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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基础设施的研究表明，北方和南方城市之间有很大差异。并且，研究解构了从全球北方网络化城
市地区的经验中得出的城市理论。以历史和文化为根基，全球北方发展了普遍、统一基础设施的标
准理想；基础设施研究批判了这一理想的普世化。在本评论中，我们首先引入了“异构基础设施配
置”（HIC）的概念，这一概念与现有的南方城市研究相呼应。其次，我们指出，按照HIC的概念思
考，有助于我们不仅限于从技术和性能的角度解释实际现存的基础设施，在此之外提供了比较不同
配置的一个分析框架。按照我们的方式，就能更清晰地分析基础设施人造物，不仅将其作为个物，
也作为具有地理广度的社会技术配置之一部分：这些配置可能涉及许多不同类型的技术、关系、能
力和操作，随之而来的是不同的风险和权力关系。我们使用的例子来自对乌干达坎帕拉市卫生和废
弃物的持续研究—这座城市的服务交付以多重性、重叠、分裂和不平等为特征。我们用这些例子来
说明以 HIC 的概念思考时涌现出的研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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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早上，阿玛卡醒来后去了社区花园。附近
有开放空间，她可以在那里放松自己。她
背上背包，去镇上的蔬菜摊工作。她使用
附近一个收费300先令（0.06美元）的私人
厕所。在回家的路上，天很黑。她特意绕
道去了一趟他所在的福音教会，那里有一
个贵宾厕所。她最小的孩子必须在晚上被
叫醒，然后带到外面小便，否则他会尿
床。附近有一个市政公共厕所：已经几周
没有打扫了，很脏；有些部分锁着。还有
一个当地的私人付费厕所，偶尔使用。两
周后：阿玛卡的女儿怀孕了；虽然教堂厕
所仍然存在，但社会规范阻止了它的使用。
她最小的孩子现在患腹泻，夜间醒来更加频
繁，他们与房子的临近也更成问题。现在是
雨季，市政厕所里满是蚊子。没有足够的钱
让每个人一直使用付费厕所。
这里描述的是基于一项在坎帕拉
（Kampala）进行的初步研究1虚构合成的
一个人物。这很可能会引起全球南方许多
城市基础设施学者的共鸣：一个单身女性
的故事涉及了各种基础设施，具有不同的
社会、空间、生态和经济影响。
它是非常生动的：健康、社会关系、天
气模式或国家行为的微小变化（都在她的
控制之外）都会重新配置了她的日常卫生
需求和模式。
这个故事中主人公的处境明显不同于那
些经历着几乎统一的基础设施条件的人，
在这些条件下，水来自一个单一的管网，
人们冲厕所的时候，无需考虑水流向何
方。毫无疑问，冲洗厕所比上述混合式局
部系统更容易，也更安全。然而，人们越
来越认识到，实现公共服务的普遍、统一
的网络接入（Graham和Marvin
（2001）
称之为“现代基础设施理想”）的可能性
有限。具体来说，现代主义体系的社会、
经济和生态合理性正在受到质疑（Coutard
和Rutherford，2015年），尤其是（但不仅
限于）南方的情况。在南方，基础设施的
破 坏 是 常 态 而 不 是 例 外 （
见Graham，2010年；Silver，2016年）。
从事全球南方研究工作的城市批判学者
对这一认识做出了回应，即，他们阐明了
南方城市基础设施的地理位置和潜在逻
辑，重点解释那里有什么。这一城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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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不断增长的文献，已经使论述超越了
仅仅解释为什么南方城市未能实现源自北
方的、关于城市“应然状态”的规范性概
念（Lawhon等人，2014年；Robinson，200
2年；Roy，2009年、2014年）。
现有论述已重构了基础设施的框架，将其
视为混合的（Furlong，2014年；Larkin，2008
年），渐进的（Silver，2014年），后网络化
的（Coutard和Rutherford，2011年；Monstadt和
