史模型，从而消除了它与全球史图景的
冲突？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让我们首先对吉尔全球技术进化图景做一概述。

一 中国古代技术史模型和全球技术进化图景的冲突
1. 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技术史模型
在吉尔看来，早期技术史家们仅仅关注“孤立的技术”，而他则要避免这种
看待问题的方式。传统技术史家们坚持一种庸常的技术观。这种观念认为，孤
立的发明本身就具备非凡的意义，而技术史一般情况下仅仅是各种发明和发现
的传记集粹 [Gille 1986a, p.x]。然而，吉尔确信，技术绝不是什么独立的工具和
机器，即使最原始的技术也往往是复合体。在更高层面上，技术总是和其他技
术发生关联。技术史研究于是“进入到系统的层次”[Gille 1986a, p. 38]。所谓
技术系统就是由各种相互配合的技术要素组成的集合，其中每种技术行为和每
件简单工具都是技术系统的要素，反过来，也只有在系统中，要素才能确定其
自身作为技术的价值。
吉尔以技术系统为基础建立起全球技术进化模型，并勾画出一幅绚烂而完整
的技术通史画卷。在过去几十年，技术编史学中的一个强大传统和技术系统概念
有关。在这一传统中，“休斯和吉尔的方法意味着对技术史的主要贡献。”[Picon
1998, p. 38] 不过，与休斯（Thomas Hughes）的方法论相比，吉尔的技术系统概
念倾向于从更长时间段着眼，将涵盖面更广的技术系统从人类社会中抽离出来，①
① 吉尔的技术系统很大程度上不是通过其与政治、社会，以及经济系统的关系来确定的。E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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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借此审视人类技术文明的整体发展历程。吉尔断言，“如果掌握了建立在精确
概念基础上的模型，那么用一种适当的语言，在全球尺度上处理技术问题就是唯
一可能的。”[Gille 1986a, p. 9] 他相信，只有“按照先后相继的不同技术系统的
系列，才能评定历史”[Gille 1986a, p. 17] 。由此，人类历史一方面被划分为一
些由不同技术系统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时期；另一方面，这些技术系统依次更替而
实现进化。从一个技术系统向另一个技术系统的转换依赖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
转换或更替本身意味着革命。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一系列技术革命。第一次中世纪
技术革命发生在 12 和 13 世纪，这造成了“12 世纪后半叶和整个 13 世纪技术持
续进步”[Gille 1986a, p. 441] 。到“15 世纪后半叶，技术进步又重新出现，并且
更具活力。”[ 吉尔 2004，页 463] 18 世纪中叶，文艺复兴以来占据主要地位的古
典技术系统被淘汰，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重新出现。除了上述中世纪技术革命、
文艺复兴时期技术革命，以及 18 世纪技术革命之外，距离我们较近的是 19 世纪
下半叶的技术革命及目前仍在改变着世界面貌的技术革命。
吉尔全球技术进化图景和某些世界通史一样，具有西方中心主义的特征。对
于那些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通史来说，欧洲的进程是全球历史的标尺，其他文明
由此得到定位和衡量。假设存在着全球技术系统的不断更替，凭借对中世纪和文
艺复兴技术史的挖掘和强调，吉尔把以希腊和罗马为源头的西方树立为唯一经历
了全部技术革命的文明。从这个角度说，他所构建的全球技术系统进化模型不过
是西方中心主义全球史的一个变种。在这幅图景当中，欧洲技术发展进程已被默
认为历史发展坐标，其他文明区域的技术发展水平只有通过这一坐标才能定位。
吉尔的全球技术史具有西方中心主义的特征，他一旦要将中国纳入全球技术
史图景之中，就很可能面对中国中心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技术史观的冲突。要想
理解这种冲突及其解决策略，我们接下来需要对中国中心主义技术史观做出相应
界定。
2. 中国中心主义的技术史观
对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来说，李约瑟的成就不容回避。吉尔关于中国技术
史的论述也处处闪现着李约瑟的身影①。他在写作中国古代技术史时，已经摆在
他面前的技术史模型，或者说流行的中国古代技术史观具有什么特性呢？
Kranakis 指出，吉尔的“技术与历史的主流力量相互隔离开来”
，技术的生命力主要来自系统内部各
要素之间的关联。见 Kranakis 2005, p. 807。
① 比如，吉尔的参考书目以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和《中国的科学》为主，而《技术史》正文
中提供了十几幅关于中国古代技术的插图，均标注来自李约瑟。当然，吉尔《技术史》正文缺少注释，
