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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技 与 社 会 ， 三 十 年 以 后 的 人 类

摘要
“未来三十年的人类社会”研讨会由北京大学博古睿研
究中心主办，于 2021 年 7 月邀请来自人工智能、生
物科技研究领域的科学家、对未来有思考的哲学家、
国际关系研究专家、科幻作家和艺术家等，共同展望
三十年之后，各自研究领域发展的状态；以及在他们
眼中，技术的发展将怎样塑造未来社会。

本篇报告基于该研讨会的内容完成，并尝试为未来构
建设立三个基本情景，为我们想象未来科技社会提供
基础共识与思想性预设。在本报告中，人工智能学者
提出了对 AI 技术发展的现状与未来的不同判断，争论
涵盖意识与心智是否能涌现，到强人工智能时代是否
会在三十年内到来。生物科技研究者对基因编辑技术
提出了伦理拷问，也对什么是“生命”、什么是“活”这样
最基本的关键问题作出了原创性的阐释。哲学研究者
融贯认知科学、神经科学，对人工智能是否存在逻辑
极限、心智究竟是否可计算作出了探讨，也对深度科
技化时代值得深思的伦理挑战诸如数据凝视、基因增
强等话题展开了洞彻思辨。国际关系专家在展望未来
时纳入了对当代国家建构的思考。科幻作者与艺术家
们则为形而上的哲学构想、硬科技的推演提供了具象、
可感的想象空间，将我们对未来的期待与忧惧鲜明地
呈现出来。

三十年只是我们开启这场关键讨论的起点。生命已在
地球繁衍 30 多亿年，人类也早已有数十万年的演化历
史，如何在更广阔的时空构想里追溯历史、展望未来
是我们的希冀。我们期待在未来进一步深化讨论内容，
在跨学科、跨地域、跨文明的视域里加强我们对人、
对技术、对生命、对存在的感知与理解，更好地应对
这样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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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及研究方法
背景

博古睿研究院主张，充分利用东西方多元的思想资源，探索能够回应前沿科技挑战、具有跨学科启
发性、沟通过去与未来的思想议题。我们希望结合各学科的思想资源，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变革中
的人类世代及其未来。此前，博古睿研究院与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共同举办了人工智能伦理与隐私和
社会凝聚力的论坛，其中涉及了对近未来境况的“场景构建”，很富有启发。我们希望结合类似的方
法畅想更广谱的人类科技未来，并对可能的风险与机遇作出批判性回应。

意义

• 展开尝试，对未来三十年科技的可能影响做出预测；
• 聚集各领域工作者，互相启发并构建一个面对科技未来的思想共识；
• 激发更多更深入的讨论，为技术的进步提供可能的底层价值观基础。

方法

• 闭门会议式对谈，各学科工作者畅所欲言、互相对话 ;
• 哲学工作者、科技学者、国际关系研究专家、文艺工作者（科幻作家、现代艺术家）分别领导讨

论，预留充足的时间交流观点，并对未来作出场景假设。

主要参与者（以姓氏拼音排序）

• 白书农，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 宝树，科幻作家，译者
• 陈小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机器人实验室主任
• 段伟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 黄铁军，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副院长
• 刘晓力，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 陆扬，独立艺术家
• 夏笳，科幻作家，西安交通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 查道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 张祥龙，北京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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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技 与 社 会 ， 三 十 年 以 后 的 人 类

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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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科技的变化与未来的挑战

科技的未来正在深刻的改变着世界，催生着新气候的出现，左右着世界的发展方
向。但如何在技术的变化中追求一种不变，在我们无可控的进步浪潮里追求一种
更为审慎的追问，是任何一个关切人类世代未来的思想者必须面对的命题。

法国技术哲学家埃吕尔曾强调技术作为一种无远弗届的力量形成了决定性的技术
秩序。这种秩序的发展导致了人类世的出现，引发了人所创造的技术力量远大于
其对技术的控制力这一文明的悖论。从人工智能的不断突破到基因编辑的广泛运
用，从社会形态的技术侵入到大国冲突的技术争夺，科技形塑着我们所见范围内
的每一变化，也带来了复杂和难以定夺的善与恶、乐观与忧惧。