Schramm，2017年），以及由人居住和生活于
其 间 的 （ Graham和 McFarlane， 2014
年；Simone，2004年）。这些文献有用地描
述和分析了“那里有什么”以及它是如何起
作用的，或者，它是如何以及对谁不起作用
的。我们在术语“性能性”下总结了这些文
献，因其描述和分析了“那里有什么”。这
一工作重要地扩展了基础设施的含义和理
解，展示了在城市领域运行的无数技术。
在这一集体文献的基础上，我们首先提
出了“异构基础设施配置（HIC）”的概
念。我们认为，这些词汇在概念上与城市
研究领域的工作相呼应，这些城市研究工
作旨在更好地理解特定的人造物品，以及
它们与特定的社会政治城市地理之间的关
系。第二，我们认为通过HIC思考会将我们
分析性地引向未来研究和干预方面的重要
问题。具体而言，就是能更清晰地分析基
础设施人造物，不仅将其作为个物，也作
为具有地理广度的社会技术配置之一部
分：这些配置涉及许多不同的技术、关
系、能力和操作，随之而来的是不同的风
险和权力关系。这种分析超越了对国家、
社区或私人所有权以及正规或非正规基础
设施的辩论，转向对渐进变革的可能性条
件的比较思考。我们的方法无意为任何特
定的社会或技术干预摇旗呐喊2；相反，
通过HIC思考，我们可以做出更加明智、
困难、充满政治色彩的选择，并更好地质
疑基础设施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可能为更
加公正和可持续的城市条件开辟可能性。

现代基础设施理想在全球南方
Graham和Marvin（2001）所描述的“现代
基础设施理想”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社会
和政治目标，它寻求在全球范围内提供普
遍、统一的基础设施，并继续支持包括全
球南方在内的常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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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在全球南方殖民地提供现代基础
设施往往采用与全球北方类似的技术形
式。例如，Nilsson（2016年）审查了向坎
帕拉输出水基础设施的情况，包括考虑多
样可行的技术解决方案来面对坎帕拉日益
增长的水需求。他认为：“一旦在恩德培
（乌干达的殖民地行政首都）的专家和行
政人员中，现代的、欧洲风格的供水和下
水道系统的想法被当做一种真正的可能
性，似乎就已经没有其他可行的解决方
案”。然而，这些设施的供应主要限于“
欧 洲 人 ” 城 市 地 区 （ Kooy和 Bakker，
2008年；Silver，2016年）。例如，在1930
年到1968年其间，坎帕拉有一个名义上全
面的公共固体废物、卫生和水服务系统。
殖民时代的系统覆盖了坎帕拉的整个欧洲
人行政区，并为所有居民提供服务，尽管
在 服 务 水 平 上 实 行 种 族 隔 离 （ Nilsson，
2006年）。值得注意的是，其他城市地区
仍然管理水、废物和卫生设施，但却是通
过太多的社会技术配置，根据社会地位（
阶级、种族、性别）提供不同的替代方
案。
重要的是，这些历史继续为处于现代国
家服务网络和群岛之外的地区的当代做法
提供启示（Bakker，2003）。
尽管紧接着而来的后殖民时代在很大程
度上与现代环境运动的出现相吻合，并且
存在一个小规模但大声疾呼的国际和地方
声音要求非洲城市使用“适当的技术”，
但在国际合作伙伴的财政和技术支持下，
后殖民政府采用了大规模、集中的水、卫
生和废物服务模式（Nilsson，2016年；Silv
er，2016年）。在很大程度上，后殖民时代
的乐观主义和“现代基础设施理想是可取
和可实现的”这一信念应当对此负责。随
着解放运动组织成为独立后的政府，这种
做法也促进了解放运动组织的合法性，因
为 它 模 拟 欧 洲 国 家 的 国 家 形 成
（Mamdani，1996年），创造了公民与国家
之 间 日 常 关 系 方 面 的 期 望
（Nilsson，2016；参见Scott，1998年）。
公共资金通常通过国际贷款获得，用于通
过网络服务提供低成本服务，但普遍服务
提供的目标仍然难以实现。到1980年代，
国家预算显然不再能够支持这一愿景（部
分原因是全球经济趋势，更具体地说，是