这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难以精确评估他对中国古代技术史相关学术资源的利用情况。

60 《科学文化评论》 第 7 卷 第 4 期（2010）

流行的中国古代技术史观坚持中国中心主义的立场。这种立场集中体现在
如下引文中：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明素称发达，近代世界所赖以建立的各种基本
发现和发明有一半以上来自中国，中国对世界科学技术发生影响的主要发现和发
明至少有 100 项，因此在中世纪漫长岁月里中国在科技方面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
位。其中造纸、印刷、火药和指南针就其对社会历史进程和科学、文化发展的影
响而言，可以说是近两千年来震撼世界的、具有革命性的超级发明。”①这段引文
中的世界首先应该理解为西方世界，抛开与技术无关的因素，其中有三点值得我
们注意。首先，一系列对西方近代化产生重要影响的伟大技术发明源自中国。中
国古代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纸和印刷术，是这些技术中最具代表性的。马克
思和弗朗西斯·培根等都曾强调过火药、罗盘和印刷术对世界近代化做出的重要
贡献。吉尔同样承认，它们的意义绝不仅仅局限在技术发明本身。其次，以四大
发明为代表的先进技术提供了中国技术水平在近代之前领先西方的证明。吉尔在
处理中国古代技术史问题时已注意到，
“中国技术相对于西方工具的先进性”[Gille
1986a, p. 401]。 他特别指出，“那些伟大的发明，比如印刷术、火药、以及罗盘，
它们标志着中国领先于西方。”[Gille 1986a, p. 404] 某一文明区域内出现的技术
发明和发现与该地区技术整体发展水平之间具有关联。若干伟大技术源自中国的
史实，说明古代中国在相应时期内的技术发展整体水平领先于西方。不过，技术
发明和技术整体水平的高下虽然有因果关系，但二者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内在联系，
还需要技术转移来加以说明。第三，从某种角度看，中国古代技术的整体优势也
是通过向其他文明区域的技术转移体现出来的。技术转移指一国或地区的发明转
移到另一国或地区的过程。近代西方的兴起很大程度上依赖那些来自中国的重要
技术，这要求它们从中国转移到西方。任何技术转移的发生都以地区间的技术差
异性为前提。“技术转移一般发生在拥有某种技术的国家与没有这种技术的国家
或拥有相对落后的同类技术的国家之间”[ 张柏春 2004，页 2]，也就是说，新技
术向没有该技术的国家或地区转移，高水平技术向低水平技术区域转移并逐渐在
该区域取得主导地位。不仅如此，一旦地区间技术整体发展水平不平衡，非常可
能形成数量众多的技术从技术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向水平较低的地区单方向转移
① 潘吉星认为，上述认识在坦普尔（Robert K. G. Temple）的《中国：发现的国度》
（China: Land of
Discovery）中处处都有体现。见潘吉星 2002，页 1。坦普尔本人及其研究的专业性可能为某些中国学
者所诟病，但他对李约瑟成就做出了高度概括，这甚至得到了李约瑟本人的肯定 [Needham 2005]，同
时他的文本集中地表达了中国中心主义的立场。刘禾指出，“有趣的是，中国中心论的理论冲动并不
产生在中国本土。”见 Liu 1995, p. 29。这一论断针对的是社会学和人类学中的中国中心主义倾向，但
也在一定程度上使用于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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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势。反过来，大量技术单向转移也说明了地区间技术发展水平的不平衡。重
大技术的转移尤其具有象征意义，甚至可视为支持某地区技术发展整体水平高于
另一地区的论据。某种程度上，正是通过大量技术单向转移，一系列重要技术源
自某一文明区域与该区域整体技术水平领先之间建立起了内在联系。就此而言，
诸多来自古代中国的重大技术向欧洲的单向转移，说明了中国古代技术发展水平
整体上领先欧洲。
一系列重要技术源自中国，并向西方单向转移，以及中国古代技术长期领先
世界的格局，这些基本认识相互关联，实际上构建起一个较为完整的中国古代技
术史模型。其中，无论对技术发明的强调，还是对技术转移的讨论，往往隐含地
强调了工具和机器本身在本体论上拥有优先地位。进一步，对技术本身的强调使
人们倾向于把新技术的出现直接理解为技术进步，并因此认为，技术发明，尤其
是重大技术发明的出现是中国古代技术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同时，随着单项
技术发明的积累，技术进步也往往是连续累积式的。这些观念相互编织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统一体。其所支持的模型塑造了中国古代技术文明的
光辉形象，并符合实证主义技术史观的一般特征。吉尔写作中国古代技术史部分
时首先面对的可能就是这一模型。我们不禁要问，倘若将这一技术史观嵌入全球