在这样的挑战面前，没有一种知识能构筑守护之盾，也没有一种论断能打造意义
之网。科技阴影下的人类未来仍取决于今天各领域内的行动者——科技缔造者、
哲学家、作家、艺术家等等直面挑战的智慧与勇气，在于我们是否敢于去想象，
敢于以跨学科、跨文明的协作为未来谋篇布局。

本次“未来三十年的人类社会”研讨会便是这样一种尝试。我们希望尽可能地聚合
每一种富有洞见的声音，在一个日益分裂与动荡的世界里重新找寻一种对未来谨
慎的确定感，形成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共识，为走向一个可控、可感、可欲的未
来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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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从历史这面镜子中我们能看到什么？

在对未来 30 年进行预测之前，我们需要先回溯历
史，了解人类社会过去在 30 年尺度上是如何演化
的，尤其是有哪些关键政治、科技与思想事件，它
们如何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从历史这面镜
子里，我们期待能看到一些大视野里相似的、贯通
的影响力逻辑。

90 年前（1931）的人类社会：世界正处在大萧条
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中日战争已然打响，
中国国内的建国与割据进程正在反复变奏。斯大林
的集体农庄粉墨登场，社会主义被寄予厚望。经济
危机正在加速着希特勒上台，世界局部区域的纷争
不断。技术上，军备竞赛的逻辑已然成真，无线电
与雷达、遗传学、植物生理学、玉米杂种优势利用
等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60 年前（1961）的人类社会：冷战与美苏争霸是
世界的主旋律。中国国内正面临经济危机，国际面
临中苏交恶。对于两大势力而言，肯尼迪刚刚主政
美国，民权运动兴起；苏联正在经历国内的经济解
冻和下一步改革。柏林墙的修建给东西方的对峙推
波助澜，欧洲的分裂与民族独立趋势也日渐急促。
技术上，让人类历史上离毁灭最接近的古巴导弹危
机即将现身，太空竞赛、分子生物学、绿色革命的
浪潮重塑着人类对宇宙和自身的理解。

30 年前（1991）的人类社会：冷战格局坍塌，世
界即将进入短暂的总体和平与“一超多强”的格局。
中国国内的改革面临阻力，开放面临危机，亟待重
新思虑苏联解体后的发展模式问题。美国即将走出
经济衰退，“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伴随冷战
结束开始流行。欧洲地区正走向联合，巴以、两伊
地区漫长的争斗与局部混乱映入眼帘。技术上，互
联网正蓄势待发，成为改变世界的重要力量。空间
站、基因克隆、转基因作物应用等技术新进展初具
影响力。

当下（2021）的人类社会：以全球化为核心特征
的总体稳定的世界格局正在面临危机，中美对峙与
新冠疫情。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在过去 30 年的积累，
其带来的对世界格局的重塑正广泛演变为一场意识
形态、发展路线与国际话语权的争夺对峙。美国与
欧洲各国的身份政治、选举制度下的民粹危机日益
严峻，气候变化、新冠疫情可能引起更具规模的安
全不稳定性。技术上，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各种
基因组测序、各种农艺性状的基因克隆也已参与到
改变世界的进程中。

三十年后（2051）的人类社会？我们在此刻无法
给出一段回顾性的描述。但确定的是，前几个 30
年的演变说明了剧变往往离人类并不遥远，每 30
年的境况都可能发生大的回转与波动，我们并不总
是走在“螺旋式上升”的进程里。进入二十一世纪，
科技对人类未来的影响力逐渐增强，互联网、大数
据与其他信息智能科技很可能在未来成为主导世界
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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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人类社会演变的驱动力是什么？

在考虑人类社会的演变时，哪些关键的驱动力值得关注？

一个可能的答案是人类的认知能力——将人类社会与其他生命存在形式区别开来的重要素质。

来自北京大学的白书农教授指出，人类的认知能力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实体层面的器物工具，经历了石器时代、
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一种则是虚拟层面的观念工具，大致可以看作是经历了以经验为工具、追求认知实用性的传说
时代，以逻辑为工具、追求认知合理性的哲学时代，以及以实验为工具、追求合理认知客观性的科学时代。