被迫采用结构调整方案）。非洲国家及其

伙伴基本上仍然陷于这一困境，意识形态
上渴望现代基础设施，实际上却又意识到
无法实现普遍的基础设施接入。基础设施
同质性和集中性的规范理想继续显著地塑
造着居民、规划者、政府和学者对基础设
施 的 思 考 方 式 （ Kooy， 2014； Kooy和
Bakker，2008年；Monstadt和Schramm，20
17年；Nilsson，2016年；Scott，1998年；Si
lver，2016年）。重要的是，它也减少了人
们可以想象到的、可行的且可取的方案。

超越基础设施理想的城市研究
这种多样化和差异化的基础设施历史导致
了服务提供模式的不统一，城市地区显示
了集中规划的基础设施与由当地企业家、
基层社会运动、国际非政府组织和/或个人
发起的基础设施的共存。研究人员试图解
释所谓的“非正规”城市基础设施的日常
经验和逻辑，关注其节点范围、参与者以
及与各种形式的所谓“正规”基础设施之
间的连接和断裂。这些研究工作揭示了基
础设施是如何被多个和部分基础设施分层
的，包括不同的覆盖范围、技术、操作、
逻辑和所有权（Anand，2011年；Chattopad
hyay， 2012年 ； Graham和 McFarlane，
2014年；Silver和Marvin，2017年）。关于
南方城市基础设施的文献也呼吁人们关注
国家内外社会组织、所有权和权力关系的
新可能性。
就像在更广泛的基础设施文献中一样，
国有还是私有化问题是许多学者关注的焦
点。然而，尽管对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大
多数研究侧重于网络基础设施，但学者们
也解释了各种非网络管道之间的联系。这
类研究工作对以下现象提出了质疑：以推
论的方式将基础设施理想作为使“非正
规”基础设施正规化和国家服务私有化的
正当理由（Kooy，2014年）。并且， 这类
研究工作还表明全球北方非网络社区的出
现（Jepson和Brown，2014年）。其他人已
经表明私有化可以提供竞争和实验的机会
（Gopakumar，2014年）。
这一路的文献带有关于国家及其权威的
不确定观念；例如，Ranganathan（2014a）
表明，“水黑帮”是如何在法律之外行
动 ， 并 与 国 家 串 通 一 气 的 （ 参
见Swyngedouw，1995年）。这种边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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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形成了一个重要但令人担忧的城市流动
管道。基础设施、公民权和国家方面的研
究 形 成 了 另 一 个 关 键 的 干 预 。 Meehan
（2014年）对提华纳（Tijuana）的研究展
示了国家权力通过水基础设施的流动。尽
管类似的文献重点关注网络基础设施的扩
展，Meehan有效地将桶和蓄水池等“非正
式”基础设施视为国家控制之外的管道。
公民并不总是渴望或寻求置身于这种关系
之外；人们可能会寻求接入国家提供的服
务，作为实现城市居住合法化的一种手段
（Anand，2011年；Ranganathan，2014b）
。
规范非正规基础设施的社会过程也是学
术关注的重点。房东/贫民窟居住者已被证
明是非正规定居点升级和重新安置计划中
的关键既得利益者，他们有权力扰乱政府
举措；供水商同样反对国家提供水基础设
施（Swyngedouw，1995年）。McFarlane等
人（2014年）表明了各种不同的社会进程
如何让人们以不同方式获得卫生设施接
入。尽管现有权力关系很重要，但网络化
服务也激发了新形式的集体组织和自建系
统，这些组织和系统提供了在没有大规模
国家和市场投资的情况下、人们追求的正
式网络基础设施的各种替代方案（Schouten
和Mathenge，2010年）。因此，尽管基础
设施的社会动员被构建为获得服务的手
段，但它也可以产生更广泛相关的“参与
平台”（Ernstson等人，2014年）。
这些参与平台就是一些联盟组织，它们
最初可能无意提出集体要求（严格意义上
的政治要求），但也很可能导致基于日常
现实的要求的提出（Silver，2014年）。
这些和其他研究有益地审查了南方城市
基础设施的社会方面。尽管我们通过关注
团体和人造物来关注后殖民研究的（再）
物质化，但我们建议，这些研究仍然将基