技术史图景当中，吉尔会遭遇什么困境呢？
3. 中国中心主义的技术史模型与全球技术史模型之间的冲突
一般来说，通过李约瑟等人的努力，中国在世界古代科技史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这一观念被普遍接受下来。中华文明很早就展现出了高超的技术智慧，一系
列发明领先于西方。而为了说明中华文明的进步程度，各种世界科技通史著作都
会提及那些来自中国的重大技术贡献。
先进和落后某种意义上总是相对而言的。要想评估或衡量某一地区文明的技
术发展水平，或者依靠既定的标准来衡量，或者需要通过同一时期全球范围内的
比较。如果承认中国古代拥有先进技术，并且一系列伟大发明从中国转移到西方，
那么也可能会连带承认西方技术在古代、中世纪甚至近代早期不可能领先，甚至
会落后于中国。这将暗示那古老的论调，西方黑暗的中世纪不仅知识零落、文化
凋敝，同样也是技术发展相对缓慢、停滞，甚至倒退的时期。主张中国技术水平
整体优于西方，这似乎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承认欧洲技术水平在近代之前相对低下。
然而，假如欧洲技术正常地连续进化，为什么它会在中古时期处于落后呢？
对吉尔来说，欧洲技术系统的依次更迭使得全球技术进化模型得以树立。而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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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化图景主张，同一历史时期，不同文明都处在大体相同的技术系统之中。
滞后的技术文明当然存在，但那仅仅是特例，而作为全球技术发展典范的欧洲绝
不在此列当中。此外，吉尔对西方中世纪技术革命和文艺复兴技术革命的强调，
也进一步导致欧洲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技术落后的观点不再恰当。假如欧洲并不
落后，那又何以谈论中国中古技术相对先进呢？流行的中国古代技术史模型展示
了一个光彩的古代中国形象，它与吉尔全球技术进化模型并不相容。
面对着李约瑟等人的技术史成就，吉尔认为有必要对其进行反思。他感到
疑惑，“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中国的技术进步发生在什么环境中？”[Gille
1986a, p. 382] 他并不关心中国古代技术进步的原因，也不准备论述那样一种环境。
疑问仅仅是质疑的信号。中国古代技术史模型必须恰当地嵌入全球技术史图景。
为了全球技术史图景的完美，中国古代技术发展状况不应优于西方。如果中国古
代一系列伟大发明及其西传的史实共同阐发了中国古代技术发展水平的先进性，
那么，一旦吉尔不赞成后者，他也就会对前者提出质疑。由此出发，吉尔必须批
判并重塑流行的中国古代技术史模型。

二 对中国中心主义的技术史模型的批判和重塑
吉尔从技术系统概念以及全球技术史图景出发，反对具有实证主义倾向的中
国古代技术史观。为了避免与全球技术发展进程发生冲突，他有针对性地批判了
流行的中国古代技术史观的基本命题，重塑相关史实，并相应提出了替换性命题。
反过来，我们通过重构吉尔在中国古代技术史方面的工作，也可以回过头来检验，
他的批判矛头最初指向的是否是流行的中国中心主义的技术史模型。
1. 贬低和质疑中国古代的伟大技术发明
在流行的中国古代技术史叙事中，四大发明最具象征意义。除造纸术之外，
吉尔对其他伟大技术发明提出了不同程度的质疑。从技术系统视角看，技术史研
究对象不可能仅仅从化学和物理学层面来加以考察，也不是孤立的单项技术发明
或发现。技术史以技术系统为前提，脱离了系统的孤立技术没有生命力，也不能
确定其自身价值。在更高层面上，技术史必须从技术系统和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
角度考察特定研究对象。首先，吉尔否定了活字印刷术是远东地区的一项发明。
他认为活字本身并不能等同于活字印刷术。毕 的发明存在诸多问题，涉及活字
的制作材料、印刷机、纸张以及油墨等诸多方面。由于很大程度上缺少其他相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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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发明的配合，毕 的活字难以被当作成熟技术复合体。活字随后散落，也说
明它没有进入到当时的技术系统中。无论如何，吉尔强调，“真正的印刷术大约
是在 15 世纪中叶真正由欧洲人发明的。”[Gille 1986a, p. 97] 这一发明要归功于
古腾堡（Gütenberg），而远东似乎并对此没有产生影响。其次，吉尔声称，“罗
盘唯有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和横跨大西洋，才成为一项重要工具。”[Gille 1986a,
p. 404] 它对于世界史的意义是在其被运用于整个海岸线的航海时才显现出来；反
之，也只有成为航海技术链中的一个要素，它才成为一项重要的技术发明。中国
人的堪舆工具和欧洲人所指的航海罗盘或许在物理构造及原理上没有什么不同。
但某种程度上，它们在技术系统中的位置使其有成为两种不同技术要素的趋势。