器物工具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替代性，而观念工具的不同追求存在互补性。认知能力发展在这两个层面上的不平衡，
是人类社会的演变难以作出预测的根本原因。

白书农教授眼中人类的历史进程

器物工具
石器（>1 万年）
青铜（>6000 年）
铁器（>4000 年）
工业革命（>200 年）衍生的行为主体的异化—大多数人

行为由机器决定

信息革命（<100 年）衍生的行为主体的异化—大多数人

思维被程序控制

观念工具
实用性：前轴心时代（3000 年前）
合理性：轴心时代（2800-2600 年前之后）
客观性：科学时代（伽利略，16 世纪 AD 之后）

传说时代
形式：先验 / 经验
以经验为工具
追求认知实用性

哲学时代
形式：外 - 内 - 外
以逻辑为工具
追求认知合理性

科学时代
形式：片 - 拼 - 用
以实验为工具
追求经验领域合理认知的客观性

身体机能延伸 vs 身体机能外化
外化 vs 异化

个体行为主体性的渡让 / 销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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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值得关注的视角是时间尺度——我们究竟应当观察、
追踪、分析多长时间内的变化？

生命在地球上已存在 38 亿年之久，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不
停息地变化，在变化中延续、演进。而对于人类而言，这
个时间表已然缩短几个数量级：约 700 万年前出现乍得
沙赫人，约 600 万年前出现原初人，约 580 万年前出现
地猿，约 420 万年前出现南方古猿，约 250 万年前出现
能人，约 180 万年前演化出直立人，约 20 万年前出现智人，
也就是我们现代人类的始祖。

如果是文明呢？关于上帝、孔子和佛陀的记述诞生的轴心
时代不过两千五百年之久。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文明基石，
放在整个生命系统的变化逻辑里是微不足道的。

更具体的说，人类的器物工具（石器、青铜器、铁器、工
业革命、信息革命）变化的时间尺度是 101-2 年，观念工
具（前轴心时代、轴心时代、科学时代）变化的时间尺度
是 102-3 年，而生命系统变化的时间尺度是 105-6 年。在白
书农教授看来，如果我们希望真正理解人类、理解生命、
理解我们与这个生命世界的关系，一种思想共识的时空尺
度还需被大大拓展。

本次研讨会便希望能兼顾认知的两个核心，器物（技术）
与观念（哲学底层思想）的要素对未来作出合理构想。我
们尝试将预测的时间线定在 30 年，对近未来进行切实的
分析和准备；将脑海中的分析思路拓宽到上万年，在大历
史、大思想的启发下让思绪逸兴遄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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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面临一个加速变革的时代：新兴科技正在
再造人类未来，技术想象的兑现与超越正日益平
常，奇点及其将开启的赛博时代连同着诱惑与威
胁，正逐步迫近我们所处的时空。智能技术、生
命科学技术，及促使科技创新发生的制度体系，
是变革背后重要的驱动力。未来三十年，通用人
工智能会到来吗？基因编辑技术是否会催生超级
人类？利润或野心，什么将是驱动科技创新的原
动力？

未来三十年的
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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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

1956 年夏，麦卡锡、明斯基等科学家在
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开会研讨“如何用机器
模拟人的智能”，首次提出“人工智能”这
一概念，标志着人工智能学科的诞生。
60 余年后的今天，伴随大数据、云计算、
互联网、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泛
在感知数据和图形处理器等计算平台正
推动以深度神经网络为代表的 AI 技术飞
速发展，诸如图像分类、语音识别、知
识问答、人机对弈、无人驾驶等 AI 应用
已经远超“图灵测试”的规制，深度参与了
我们的日常生活。这让我们不禁沉思，
AI 技术的发展真的永无止境吗？机器的
专用技能不断增强，那么 Ta 们是否会拥
有意识或心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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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强力法、训练法与封闭性挑战