础设施作为观察社会、政治和符号过程的
透镜。我们这里的意图不是批评这些研究
所没有顾及之处；没有一项研究能面面俱
到。相反，我们寻求揭示关键趋势，以突
出这写研究未涉及的空白之处，我们认为
通HIC思考有助于填补这些空白。

异构基础设施配置
文献提供了全球南方基础设施多样性，对
运营和政治模式的解释，以及对城市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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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做法和面临的挑战的认识方面的有用
信息。在下文中，我们展示了两个关键干
预措施。首先，我们介绍了HIC作为一个词
汇的概念，它有助于提升当代的辩论，而
无需规定理论方法。换句话说，下面的词
汇旨在补充众多南方城市学者对城市基础
设施的想象和描述。第二，我们认为这一
概念在分析上是有用的，通过HIC思考有助
于指出我们现有的城市基础设施研究方法
中的空白，特别是在考虑基础设施的重要
性和广泛多样的地理位置以及日常使用的
动态性方面，包括寻求驾驭HIC内特定人造
物的社会-物质差异的个人（尽管受到限
制）的决策和作用。
我们保留“基础设施”一词，尽管它意
味着统一性和物质连通性。虽然有些人寻
求替代词汇，例如Jaglin（2015年，借鉴
Olivier de Sardan），他建议使用“交付”
而不是“基础设施”。但我们认为，“基
础设施”一词已经被南方城市学者充分质
疑和重新定义，并有效地保留了一定程度
的易读性。我们将这项工作与强调所有技
术人造物的社会物质生产和维护的更广泛
的文献联系在一起，这些文献弥合了“社
会”和“技术”之间的“人为鸿沟”（技
术和社会的“无缝网络”），让两者[反而]
相互构成（Coutard和Rutherford，2015年）
。我们也同意一些学者的观点，他们主张
更广泛的基础设施概念，其中包括“人作
为基础设施（people as infrasturcture）”
（Simone，2004年）的概念，即人根植于
社会关系之中，并作为物质管道的一部分
（Anand，2011年；Larkin，2013年）。因
此，我们跟McFarlane和Silver（2017）一
样，认为基础设施是“在维系城市生活的
社会物质关系中联系人和事物的一种实
践”。它不仅仅是一个语境或名词，而是
一个动词：社会基础设施是通过工作和不
断变化的联系方式而形成并保持稳定的。
术语“异构”指的是基础设施结构多样
性的多个方面，旨在与现代基础设施理想
中的“统一性”进行明确的对比。它在两
个方面不同于南方基础设施文献中使用的
术语“混合”。借助科学和技术研究，这
个术语首先强调了技术的社会和自然/物质
组成部分。我们同意这一观点，但我们更
喜 欢 “ 社 会 物 质 ” 一 词 （ 见 Coutard和
Rutherford，2015），因为它更具体。在关
于基础设施的文献中，特别是全球南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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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研究文献中，“混合”一词也一直用于
强调正规/非正规二分法的模糊化（例
如，Coutard和Rutherford，2015:11；Furlon
g，2014年；Jaglin，2015年）。
尽管这两种传统中的学者都使用这个术
语来模糊二分法，但我们避免使用这个术
语 ， 因 为 它 的 词 源 是 “ 二 元 论 （ dualism） ” ， 并 且 可 能 与 STS的 使 用 相 冲
突。“异构”不仅仅能表达两种（或更
多）类型的混合，而且表明混合的类型从
一开始并不清楚。我们也避免使用“替
代 ” 一 词 （ 例 如 ， Coutard和
Rutherford，2015年），因为尽管基础设施
的规范理想无处不在，非正规性仍然是多
数情形。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将异构一词
作为一种社会物质性的姿态，一种对非正
规/正规区分（Varley，2013年），以及多
种技术人造物、用途和用户的存在的质疑