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吉尔更多时候只用“指南针”称呼来自中国的发明，而避
免称其为“罗盘”。再次，对吉尔而言，虽然中国古代发现由硝石、硫磺和木炭
构成的“混合物”具有爆炸效果，但这并不必然使其成为特定的技术史研究对象，
即火药。他指出，并非所有可点燃并具有爆炸效果的粉末状混合物都可以称为“火
药”。另一方面，吉尔强调，“火药和大炮的发展是一同被引入技术系统的，而后
者需要以几百项技术为前提”[Gille 1986a, p. 404]。 由于火药在军事等领域中的
广泛运用，才在技术系统中确定了其自身价值，并在和社会系统的关系中得以定
位。他大胆得出结论，火药非常有可能在中世纪的欧洲被“偶然间发明出来”。[Gille
1986a, p. 497]
吉尔的质疑具有一定的正面意义。质疑古代中国的伟大发明，或贬低中国在
此方面做出的具体贡献，并强调那些技术唯在西方才大放异彩，类似的意见并不
罕见。不过，由于吉尔的相关思考建立在对技术史的基本概念和方法论的反思基
础之上，所以他的论证很大程度上变得严格且内在一致起来。另一方面，吉尔的
质疑也折射出在流行的中国古代技术史研究中的一个策略，而它很少能被真正反
省。柯文（Paul Cohen）指出，中国史研究有一个重要现象，“那就是中国史家，
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义者，在重建他们自己过去的历史时，很大程
度上一直依赖从西方借用来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Cohen 1984, p. 1] 。他的
分析主要针对中西方近代以来的交流和冲突史，但也具有相当程度的普遍意义。
中国中心主义的建构自发地以西方历史学为规范，套用西方的概念，将西方关于
何者为变化，哪种变化才算重要的界说，强加在中国历史之上。从根本上说，中
国古代技术史研究努力塑造着中国中心主义，但却以接受西方的概念符号系统为
前提。吉尔破坏了中国的古老发明和技术史重要研究对象之间的等同关系，恰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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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柯文所提及的上述现象也存在于中国古代技术史研究之中。
吉尔十分清楚，中国古代技术整体水平和一系列源自中国的重要发明，尤其
是重大技术发明关联紧密。正因为如此，他对印刷术、罗盘和火药的论述绝不仅
仅指向技术发明本身，他的目标真正指向的是中国古代技术水平整体上优于西方
的假设。
2. 中、西技术相伴随进化论和双向传播论：反驳技术向欧洲单向转移，
吉尔在他自己的中国古代技术史叙事中提出了技术相伴随进化说和双向传播
说。吉尔提醒我们注意，在“西欧和中国技术发展之间，在许多领域都存在着一
致性”，或者说，相同的技术可能在相隔遥远的文明中出现。但如何解释这种现
象呢？相伴随（concomitant）进化即同步进化，指技术的改进是在各自的技术区
域中实现的，而且往往大体同步发生。当然，这不等于说技术在文明间的传播消
失了，只不过在全球技术系统的理想发展进程引导下，技术的传播和交流模式应
该是双向的。为此，吉尔强调了技术的双向传播说。他一方面指出，中国人对西
方世界做出的贡献有被夸大之嫌，另一方面，他试图提升西方对于中国技术发展
的重要性。吉尔宣称，“或许，中国向西方学习技术的实际情况并没有受到应有
的重视。”[Gille 1986a, p. 401] 通过中西方技术同步进化和双向传播说，吉尔解
释了技术进化在许多文明领域中具有一致性的现象。技术同步进化的机制是什么
呢？吉尔诉诸全球技术系统的进化来解释这一现象。相伴出现的发明在不同地区
平行发展，这恰恰是全球技术系统发展的必然结果。
实际上，同步进化说和双向传播说正是为了反驳并取代技术的单向转移说而
提出的。技术单向转移可以解释东西方时空相隔遥远，但技术发展水平差距不会
过大的问题。然而，吉尔对技术转移持怀疑态度，① 同步进化说和双向传播说恰
好可以在不求助技术转移的情况下对上述现象做出解释。对单方向转移说而言，
从东方向西方的技术单向转移绝不仅仅是个例，更应理解为具有普遍性的历史趋
势。而同步进化说直接指出，技术在各自区域中进化，中国和西方“相互间的技
术影响，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广泛。”[Gille 1986a, p. 402] 因此，对于中古
时期的西方世界来说，大量中国技术向西方转移或许被过分强调了。由此，吉尔
① Liliane Hilaire-Pérez 和 Catherine Verna 关注技术转移或技术传播的方法论预设。她们指出，技术传
播过程中的“改道、延迟、减速，以及失败不断出现，这些会破坏历史学家们发现同类传播的直接
线路和案例的各种努力”
。在她们看来，对技术在东、西方转移的问题上持怀疑态度的学者当中，吉
尔是一个典型代表。见 Hilaire-Pérez and Verna 2006, p. 542, p. 565。比如，吉尔在《技术通史》[Gille
1962, pp. 458 － 459] 中指出，波斯在十世纪就已拥有了风磨，但他质疑十字军将这一技术从东方传播