在陈小平教授眼中，AI 经过三次浪潮取得了大量进展，各种技术路线层出不穷，受到研究者
较多关注的有两大类技术：强力法和训练法。

人工智能历次浪潮概览

Waves of Artifical Intelligence: Overview 陈小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9AI科学前沿大会，北京理工大学，2019年4月12日

1940 1950 1960

1950-60
第一次浪潮
通用问题求解

1970-80
第二次浪潮
专家系统

1997
DeepBlue
获胜

2012
AlexNet
获胜

2017
AlphaGoZero

1986
反向传播
算法发表

2006
深度学习
技术体系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2020

第
四
次
浪
潮
开
始

强力法
大型知识基础工程

知识系统

训练法
深度学习及实验研究

学习方法

强力法主要包含推理法和搜索法两种主要类型，推理法是在知识库上进行推理，搜索法是在
状态空间中进行搜索。这种方法的核心是依据问题的精确模型建立知识表示 / 搜索空间；压
缩知识表示 / 搜索空间以满足可计算性；在压缩空间中通过“推理法”或“搜索法”，穷举问题
的可能解，找出其中的最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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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法要求首先收集一组原始数据，并对其中的每一条数据都进行人工标准，做成训练数据
集。然后用训练数据集训练一个人工神经元网络，用训练好的网络回答问题。训练法的基本
原理是：建立问题的元模型；参照元模型，收集训练数据并进行人工标注，选择一种合适的
人工神经网络结构和学习算法；依数据拟合原理，用标注数据训练元模型中参数值（人工神
经元网络连接权重），得到问题的一个具体模型。

陈小平教授在仔细研究了“战无不胜”的围棋 AI AlphaGo Zero 之后发现，这项应用实际上
采用了四项 AI 技术。其中两项是强力法技术——简化的决策论规划模型和蒙特卡洛树搜索；
另外两项是训练法技术——残差网络和强化学习。AlphaGo Zero 是强力法和训练法相结合
的胜利，也代表了目前 AI 最主流的两大类技术应用所生成的结果，并没有太多“惊奇”或“超越”。

一个知识库的例子

一个人工神经网络示意图

 一些问答的例子

就餐知识的逻辑表达 含义

∀x∀y(dish (x)→ food (y)→ hold (x,y) 餐具可以盛食物

food (rice) 米饭是食物

food (soup) 汤是食物

dish (bowl) 碗是餐具

问题 问题的含义 回答

hold (bowl, rice)? 碗能盛米饭？ yes

hold (bowl, soup)? 碗能盛汤？ yes

hold (bowl, x)? 碗能盛什么？ rice, soup, ……

…… …… ……

x 0 y 0 

x 1 y 1 

x n y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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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强力法和训练法都取得了巨大进展，但它们在实际应用中却面临共同的难题，那就是“脆
弱性”：当智能系统的输入不在知识库或训练好的人工神经网络的有效范围内，系统将产生
错误的输出。就此，陈小平教授提出了“封闭性”的判别标准：如果一个实际问题不具有封闭
性或不可封闭化，那么在原理上就无法用现有人工智能技术解决；如果一个实际问题具有封
闭性或可以封闭化，同时，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工智能系统具有失误非致命性和基础条件成熟
性，那么在原理上用现有人工智能技术就可以解决。

可以说，“封闭性”即是目前人工智能技术的能力边界，由它可判别哪些实际问题是现有人工
智能技术可以成功应用的，哪些是不能成功应用的。在陈小平看来，可封闭化的 AI 应用场
景包括制造业、智慧农业、物流业、部分服务业、L4 级别的自动驾驶，而类似 L5 级别的自
动驾驶、养老护工、全能的私人助理等则可能因为不具备“封闭性”而在短期内无法实现。

近年来，人们对技术失控、AI 统治人类的风险的忧惧犹存。陈小平教授认为，现有人工智能
技术只对封闭性问题有效，而现实中的大部分问题是非封闭的，人类比现有人工智能技术更
擅长应对这些问题，所以现有人工智能技术不可能统治人类，将来是否可能还尚不明晰。考
虑到这样的技术背景，人工智能伦理在当下更应关注技术的非正当使用，如用户隐私、数据
安全、算法公平。