（McFarlane等人，2014年；Rheinländer等
人 ， 2 0 1 0 年 ； Tr u e l o v e ， 2 0 11 年 ） 。
如Jaglin（2014:434）所认为的，“[比]合
法性和非法性之间的重叠更重要的是，社
会技术多样性是这些城市交付渠道[即基础
设施]的一个基本特征”。异构性也与南方
理论中的“世界化”概念产生了共鸣（Roy
and
Ong，2011），这一概念是指，“本
地”出现的东西可以有许多来源，这不仅
是殖民、全球化或发展主义压力的结果，
也是本地创新的结果。
我们采用“配置（configurations）”这
个术语，因为它比更常用的“系统（system）”（见Larkin，2013）更能拆散一个
普遍的假设，即作为“子系统”的不同和
多种技术之间的有序交换。“系统”的概
念通常也要求有外部“观察者”观察、分
析和控制“系统”。我们的做法也不同于
其他使用“集合（assemblage）或“行为者
网络（actor-networks）”的人，因为它需
要一个特定的理论方向。在关于技术社会
研究的文献中，“配置”有时被用作与系
统几乎同义的词。
然而，与更广泛的使用一致的是（例
如，Geels，2002年；Summerton，1994年）
，我们采用这个术语是因为它与动词重置
（reconfigure）有着密切的联系，强调基础
设施是动态的，经历着结构、装配、维修
和维护方面的不断变化。（重新）配置的
行为可能是突变性的，但也可能是一个“

随着时间的推移，小的、渐进的适应”的
连续过程（Summerton，1994: 5）。这一
术语已被用于南方城市研究的文献中，尽
管很少被解释为术语或分析选择（例
如 Coutard和 Rutherford， 2015年 ；
Jaglin，2015年）。我们强调这一术语是为
了分析基础设施人造物，不仅将其作为个
物，也作为具有地理广度的社会物质配置
之一部分：这些配置可能涉及许多不同类
型的技术、关系、能力和操作，随之而来
的是不同的风险和权力关系。配置可以被
认为是人们日常可用的一系列潜在基础设
施选项，这一点将我们从关注由外部开发的
系统转向关注情境中的用户。它们随着时间
推移而变化；由于各种原因（功能性、财
务、社会关系），有些可能在特定的任意时
刻不可用。这里的关键不是界定一个配置的
边界（当然是流动的），而是研究彼此相
关、且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不同人造物。

HIC的分析效用
在这里，利用乌干达坎帕拉风险和权力的
例证，我们指出从HIC思考会带来的关键问
题。我们用废物的例子来展示不同人造物
和过程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考虑“冗
余”重新分配和降低风险的方式。
我们用卫生设施的例子表明不同人造物
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相关的社会关系是如
何促成和限制使用、干预和更广泛的进步
政治的可能性的。

通过HIC分析的风险
基础设施的异构性在文献中被描述为由于
多 种 原 因 而 存 在 。 例 如 ， Coutard和
Rutherford（2015: 13）在他们编辑的书中
总结了如下关键论点：“产能过剩、重复
和竞争”在这种情况下被容忍，而这又是
通过一些论述来宣传服务流和这些流动的
使用的差异化管理（例如，饮用水和非饮
用水）的环境效益、公用事业和用户的经
济效益、尊重基础设施遗产、和取水/用水
的嵌入式方法。我们在这里主张对植根于
日常现实的另一个原因进行学术研究，即
异构性对不确定性条件的不同反应方式。
集中式基础设施的发展显示了内部和外
部的紧密相互依赖。这种强耦合系统（H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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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s，1983年；Kaijser，1999年，2003年）
极易受到干扰，因为如果系统的一部分发
生故障，整个系统的性能都会受到影响。
相比之下，从HIC思考会让人们关注不同组
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表面的产能
