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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斯特，生活与年华》

人文社科丛书

《马布斯博士与他的替身

——或利用他人的艺术》

《第三只手

——从物质技术到智能技术》



自七卷长篇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七于
1913年出版第一卷以来，普鲁斯特成为我们
评论得最多的法国作家之一。其小说的文学
普遍性激发了不少专门研究该作品及其作者
的分析论述，大量的自传性叙述更是陆续促
成了多部传记的诞生。

作为普鲁斯特的研究学者，米歇尔·厄曼
(Michel Erman)出版了数篇专题研究，而这
一次，他建议我们以全新的眼光看待这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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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读者、文学专业、
普鲁斯特书迷

（法）米歇尔·厄曼著

哲学家和作家米歇尔·厄曼将他研究作品
大部分献给了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自1994年至今，出版过五本关于
普鲁斯特的论述，一部传记作品。
作为一名哲学家，他还撰写了多部关

于当代热议主题的论述, 如《残酷。关于
对邪恶的热情》（PUF，2009），《复仇
的赞美》（PUF，2012），《友谊纽带》
（Plon，2016），《我们仍然热爱自由吗？
》（Plon，2019年）等。

作者简介

뻿 法国普鲁斯特研究学者的最新论述，视

角独特，对普鲁斯特的全新解读。

뻿 内容精简，文笔流畅自然，为普鲁斯特

读者不容错过的读物。

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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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我们通常将《追忆似水年华》读作对
文学写作的追求，作为一种绝对价值，因此
小说读起来像是一个作家追求文学造诣的故
事。而这篇论述将表明小说的主人公不仅在
寻找一本“至美之书”，而且也在追寻生活本
身。”

的确，出于对生活的不满意，小说的主人
公——普遍称为小说“叙述者”，不断寻求安
慰并依靠想象来补偿生活的缺失，他一直等
待着可以“不停地改变他的生活，或者更确
切地说，开始生活”。普鲁斯特的小说是一
部引人入胜的文本，讲述了在缺席中寻找自
我的生活：一种能感觉活着的生活，而各种
形式的时间就是这种生活的素材。

作者米歇尔·厄曼这次为读者打开了迄今
为止仍然隐藏着的大门，门后是一道通向时
间的形而上学的路。我们将由此读到普鲁斯
特其实不仅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而且还是一
位，以其特有的方式，探索着存在的哲学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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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     生活及其缺席

2.    从暂停的生活到“真正的生活”

3.    面对生命中的间隙

4.    时间的各个状态 

5.    一场存在的冒险



从古代到现代民主，操纵群众的技术从未
停止过，而且手段越发越复杂丰富。为进一
步探索该人际关系中被操控的一方，作者丹
尼·罗伯特·杜福尔通过研究弗里茨·朗执导
的经典电影四部曲《马布斯博士》，展示了
这种非常扭曲的智慧手段，并分析了伪装高
手，造假者，土匪头目，盗贼贩子等人物的
特征手段及伎俩。 如果说导演弗里茨·朗正
通过电影揭露了马布斯博士的重重诡计；那
么该书作者丹尼·罗伯特·杜福尔则为我们重
塑了这位极具代表性的虚构人物的诡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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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读者、社科读者

（法）丹尼-罗伯特·杜福著

法国哲学家、大学教授丹尼-罗伯特·杜
福尔 (Dany-Robert Dufour) 致力于文化
的基础及其变革，研究领域主要为哲学与
语言，政治哲学以及语义学。 在 2015 年
之前，他一直是一名大学哲学教授，任教
于巴黎第八大学。已出版约20部论述作品
及散文，包括：《资本主义的地下历史》
（Actes Sud，2019），《自由主义之后的
个人》（Denoël，2011）等。

作者简介

뻿 一本以“操控”为题的社会学论述散文，

从经典电影人物“马布斯博士”出发，探讨了

人类社会关系中“控制与被控”这一典型的人

类关系及其背后的社会意义。

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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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丹尼·罗伯特·杜福尔通过对马布斯这
一人物的研究，重新审视了整个人类社会关
系演变中的主人/奴隶关系——值得强调的
是，这种关系在当今反常/神经质的人际关
系中仍然适用。它一方面揭示了“操控大师”
马布斯为了征服而使用的操纵技术，另一方
面反观那些像被捆绑着的“奴隶”的被操控
者，他们的行为正被抑制他们思想的无意识
机制所禁锢着：这是一种精神力量，一种具
有政治性的思想把控，是反常的人类智慧的
果实。