到了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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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弱甚至否定了作为历史趋势的技术单向转移。
在中国中心主义的技术史观中，正是通过技术单向转移，一系列源自中国的
技术发明才和中国古代技术水平的先进性之间建立起了内在联系。而一旦技术双
向传播说或同步进化说成立，上述推论就将不再成立。毫无疑问，这将有助于树
立中西方技术整体水平在古代保持一致的假设。
3. 平行发展论：反对中国古代技术水平领先西方
双向传播说和同步进化说支持中国和西方从原始时期到 15 世纪技术发展步
调基本相同的观点。在吉尔看来，在新石器时期中国和西欧处于完全相同的阶段。
前者的基本发展状况和地中海东部周边地区是一致的，而时间上则较美索不达
米亚和埃及晚。吉尔指出，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技术似乎在公元前后开始
领先于欧洲古典文明，而后者在技术上没有进步。然而，他坚持这并不符合历
史真相，相反，中西方技术系统从旧石器时代一直到文艺复兴的发展步调基本
保持一致。
吉尔就此给出了若干论证。首先，在研究中国技术史的过程中，最先遭遇的
困难是个内部问题，“中国的技术发现没有一个确定的编年史，因此，在评估中
国技术的崛起上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Gille 1986b, p. 1319]。吉尔指出，有一
位权威①虽然对中国的物质生活了如指掌，但他往往把跨越几个世纪的技术发明
用几页纸的篇幅就叙述完毕。一个文明区域的技术水平先进还是落后需要衡量，
而被衡量的前提则是确定该区域的技术发展确切状况。在实证主义技术史的背景
下，这往往需要通过诸多重要技术出现的时间来确定。然而，关于中国技术的编
年史不够精确。就此推断，以往认为中国古代在技术方面领先于欧洲的事实依据
不足。其次，即使承认一系列重要的技术发明源于中国，也不能说明中国技术发
展水平优于欧洲。中国古代技术的先进性和源自中国的一系列重要技术发明似乎
具有因果联系，即便承认这一点，包括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在内的重要技术，
在本地区也只获得微弱的回应，而只有在西方世界才产生巨大影响。对技术的微
弱回应意味着技术系统不适应先进的技术发明。“全球技术系统中各种技术之间
存在某种协调性，而能在当世称为‘领先’或‘最新技术’的，只可能是那些已
经介入其中者。”[Gille 1986a, p. 404] 对于先进的技术来说，只有进入技术系统
才可能成为有生命力的要素，相反，也可能由于其他技术结构稳定的相互关联，
从根本上阻碍更先进技术进入系统。先进技术在中华世界遭到相对冷遇说明中国
① 吉尔没有明言，但极有可能指李约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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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技术系统的滞后。再次，西方不乏领先的技术，“冶金、玻璃制造……都源
于西方技术”[Gille 1986a, p. 401]，而“如果我们看一下 13 世纪中叶，我们会注
意到一个辉煌的技术文明：应该排除举世瞩目的大教堂，西班牙的灌溉系统，跨
越大西洋的斯堪的那维亚船只吗？”[Gille 1986a, p. 384] 就此而言，中国古代技
术水平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领先于西方的论断是站不住脚的。
吉尔还通过技术学的线索从正面论证中、西方技术发展水平不相上下。他强
调技术和技术学的区别。虽然缺乏关于中国技术的准确编年记录，但通过对技术
图书的比较，就“技术类图书涵盖的范围”而言，中国“与希腊、罗马还有中世
纪欧洲其他地区的技术相比，没有根本的差异”[Gille 1986a, p. 384]。不仅如此，
对吉尔来说，寻找技术史案例以支持自己的论点并不困难。他似乎强调通过技术
类图书的记录来确定技术要素出现的时间，比如，中国第一台水磨的建造记录是
公元前 30 年。而它与西方的磨完全是同一个时期的。对时间和距离的测量，西
方似乎并不比东方落后；水钟几乎是同时发展起来的，虽然西方相对可能更早一
些。通过不同的方法和策略，吉尔论证了中国和欧洲的技术整体发展水平从人类
社会早期阶段到 15 世纪之前是基本一致的。
吉尔希望将中国古代技术的叙事顺利纳入到全球技术发展进程当中，为此，
他全力协调二者关系，批判并重新塑造了可能会引发冲突的史实和理论命题。他
力图合理地质疑和贬斥源自中国的伟大技术发明，用技术双向传播说和同步进化
说取代了单向转移说，以技术发展平行论反对中国古代技术整体水平的优越性。
我们发现，吉尔所反对的基本史实和命题恰恰是构成中国中心主义技术史模型的
核心内容。
当然，没有必要把吉尔所反对的中国古代技术史模型仅仅限定为本文所提出
的模型。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我们并不是要把握吉尔的心理，而是要重塑各种
相互冲突的命题和概念之间可能存在的逻辑关联。就此而言，我们只是需要一个
与吉尔的中国古代技术史观相对立的模型，而本文前面提出的模型完全满足我们
分析的要求。