过剩或冗余对风险的影响。我们没有把多
种 途 径 视 为 “ 相 互 竞 争 ” （ Coutard和
Rutherford，2015），而是问这种基础设施
在什么条件下可以降低风险。
在Namuwongo和Bwaise等非正规住区，
受现代主义启发的大型基础设施网络给居
民带来了高风险。即使服务已经提前付
费，但消费者最终也可能不得不面对服务
无法使用的情况（Heymans等人，2014年）
。
坎帕拉某些街区的居民，根据阶级、建
筑年份和与主要交通路线的距离，可能可
以获得政府提供的服务，但这并不排除这
些家庭使用垃圾拣拾者的服务：年轻的垃
圾拣拾者有时被雇来从山坡上的Muyenga富
裕家庭收集垃圾，将其带到地势较低的
Namuwongo街区（Silver，实地记录，2015
年3月12日）。在北方，废物很可能堆积如
山，直到国家服务部门来收集，但在坎帕
拉，尽管存在时空摩擦，固体废物处理服
务的多样化结构似乎能实现废物的持续流
动。
在Namuwongo，大多数居民很难取得国
家提供的、普遍的、单一形式的废物处理
服务。取而代之的是，无数的创新和实验
都在寻求从废物中获取价值，或至少将废
物堆积的危害降至最低（Silver，实地记
录，2015年3月12日）。一个由非政府组织
建立的煤块项目，利用有机家庭垃圾（如
烹饪留下的干果皮）和剩余木炭粉，将这
些物质转化为低成本能源，帮助能源贫乏
的家庭，同时创造收入机会。从事废物分
类和转售的微型企业已经出现；私营公司
有兴趣扩大其中一些企业的规模。拾荒者
试图在垃圾中找到一些价值，孩子们通过
点燃和管理小火堆来帮助减少废物。少年
和儿童清扫附近的湿地和街区，寻找塑料
和金属，然后收集到鼓鼓囊囊的大袋子
里，带到等着他们的经销商那里，经销商
他们从中获取更多的价值（Silver，实地记
录，2015年3月12日）。
这样的故事在更广泛的关于全球南方废
物的文献中大量存在，然而，从HIC思考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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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指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即这些选择是
否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更善于应对稀缺的情
况。
例如，当城市垃圾收集者不收集垃圾
时，HIC的行为者的反应通常会跳出这种国
家与公民的关系，依赖现有配置的其他部
分。我们认为，HIC有更多的冗余（不是通
过设计，而是在历史中形成的），这导致
当发生故障是，有可能使用替代选项。当
单个拾荒者没有出现在垃圾填埋场时（无
论是因为他们请了一天假、生病、交通不
正常，还是受到垃圾填埋场官员的威胁）
，垃圾收集依然会以某种形式完
成。3Namuwongo的煤饼计划依赖于非政府
组织的短期融资，这种融资可能几年后就
会消失；在这种情况下，转移有机废物形
成煤饼的家庭可能会停止这样做。用户可
以购买另外的燃料源一段时间，直到煤饼
再次可用时改回用煤饼。未被转移的可回
收物可作为未来资本保存，以不同形式或
为不同目的进行交易，或简单地整合到其
他废物流中。简而言之，当出现问题时，
废物不必要堆积（很长时间）。
我们的论点不是说，这样的系统没有摩
擦和张力，或者这个过程是无缝的。相
反，我们建议通过HIC的思考推动我们超越
对任何特定的创新或干预的分析，看到这
些不同努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
相互补充和冲突。它提醒我们注意思考在
不确定条件下，互补性和流动性如何降低
风险。当然需要做更多的研究工作来理解
参与这种配置的用户的各种风险、冗余和
策略。

通过HIC思考带来的能力
集中基础设施，就像现代城市建筑一样，
成为连接公民和国家，扩大国家权力的一
个关键途径。这一过程通常不仅伴随着基
础设施标准化和同质性水平的提高，还伴
随着Scott（1998）所称谓的“国家简化”
；也就是强加一笼统或鸟瞰般的视角，用
它来为局部和特定问题构造问题定义和相
应的总括解决方案。通过实施通用标准，
国家或市政公用事业部门已经确定了管道
的规格、水压和成本、家用电器的类型、