作者在书中还表明，马布塞这个人物并
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人类的社会统治的产
物；与其说是他指代着一类角色，不如说他
指带着一种无处不在的传播性社会功能。因
此作者提出了一门名为“利用他人”的艺术：
纵观人类社会历史，社会纽带的核心正是由
这种艺术由始至终维系而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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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盖兰（M i c h e l
Guérin）在本书中探讨了从手工技术到智能
技术的过程。在他看来，手的社会意义符合
技术发展的三个阶段：在第三只手前，有第
一只和第二只手：第一只手用于手工制造，
是最简单和基本的；逐渐到了当前社会，第
二只手开始了写作，代表精神创作；由此，
技术手势逐渐演变为逻辑手势。技术是作用
在物质上的手势外化和符号沉积的融合，赋
予了“手”这一动作一种让人惊叹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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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读者、社科读者

（法）米歇尔·盖兰著

米歇尔·盖兰MichelGuérin为法国作家和
哲学家，法兰西大学名誉会员，出版了大约
40部论述作品，其中包括：《什么是作品？
》(1986)、《姿态的哲学》(2011)、《艺术
的时间》(2018)、《经验与意图》（2020）
等等；其论述作品曾受到著名哲学家德勒兹
和加塔里的称赞。

作者简介

뻿 法国当代哲学家及作家的最新研究作

品，继《姿态的哲学》后深入探讨“手”的社

会意义。

뻿 米歇尔·盖兰为法国、德国及奥地利国

家荣誉骑士勋章荣誉得奖哲学家，为法国当

代的重要哲学家。

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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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通过手的摆与放这一姿势，即抓
握（抓握）和方式（敲击）之间产生了令人
意想不到的重要性。根据作者的说法，这是
第三只手的手势。它指导了从基本工具到仪
器，然后到机器，最后到使用算法并在网络
中运行的设备的演进原则。第三只手始于邻
居偶尔提供的“帮助之手”，最终系统地“合
理化”生产、连接和传输过程。社会化的进
程亦是如此。

然而第三只手暴露了它的模糊性，因为时
间、力量和效率的增加似乎从某方面看被诅
咒了：一部分人类逐渐工具化了另一部分人
类，这也许也是手的弱化，一个在传统意义
中与敏感触碰以及情感相连的器官的衰退。

本书所关注的便是关于当今社会发展阶
段，我们的第三只手的何去何从。作者摒弃
后人类主义的幻想，通过赞颂手的局限性，
试图寻回手的尊严，这也是其作为物质与精
神创作工具而本应有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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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章：“做”（FAIRE) 的含义是什么？

-  诗人（poïètès）是技术工（tekhnitès）
- 排练与外化
- 技术的逻辑
- 抓握与敲击

第二章：延续的创作
- 第三只手！
- 保尔·艾吕雅与《抱着羊的男人》
- 工作的节奏
- 手势的困境
- 保持的行为

第三章：拿、摆、放
- 第三种功能
- 当姿势融入了时间
- “被保持的”手势
- "拖延”手势
- 作为象征图的第三只手

第四章：左手
- 人类之手的尊严
- 手的种族

- 攻击，贿赂：恶的根源
- 卢梭发起科学与艺术的审判
- 需要的厄运
- 第三只手的双重性及其化身

第五章：关于机器
- 联合能量与时间的动作：机器……
作为分离诗人与技术工的制造者
- 生产的力量、模式以及关系
- 生产力的爆发
- 机器赶走了第三只手：从配合到独立
- 卢梭 vs 马克思：如何看待不公平的起源

第六章： 代替
- 延续与断续的结合
- 是补充还是额外？
- “mèkhanè” （古希腊语中的机器）
- 工作的社会技术性分流
- 时间的手
- 时间：最耐心的中介
- “放”的句法

第七章： 过程及原则
- “躯体外化”（exo-somatisation)及“逻辑
外化”(exo-logicisation)
- 什么是原则？

- 技术成产力及机械力量的提升
- 如同书写般的原则
- 表象及机器
- 写作的姿态

第八章：大难题
- 超越的姿势
- 倒转的姿势
- 可见中的可读性
-“智能技术”与“认知结构”
-写作作为媒介
- 从姿态到存放
-书写与神
- 差异与反身性

第九章： 手已过时？
- 三种书写方式
- 写作与死亡
- 通往那只隐形的手？
- 明日的人类：无手之人？

后记—— 终结的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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