无论如何，从吉尔的技术史文本中辨识出改造过的中国技术史模型并非易事。
部分原因在于历史书写中的权力关系。吉尔的全球技术进化历程就是欧洲技术系
统不断依次更迭的历史，而超越这一进程的任何叙事都不应该发出声音。更重要
的是，黑格尔曾经描述过理论和认知对象之间的双重关系。认识对象依赖理论，
反过来，理论悖论性地通过对象加以阐述，一旦这些理论与被经验的对象之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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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分歧，理论就必须被重新叙述。对技术史而言，在史实和基本概念被重新塑造
之后，中国中心主义的技术史叙事也必然随之改变。经过改造的中国古代技术史
模型与全球技术发展图景的可能冲突很大程度上已被消解，但最初的历史模型在
吉尔的改造中被抹消了。

三 全球技术进化图景中的他者
然而，在全球视域下重塑中国古代技术史模型的过程中，吉尔需要解决的不
只上述问题。事实上，他一方面把中国古代技术史叙事纳入到全球技术系统进化
的统一步调当中，另一方面，也努力将中华技术文明塑造为西方的他者。
西方人从殖民时代开始，就自觉地将自己的技术与其他社会进行比较，并借
此展示西方在物质、智力和社会方面的优越性。通过比较，非西方社会的技术发
展往往被归于失败。吉尔提出“停滞的系统”，这一概念可视为上述立场的典型
代表。①
1. 停滞的文明：吉尔的难题
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触及流行的中国古代技术史观的一个重要命题，即中
国古代技术发展从某一时刻起放缓了发展的步伐。李约瑟发现，一方面，中国古
代科学技术长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另一方面，西方通过科学革命诞生了近代科
学，但与此同时，中国的科学思想在明代以来却被西方赶超。他就此追问，近代
科学革命为何没有产生在中国？进一步，对李约瑟难题更加宽泛的理解将不仅涉
及近代科学，也同样与技术有关。“假如直到中世纪中国在众多技术领域仍然领
先欧洲，那为什么中华帝国文明没有产生自己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为什么它
早期的成就如此之高，而后却失去了革新的强劲动力，并陷入了萧条当中？”很
明显，同中国古代科学发展历程相似，中国古代辉煌的技术文明在明代晚期也被
西方赶超。
吉尔虽然总体上将中国中心主义的技术史模型作为其批判和改造的对象，
但却接受了上述重要启示。他强调，东西方技术系统在经历了早期平行发展之后，
中国的技术进步最终在 15、16 世纪突然出现了停滞，甚至“较近的发现表明，
① 除白馥兰外，其他技术史家也注意到了吉尔对“停滞系统”的论述。法国技术史家雅科米（Bruno
Jacomy）基本上继承了吉尔的观点。他从技术系统的角度看待中国，同时也强调非西方技术系统的停
滞。见雅科米 2000，页 7，页 90 － 92，页 101 － 104。阿诺德·佩西（Arnold Pacey）在其著作中曾专
门处理过“停滞的技术系统”问题。见 Pacey 1990, pp. 94 －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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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仍然停留在过时的技术系统之中”[Gille 1986a, p. 381]。考虑吉尔《技术史》
的写作年代，这个论断对一个正在追求现代化或近代化的国家来说，并非完全
不公正。
从方法论角度讲，技术系统的停滞和技术系统的进化谱系是技术进化的两个
极。技术系统内部的要素相互依赖，任何一个要素达到其自身极限，假如系统不
能适时调整，就会陷入停滞。这种现象往往出现在技术系统扩张末期。如果突破
了这种限度，就将意味着旧系统被新系统代替，技术系统实现进化。在吉尔看来，
实证主义技术史只关注成功的发明和发现。失败的技术、技术发展的极限，以及
技术进化的停滞都注定变得没有意义。而借助技术系统概念，失败的技术要素以
及一些所谓“停滞的技术系统”成为了技术史的合法研究领域。雅克米（Bruno
Jacomy）在其《技术史》中指出，吉尔谈到停滞的系统，而典型的情况就是中国
的技术系统。[ 雅克米 2000，页 7]
由此，吉尔提出了属于自己的问题：中国古代技术的发展为何出现了停滞？
李约瑟难题聚焦中国古代科学发展，或许也牵涉技术的演进，但吉尔却将中国古
代技术史领域中的问题单独提炼出来。白馥兰指出，在技术史领域，“直到近期，
中国的历史经验仍然照常被当成一个有趣的失败案例——按照贝特兰·吉尔的术
语说，一个‘停滞的系统’”[Bray 2009, p. 30]。吉尔给出若干具体原因解释这一
特殊历史事件。停滞可能来自内部因素，换句话说，这纯粹是由技术问题引起的。
从技术系统层面看，系统整体可能会陷入停滞。系统的困境也会反过来影响到系
统要素层面。就技术要素而言，“其他技术结构的进步缓慢和掣肘将会从根本上
阻碍更先进技术的引进”[Gille 1986a, p. 404]，也就是说，既定的技术结构可能
阻碍系统中的变化，即使在其他方面的进步显而易见。外部因素也同样重要，技