AI 封闭性准则：强力法、训练法的有效条件

对应用场景的要求 实例：AlphaGo Zero

强
力
法

用确定的一组变元，完全描述应用场景 变元的确定合集：362 个落子

变元服从领域定律并可用 AI 模型表达 落子胜率估计 + 深层残差模型

AI 模型的预测与应用场景足够接近 实战全胜

训
练
法

存在完整、确定的设计和评价准则 战胜所有对手

存在足够好的代表性数据集 2900 万局自博数据及自动标注

神经网络经过训练符合评价准则 实战全胜

陈小平，《智能系统学报》2020 年第 1 期 / CAAI Trans. Intelligent Systems, 15(1): 114-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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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人工智能的极限与落地

封闭性与非封闭性的准则似乎给 AI 的发展假想了一个上限，突破这个上限将带来真正的技
术飞跃。不过，这种飞跃是必然会发生的吗？ AI 与真正成为一个“人工道德主体（artificial 
moral agents）”之间还有哪些距离？

刘晓力教授在分享中提到，尽管 1965 年人工智能的领袖人物西蒙就曾预言，“20 年内，机
器将能做人所能做的一切。”1977 年明斯基也曾预言，“在一代人之内，创造人工智能的问
题将基本解决。”但是，几十年里，虽然技术路径几经变迁，但人工智能领域至今没有出现
真正的革命性突破，而不时地陷入不曾预想到的各种困难。刘晓力认为，关键之点仍是人的
智能和计算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人类认知的本质究竟是否是可计算的问题（认知可计算主
义之问）。

半个世纪以来，人工智能在理论研究和实践过程中，大致经历了三大研究纲领的变迁：

(1) 符号主义：

a. 主张自上向下，由人将智能形式化为符号、知识、规则和算法，认为符号是智能的
基本元素，智能是符号的表征和运算过程。

b. 符号主义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智能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类抽象出的符号是身体
对物理世界的感知、人能够通过符号进行交流是因为人类拥有类似的身体。计算机
只处理符号，就不可能有类人感知和类人智能，人类可意会而不能言传的“潜智能”，
不必或不能形式化为符号，更是计算机不能触及的。

(2) 连接主义：

a. 采取自底向上的路线，强调智能活动是由大量简单单元通过复杂连接后并行运行的
结果，基本思想是：既然生物智能是由神经网络产生的，那就通过人工方式构造神
经网络，再训练人工神经网络产生智能。

b. 连接主义的困难在于，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样的网络能够产生预期智能，因此大量探
索归于失败。20 世纪 80 年代神经网络曾经兴盛一时，掀起本轮人工智能浪潮的深
度神经网络只是少见的成功个案，不过这也是技术探索的常态。

(3) 行为主义：

a. 认为智能行为是以“感知 - 行动”的反应模式为基础，智能水平可以而且需要在真实
世界的复杂境域中进行学习训练，在与周围环境的信息交互作用与适应过程中不断
进化和体现。

b. 生物智能是自然进化的产物，生物通过与环境以及其他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发展出
越来越强的智能，人工智能也可以沿这个途径发展。不过，行为主义遇到的困难和
连接主义类似，那就是什么样的智能主体才是“可塑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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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研究流派都面临挑战的一个可能原因是，人工智能
的逻辑元问题还远没有被解答清楚。

目前人工智能技术主要依赖于图灵机加上冯·诺依曼机体
系设计，本质上都囊括在图灵可计算的概念之中。而刘
教授的基本立场是，人类的认知是不可计算的。人类的
心灵、大脑和计算机之间存在着“本质差别”，大脑的功
能也许可以说是一台计算机，但更深层的以意向性为核
心的心智活动决不是计算机的算法可穷尽的。这也是部
分人认为哥德尔不完备定理给人工智能设定的逻辑上限。

