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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萨满，跨越式萨满，其也脏，其也噪

许多人对“技术萨满主义”（Technoshamanism）之意有个定见。一般而言，它的指向坐落在科学和宗教之间，或技术和狂喜之

间。我更愿意把它看作一个正在建构中的主题，和我们都正在面对的挑战，并且我们需要在人类纪时代为之找到解决方案。

谈到技术萨满主义，理解它与垃圾、污秽、剩余和过度的关联至关紧要。 “污”萨满 从而表现为一个复杂的概念。虽然乍看之下

它可能对那些神圣地看待萨满的人有所不敬，但本文将试着扭转这一看法。

在他的著作《食人形上学》（Metafísicas Canibales）中，人类学家卡斯特罗（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谈到了神喻和平等式

萨满教(Horizontal shamanism)之间的关系，以及神职和阶级式萨满教（vertical shamanism）的关系。他试图阐述美洲印第安萨

满教和犹太教—基督教之间的相似性。我们可以大致将平等式萨满教（关于神喻）定义为从属于自然，以及事物背后的神秘关

系的一种存有状态。前殖民时期的印第安人和他们的巫师仍有种知识上的平衡状态；这种知识的表达是有机且自发的，没有任

何框限，而表达和推广它的时候也并非基于这个权力的推广。先知通过直觉和灵视来引导人们与神和天使进行对话。而跨越式

的萨满教（Transversal shamanism）则是始于白人引进的概念对萨满神学观的重新配置。白人带进了个人身份的想法，建立了

主体之间的等级制度，并将他们的帝国和一神论的概念加诸到原住民的信仰上。在垂直的阶级之中，人类被放置在所有其他事

物之上，因而为警醒创造了空间，好让律法来管辖知识和道德。这正如它与神职的关系，在犹太－基督教中，其恰恰扮演了控

制民众，法律和宗教等级的角色。

根据这个说法，跨越式的萨满教是所有这些的融合；神谕和神职，萨满教和神职，多神信仰和天主教礼仪，草药和仪式，多神

教和十诫，圣父和非洲原始信仰，所有这些事物的对半组合。 美洲印第安人的巫术被这些想法进犯，并创造了一种祖先信仰与

神学体系融合为一的状态。

所有这些接着又被融入白人自己杂糅的生活方式——异教节日，狂欢，醉酒，暗杀，火器，城市建设，垃圾生产；以及随之而来

的疾病，痛苦，帝国的背叛，地球的毁灭，对环境不负责的滥用和将地球看作是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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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混合的漩涡称之为“噪音政治”（noiseocracy）。而污萨

满则可能意味着在这个噪音世界中在宇宙的噪音中产生狂喜

和超验沟通的能力。这个世界是用声音来感知的，万物振动

并发出声音，时而收敛时而发散，可听可感——对激进的噪

音政治的体验是技术萨满主义中的一种重要的状态。

技术萨满主义

马可·普拉多(Marcos Prado)导演的《拾荒的女人》中的女主

角艾絲塔蜜拉是技术萨满主义一个很好的例子 。她是垃圾世

界的巫师，这些被斥之物所供奉的精神分裂先知。她代表着

腐败和气爆，并与被弃的人共存。这个“污萨满”从文明的垃

圾堆中道出它们所那来自的另一个时代的及其建树。她幻见

垃圾。如果你想知道一个星球的人口，什么样的统计方法可

能更有效？她的萨满教不仅仅是跨越式的，更是被过剩的力

量，和错置与剩余之物所激发的。我不会否认她也会回收利

用事物，但却是肮脏淫秽把她变得特别，成为洞察被排除之

物的专家。如果她没有被垃圾包围的经验，她可能永远不至

于变得精神分裂。在导演馬可·普拉多的影片中，艾絲塔蜜

拉也成为了历史性的人物。导演深刻地洞见并强调了艾絲塔

蜜拉和所有被世界拒斥之物的联系。她说到垃圾的气味及其

内爆和不断变化，和由傲慢的权威在垃圾填埋场搭建的连接

天线信号的卫星；她谈到控制和创造控制的幻想。虽然在纪

录片的一些片段中，导演暗示了她的预言和她似乎是因为心

理创伤而引起的精神疾病之间的关联。因此向我们展示了她

精神问题的精神分析式原因——许多人在解读这部电影时，

忽略了这些尝试。在艾絲塔蜜拉的案例中，不能否认的是她

与地球之垃圾的关系匪浅。

这相当于说，除了直接源于跨越式萨满教之外，技术萨满主

义同时也是肮脏和噪音式的。 它属于垃圾堆，是不洁的。 

技术萨满的一个重要组成便来源于那些被科学思想排除在外

的事物，来源于危险的实验室，不确定的知识，黑客，电子

垃圾，权宜之计；源于材料的回收，来自重复那些已经彻底

测试的科学结果。 为此，我们可以增加一些具体问题：譬如

说与女权主义有关的社会运动，或者对于酷儿，黑人，免费

软件，无土地者，原住民，河流社区，无家可归的人和失业

者，以及所有恒河沙数般以自己的噪音、自己的异见和自己

的垃圾来面向世界，感受世界的人。

我想再从上述的基础上再添加一些值得探索之事：对身体和

技术之间的关系，物种间以物质、材料和植物沟通的可能，

以及截取自最远方那南北极的电磁波，那来自被战争摧毁的

建筑物，从那些讲述扫兴故事并用自制仪器纪录下来的幸存

者。这些议题值得讨论， 更不用说环境，空间，外星空间，

空间文化，小说，我们与宇宙的关系，天文学，以及以机电

装置为辅的占星术等等。

将以上所述归结于下：

1）技术萨满主义起源于过剩，垃圾，残留物，噪音，过程

的不连续性。它出自跨越式和融合式萨满，出自概念和文化

的交融，出自社会文化的食人主义，出自权宜的变通，出自

重叠的政治意识形态，出自电子采矿。

2）技术萨满主义回收材料和主体性；它回收环境，重新建

立人类与地球以及宇宙之间的联系；这种是一种无声的，非

再现性的重新联系；一种感知的开放，我们的注意力的扩

大，让我们得以感受周围的各种现象，走向神秘；它是一堂

关于对存在之事物保持谦卑的课程。

3）技术萨满是不洁而肮脏的，它源于人类的物质性和主观

性废弃垃圾。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应该低估萨满的力

量。相反，这意味着我们对垃圾赋予超越工业回收之上的力

量（工业回收组织，分离，扣留，并剥削垃圾收集者）。 但

技术萨满民族主义之所以赋予垃圾力量，恰恰是因为只有从

不幸的汇合中，我们才能够去认识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物

种。并且，从这种特定的条件中，我们可以开始拓展趋同汇

合的领域以将人类转化为更意思的生命。

英文全文见：http://www.modspil.dk/docs/technoshaman-

ism_fabi_borg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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