术系统与经济、社会和科学等系统之间的互动必须加以考虑。吉尔具体提出了一
系列影响技术进步的外部因素。比如，陈腐的传统主义无疑对中国技术的发展产
生了负面影响。马克斯·韦伯（Max Webber）曾经集中阐发了传统主义在社会变
革中的消极作用 [ 韦伯 1992，页 41 － 48]。传统主义是一个笼统而抽象的概念，
体现为对待新事物的保守态度和反应，并会在实践层面导致人们对新技术的拒斥。
此外，新儒家伦理学体系“能够决定所有问题的本质，也为中国技术的停滞献上
了力量。”[Gille 1986a, pp. 405 － 406] 政治上的官僚封建主义以及闭关锁国政策
也导致了中国社会技术发展的停滞。技术在东西方之间的传播是相互的，中国的
技术必然受益于中华文明之外的贡献。但是闭关锁国的政策使其与外界联系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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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导致自身发展停滞。和李约瑟难题一样，吉尔在技术史领域中提出的问题最
终涉及不止一种原因、一个层面。在全球视域下，探索中国技术发展停滞的原因
及其意义将会是个无尽的话题。
2. 作为西方技术文明的他者
除中国而外，吉尔也将伊斯兰世界，①前哥伦布的美洲归入技术“停滞的文明”
[Gille 1986a, p. 380]。技术系统的停滞，可以说明某一社会中技术为什么会放慢
进化脚步，甚至陷于停顿。关于中国技术系统停滞的原因某种程度上也可套用到
其他两个社会，比如，社会结构的僵化，强大的统治者从根本上敌视技术进步，
因为新技术可能会导致社会巨变。或者，西方社会中技术的急速发展受到科学的
滋养，而封闭的社会却缺少近代科学。
但非西方文明的技术系统是否真得发展受阻，陷于停滞呢？想要获得答案，
我们还得回过头看看何为技术系统的“停滞”。吉尔也提到，古埃及以及许多其
他文明都曾经历过技术发展的停滞，不过，古埃及的停滞是否与中国在 15 世纪
的遭遇同属一种情况？再考虑一下石器时代的原始人，漫长的岁月里他们始终使
用同样的工具，他们的技术系统似乎也在某种意义上陷于停滞？总之，所谓“技
术系统的停滞”，是指技术系统从某一时刻开始陷入极限或僵局，不再实现更替，
还是说特定系统长时间维持在某一状态之中？《技术史》给出的解释是前者，但
原始文明的技术状况却似乎暗示后者。吉尔是否暗中从后一种视角观察中国、巴
比伦以及前哥伦布的美洲呢？后一种状况不是真正的停滞，而仅仅意味着该技术
系统在社会中延续的时间相对较长，但这并不意味着系统内部结构达到了某种限
度，而不再能够正常更替。不过，如果按照吉尔对技术系统停滞的说明，他也没
有证据证实中国技术系统内部何种要素在何时达到了极限，并由此阻碍了整个系
统正常进化。回想一下，由于缺乏精确的技术编年史，人们很难衡量中国古代技
术是否先进，但反过来，同样的理由不也导致很难判定中国技术系统是否陷入了
停滞。吉尔的论断不免仓促，这不仅表现在有关中国古代技术系统停滞的论断上，
他也回避了中国中古时期可能发生技术革命的问题。按照他的考察，中国和西方
至少在 15 世纪之前是平行发展的关系，而欧洲在中世纪晚期经历了一场技术革命。
吉尔追问中国古代技术系统为何最终陷入停滞，他也试图给出各种具体原因，
但上述疑点促使我们关注使吉尔的问题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或者说在何种背景
①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吉尔否认了中国在火药和活字印刷术上拥有优先权，他也没有提到阿拉伯人在
炼金术和其他领域中的贡献。见 Gille1986a，pp. 425 －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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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吉尔的问题才得以合法地表达。也许只有在欧洲技术系统的坐标下，非西方
技术文明才呈现出某种停滞的迹象，才成为特殊历史事件。吉尔要建立全球视野
的，或者更准确地说，西方中心主义的技术进化图景，而其他文明的技术发展历
程必然成为“特殊”的他者。全球技术史的问题已经是，从 12 世纪以降，唯有西
方人见证了技术系统的一系列更替，然而，从中世纪晚期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
其他技术系统的发展似乎停滞了。无论如何，
将欧洲技术进化历程确立为普遍标准，
这与其他技术文明遭遇停滞的“特殊性”现象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①
为了全球技术系统进化的完美画卷，一方面，吉尔某种程度上把古代中华技
术文明的绚烂归为幻觉。从公元前后到 15 世纪，中国技术发展进程与作为理想
原型的欧洲技术发展步调一致。另一方面，在理想标准的衡量下，中国技术发展
的停滞也在某个时刻突显出来。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技术系统陷入停滞的
说法与实证主义的表述具有根本差异。后者认为，中国的技术在明代逐渐放慢了
发展的速度，并开始落后于西方。在吉尔看来，这与单位时间内发明单项技术的