可以说，目前我们对人脑真正的运作机制知之甚少。我
们只知道人在处理某些任务时，某些特定脑区的神经元
活动。把大脑所有的活动都称作计算，是把“计算”的概
念使用泛化了，图灵可计算的概念是不可能把所有的人
脑的工作基础、智能机制、思维机制、甚至包括情感，
意识和无意识的机制完全表达出来的。

进一步的，尽管 AI 在大规模计算、图像识别、语音识
别和工业机器人等专项智能增强的某些方面成就斐然，
但 AI 还未摆脱无心的机器、无情感的机器与无推理能

力的机器的命运。机器没有意识和意识体验，没有与外
部世界互动的自主性，还不是一个情感落地、能辨善恶
的道德主体。

目前机器不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自主体，不会为自己设
定行动的目的。因此人类需要使机器自下而上学习人类
的目标、了解人类（带有各种不确定性）的目标和偏好，
并以最佳条件采取行动以达到人类目标。我们要造一种“谦
卑的机器”，人类应该给机器设定障碍：在机器不理解自
己的前提下，搜索和目标设置须植入不确定性，保证机
器可以关机；而在人机互动方面，要谨慎防止机器模仿人，
因为模仿可能会使机器最终实现自主和自我理解。

思想来源 基本思路 成功案例 困境 失败案例 近期进展

符
号
主
义

计算科学
认知科学

智能形式化为规
则、知识、算法

（自顶向下）
机器定理证明

常识难以穷尽
意会不可言传

第一次低估
CYC 工程

深度学习
类脑

强化学习

连
接
主
义

神经科学
构造人工神经网络

产生智能
（自底向上）

反向传播算法
什么样的网络产生

预期功能？
失败是常态
第二次低谷

行
为
主
义

进化论
控制论

智能来自智能主体
与环境的互动
（由外而内）

波士顿
动力

什么样的
智能主体？

失败是常态

“人工智能三十年展望”，黄铁军（北京大学），“未来三十年的人类社会”研讨会，2021 年 7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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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可能突破

在对一种科幻电影般的 AI 实现的可能性悲观之余，也有一些人工智能学者，如北京大学人
工智能研究院的黄铁军教授，认为不久的将来会出现具有自我意识的、能够超越人类的人工
智能，即“强人工智能”。

专用人工智能
也称弱人工智能，是指完成特定智能任务或解决特定智能问题的人工智能。至
今为止出现的人工智能都是弱人工智能。

自主人工智能
能够自适应地应对外界环境挑战的人工智能。自主人工智能可以类似动物智能， 
称为 ( 特定 ) 动物水平的自主人工智能，也可以与动物智能无关，称为非生物自
主人工智能。

通用人工智能
在人类智能所有方面都达到人类水平，能够自适应地应对外界环境挑战，完成
人类能完成的所有任务的人工智能。亦称人类水平的人工智能 (Human Level 
AI)。

超人智能
在人类智能所有方面都已经超越人类的通用人工智能。

强人工智能
通用人工智能和超级智能统称为强人工智能。

“强人工智能”不是建立在计算机基础上，而是基于逼近生物神经网络的“电子大脑”。电子大
脑的神经网络结构与生物相同，光电神经元和突触的功能也和生物相同，加以刺激训练，在
生物神经网络上能够涌现出的智能，很有希望也在机器上涌现。

“人工智能三十年展望”，黄铁军（北京大学），“未来三十年的人类社会”研讨会，2021 年 7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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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教授看来，生物大脑、人类大脑、现在的计算机、未来的超级大脑，说到底都是处理信息的智能体。
人脑是智能进化史的重要一环，“超级大脑”也是，只是信息处理能力有所差异。我们相信“超级智能”时代
不久将会来临，主要基于如下四个层次的技术理由 :

(1). 对大脑结构的精确模拟 : 人类大脑作为生物自然进化的高级产物，本身并不神秘，如果能在神经元、
突触、神经回路和运行机理层次都逼近人脑，没有绝对理由拒绝这样的“模拟大脑”也能具备人脑的
智能功能，至涌现出自主意识。