兼 容 的 电 话 类 型 等 （ Blomkvist和
Nilsson，2017年）。随着国家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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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洪等。
公民将一些资源和权力交给一个集中的政
府。界定谁应该“进入”和“退出”公共
服务系统是一个政治和经济权力的问题，
集中的政府有时利用基础设施扩展作为确
保合法性和获得特定群体政治支持的手段
（ Kooy和 Bakker， 2008年 ； Nilsson和
Nyanchaga，2008年）。如上所述，这也是
独立后政府的（最终失败的）策略之一
（Nilsson，2016年）。
在坎帕拉的许多非正规住区，卫生设施
包括过多的所有权、使用者、技术人造
物、用途和临时性。坎帕拉各种基础设施
配置没有集中的权力机构，这意味着它们
在很大程度上以情景化和分散化的权力关
系为特征，而北方非政府组织的存在可能
会将这些地方权力关系和配置嵌入更大的
全球舞台上。近代历史上的“飞行厕所”
（用塑料袋排便然后扔掉）已经逐渐被取
代了，这得益于非政府组织、企业家、教
会和街区努力寻找服务提供的新途径
（Brown，2015年）。
例如，在Namuwongo，非政府组织"伸出
援助之手"建造了一个厕所，配有服务设
施，向成年人收取数百先令，儿童则可免
费使用（Silver，实地记录，2015年3月12
日）。铁路沿线的一个福音派教堂建成
后，在附近开放了一些设施供其会众自由
使用。人口最稠密的索韦托（Soweto）街
区的居民建造了一个用波纹铁包裹的坑式
厕所，供周围的许多家庭免费使用，但需
要集体维护。一个年轻的企业家从两个用
贷款建造的厕所开起步，然后扩大到四
个，为附近的企业提供卫生设施，用他的
收入来平衡支出。支出包括从出粪的费用
（每次60,000先令）。鉴于顾客每次只付
200先令，这是一笔相当大的成本。在整个
城市，布瓦西（Bwaise）街区是一个有公共
厕所的街区，在这里建造公共厕所是为了
改善卫生条件，而不仅仅依靠国家作为服
务提供者（Silver，实地记录，2015年3月12
日）。
每一种不同的所有权策略都有一种不同
的社会权力关系嵌入其中。例如，教会提
供的服务不仅让参与者与该非政府组织建
立关系，而且可能隐含或明确地伴随着一
系列道德行为和对教会可能的财政支持的
期待。不遵守服务提供者相关教义的使用
者有什么后果呢？那些贡献没有达到预期

的人呢？企业家精神也根植于社会关系
中。使用者可以用其他方式付费，包括服
务或“实物”；不同延伸程度的家庭成员
可能被豁免付费；某些受信任的使用者可
能得以赊账。卫生服务深深地潜入了社会
关系中，这一点在相关的营利性和非营利
性行动中得到了更广泛的证实。
虽然这种社会关系通常作为单个人造物
和干预措施被研究，但我们的具体干预措
施是主张将这些不同的卫生人造物和举措
作为基础设施配置的一部分进行思考。这
意味着要对具体的人造物和举措进行研
究，同时也要研究它们与其他当地可用选
项的关系。例如，在非政府组织厕所附近
运营私人付费厕所如何影响付费意愿和参
与宗教团体的意愿？有哪些社会规范适用
于排便开放空间的使用，这些规范与其他
人造物和干预措施有何关联？现有的既得
利益阶层如何影响实验、实现服务选择多
样化和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的意愿？这些权
力关系在多大程度上支持或限制了可以支
持“激进渐进主义”和“循环赋权”过程的
参与生成平台，从而将权力关系从个人层面
转变为城市层面（Pieterse，2008年）？简
而言之，现有的基础设施权力关系形成了可
能性的条件：这种关系能够促成或抑制新的
机会，并为新的社会关系提供焦点。
卫生基础设施所有权策略的多样性和相
关社会关系仅在这些例子中有所暗示。我
们的观点是，作为一个分析视角，HIC让这
一新基础设施的部署所涉及的社会空间安
排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其中包括提供土地的
房东、社区储蓄计划、非政府组织的技术支
持、国际知名的贫民窟居民联合会（Slum
Dwellers Federation）的分支机构和市政当
局许可之间的社会、文化和权力关系。
随着人们对贫民窟居民和其他城市社会