数量或新发明的重要程度没有直接关系。正确的表达是，中国的技术系统在 15、
16 世纪陷于停滞，未能被新的系统替代，再次实现技术革命。无论如何，吉尔
将中国古代技术史发展进程纳入到了全球技术史图景当中，同时也维持了这个远
东文明的他者形象。

四 评价：作为神话的技术史
为了将中国古代技术史模型更加顺利地嵌入全球技术进化图景当中，吉尔重
新评估中国古代技术发展整体水平，质疑中国古代伟大技术发明，并反对技术单
向转移的历史现象，这三个环节相互勾连在一起，不可偏废。在吉尔的技术史文
本中，随着旧概念被舍弃以及基本史实被重新塑造，旧的技术史模型已丧失了公
开表达的手段。不过，既然吉尔关于中国技术史的基本观念是通过批判以往的模
型得到的，那么我们也许仍然能够在中国古代技术史的当下叙事中发现它的蛛丝
马迹。
吉尔希望回避技术单向转移，但它仍像幽灵一样四处游荡。中国古代众多先
进技术向西方转移，帮助阐明了中国古代技术水平整体优于西方。而对技术单方
① 从李约瑟的角度看，只有在欧洲发生了“科学革命”之后，中国才在技术竞赛中落后于西方。见林
毅夫 2002，页 412；Needham 1981, p.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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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转移的驳斥，在部分意义上瓦解着中国古代技术水平优于西方的论断。但技术
转移真得彻底消失了吗？在论述到阿拉伯世界的时候，吉尔承认这一地区是东西
方技术双向传播或交换的要冲。他指出，“他们（即阿拉伯人）处于西方和亚洲
世界之间的战略位置，这使得关键技术的交换成为可能，比如，将某种类型的钢
从印度输入到西方世界，以及纸和罗盘”。[Gille 1986a, p. 426] 虽然吉尔强调阿
拉伯是实现技术交换的战略要冲，但所举的实例却都是技术从东方向西方转移，
其中包括来自远东的纸和罗盘。为什么吉尔用技术的单向转移案例来说明技术的
双向交换？这仅仅是选择例子时的小失误吗？似乎为了让读者不要介意案例上的
瑕疵，吉尔随后补充指出，上述案例“仅仅作为几个例子”。这一告白向读者们
暗示，例子只是作者信手拈来，并非刻意选择的。通过阿拉伯这一技术交换的中介，
吉尔向我们允诺了一幅看似公平的美妙景象：
“西方和东方都能从同一个发展中获
益。”[Gille 1986a, p. 426] 吉尔的解释和他允诺的东、西方共同发展道路使读者们
放松警惕，倾向于忽视案例中重要的东方技术向西方的单向转移。正如前面指出
的，他似乎试图避免把来自东方的“指南针”等同于航海罗盘。这一策略的直接
后果就是否定了这项发明从东方向西方的转移。但需要被忽视甚至否定的就是在
场的。上述引文恰恰向我们指出，罗盘仍被肯定为从东方向西方转移的典型案例。
不仅罗盘，在文本其他地方，硝石、硫磺和木炭的“混合物”也以火药的名义再
次复活。本文前面已经指出，吉尔否认中国发明火药，由此排除了这一发明西传
的可能性。然而，他对火药作为欧洲人在中世纪的发明这一论断并不自信。技术
转移像幽灵一般再次浮现，在论述欧洲人发明火药的过程中，他不得不插入一句，
“它可能不是源于本地，而也是从远东地区输入的”[Gille 1986a, p. 497]。从远东
输入的难道不是那种类似火药的“混合物”吗？那些单向技术转移的实例和附加
的补充说明始终提醒读者，在这个关于技术共同发展进步的叙事中，东西方的差
异是可能存在的，而其中一方可以给另一方带来更大的利益。如果吉尔真正希望
缔造一幅公平的技术交流史画卷，换言之，西方近代之前的技术发展并不亏欠东
方，东西方的技术发展相互影响和促进，或者平行发展，那么，上述联想就显得
不仅多余而且有害。它们真得能成为全球技术进化史上空的乌云吗？也许，这种
诠释有些过度。无论如何，以全球技术进化史的名义，吉尔已经为描绘欧洲坐标
下的中国古代技术史图景做出了最大努力。
关于中国古代技术史的叙事由一系列源自中国的重大发明，单向技术转移说，
以及中国古代技术整体水平的先进性构成，这些观念相互编织在一起，共同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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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中国古代技术文明的光辉形象。面对这一模型，吉尔敏感地捕捉到了其中的关
联和结构。为了顺利将古代中国嵌入到全球技术进化图景当中，他必须打破上述
叙事神话，对其进行拆解和重塑。相应地，他提出了技术平行进化论，技术双向
传播论，并对中国古代伟大技术发明进行贬低或质疑。吉尔已经将中国古代技术
史的残片近乎完美地织补进了全球技术进化史这袭华美的袍。不过，我们对新模
型仍需小心，织补之处是醒目的，古代中国技术文明仍是西方技术文明的他者。
在评论实证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技术史时，吉尔宣称，“发明的历史，仍然主要建
立在神话和理想化的基础之上”[Gille 1986a, p. 39]。不过，这一评价某种程度上
也适于他自己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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