利益阶层在城市建设中的作用的关注，HIC
展现了更广泛的政治可能性。在更广泛的
范围内，这些HIC可以培育更广泛的城市经
济，为本地化设计的出现、转化或输出到
其他地方提供经验，激发潜在的变革性和
更可持续的区域城市未来。

结论
所有这些对我们在简介中的复合虚拟人物
阿玛卡而言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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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考虑厕所的存在与否，还要将其视为作
为关系网一部分的、动态和与权力相关的
社会物质人造物。通过HIC思考意味着不仅
仅考虑她家离一个厕所的距离。相反，它
意味着识别人、其移动和连接性，以及不
安全的情况。这意味着承认有时候阿玛卡
会没有厕所，但是“有厕所”和“没有厕
所”不是一个二分的过程，而是一个多侧
面的、受约束的决策过程。这意味着要认
识到，厕所属于动态的权力网络，这个网
络不仅决定了使用许可或使用成本，还决
定了干预的可能性；有一些社会规范决定
了厕所的可用性，但可用性总是与存在的
其他选择相关联。因此，透过HIC思考，就
是要从居民（例如阿玛卡）的角度来思考
基础设施，她通常能代表大多数人的城市
生活经验；同时也要把阿玛卡这样的居民
视为动态社会物质配置的一部分。
我们通过HIC概念思考的意图不是将非正
规住区的现状浪漫化。相反，无论是处于
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的原因，我们都将分析
建立在概念和性能方面的学术成果之上，
这些学术成果主张从已经在运行的异构基
础设施配置着手。我们的意图是呼吁对特
定社会技术人造物起作用条件、对谁起作
用、以及基础设施“起作用”的含义进行
实证研究。这可能需要比那些主导当前文
献状态的研究更广大、更协调一致的研
究，因为需要对多种共存的社会技术对象
和过程进行详细的考察，提出方法论和可
能性方面的重要问题以供比较研究。
我们认为通过HIC思考，就能更清晰地分
析基础设施人造物，不仅将其作为个物，
也作为具有地理广度的社会技术配置之一
部分：这些配置可能涉及许多不同类型的
技术、关系、能力和操作，随之而来的是
不同的风险和权力关系。通过HIC思考推动
我们超越对任何特定的创新或干预的分
析，看到这些不同努力之间的关系，以及
它们之间的相互补充和冲突。通过高收入
阶层的思考推动我们超越分析任何特定的
创新或干预，看到这些不同努力之间的关
系，以及它们相互补充和冲突的方式。通
过HIC思考前沿的权衡问题：决定做什么仍
然需要价值判断。例如，这样的理解可以
帮助我们看到，一些系统促进更局部化的
控制（一些人可能会认为这是好的，另一
些人则觉得有问题），一些系统更容易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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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生态敏感性，一些系统具有冗余，从而
能减少中断的影响。 重要的是，异构基础
设施配置的概念不是为了提供新的基础设
施理想。相反，它提供了一个框架，通过
这个框架可以做出更加明智、困难、充满
政治色彩的选择。
资助
从Vetenskapsrådet 2015-03543获得资助，用于名
为HICCUP的项目，即乌干达城市异构基础设施
项目：关于南方基础设施的思考。

注解
1.
2.

3.

实地研究生培训、实地考察和研讨会的结
合，下文称为“Silver，实地记录”。
这可能被视为放弃国家和富人提供或补贴
基础设施的责任；但我们认为，通过HIC思
考，可以思考如何支持各种基础设施配置，
这些配置能够应对不同层面和不同行为者（
包括但不限于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压力。
我们在这里的意图不是评论不安全的原因（
罢工、休假等等），而是把它们作为一个核
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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