(2). 机器学习提供的训练环境 : 人脑后天经验和知识的习得，既来自人类知识的书面传承，也包括随时
进行的与环境的互动。近年来深度学习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从一个角度证明“学习”并不神秘。精确
模拟人脑的“人造大脑”，同样可以汲取人类既有知识，也可以接受视觉、听觉以及其他类型的信息
刺激，实现经验和能力的增长。目前，“模拟大脑 ”已经可以从日益增长的大数据中获取丰富的知识。

(3). 对生物限制的性能超越 : 光电技术实现的神经元和突触等物理器件，可以对生物神经对应物快百万
倍，密度也可以高出生物大脑多个数量级，因此人造大脑在性能上超越人脑没有任何悬念。

(4). 跨越时间与代际的进化永生 : 人类存在寿命限制，超级大脑却可以无眠甚至“永生”，能够进化。超
级大脑之间也可以通过高速信息交换进行协作，进一步提升智能的漫化与运算效率。

在黄教授眼里，人类智
能是地球环境培育出的
最美丽的花朵，我们在
为自己骄傲的同时，也
要警惕人类中心主义。
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
人类智能也没有类似的
独特地位，把人类智能
视 为 人 工 智 能 的 造 物
主，曾经禁锢了人工智
能的发展。沉迷于寻求
通用智能理论，将是阻
碍人工智能发展的最大
障碍。

人工智能展望：10 年（技术）

深度学习

信息模型

强化学习

自主模型

大脑解析

生命模型

大数据

大算力

后天知识 真实环境
先天结构

新一代人工智能

大脑模拟 物理模型

+

+

↓

+

+

↓

+

+

+ +

↓

破除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和对通用智能理论的迷思，构建更好的人工神经网络（包括逼近生物神经网络），
不断提高强化学习环境模型的精度和广度，把“智能”（而非人类智能）的可持续视为核心任务，才是我们真
正走向未来、走向宇宙的最佳策略。

“人工智能三十年展望”，黄铁军（北京大学），“未来三十年的人类社会”研讨会，2021 年 7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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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生命科学的未来发展 
自人类社会进入 21 世纪，生命科学的
发展迅速，从生物克隆到基因编辑，从
特效靶向药到细胞培养肉，我们对生命
现象的理解由浅入深，几经还原与重构。
纵使我们仍在不停追问，生命的本质是
什么、“活”意味着什么、多种存在形式
的生命活动如何与我们共舞，生命科学
技术的突破已经无可避免地将我们带入
了一个想象力塑造的未来。未来三十年，
哪些生命科学的伦理问题值得关注？面
对演化中的生命系统，“基因中心论”还
有多少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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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10 月，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在美、英、法、德、日和中
国等六国科学家的努力下成功完成，这一划时代的科学成就在全世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它
标志着分子生物学已成为 21 世纪的前沿科学，以基因为基础的技术研发与理论阐述逐步成
为显学。

基因揭示出了地球生命遵循几乎相同的底层逻辑，而基因编辑技术则在理论上可以改变所有
生命的底层的信息，带来广阔的应用空间。基因编辑就像一把针对 DNA 双链的“剪刀”，一
个对基因进行精确剪辑的“镊子”，或者消除一段基因的“橡皮”。通过这个工具，我们可以改
造工业微生物以让它有更好的发酵能力、应用于作物、畜牧业以更高效地产生粮食和食物等。

更受关注的人类基因编辑主要分为两种：不可遗传的（体细胞）和可遗传的（配子及早期胚胎）
的编辑。体细胞的基因编辑不可遗传，可以用于疾病治疗，但并不会影响后代。且由于体细
胞的基因治疗已经有数十年的历史，有非常丰富的监管和研究经验，在伦理学和科学共识上
并没有太大争议。

对人类配子或早期胚胎的可遗传基因变异则是人类第一次有技术能力作为一个物种主动地影
响自然进化。一旦对人早期胚胎进行基因编辑，将会影响这一个胎儿的全身每一个细胞和它
未来产生的精子或卵子，即胎儿的所有后代。2018 年贺建奎事件正是因为其所从事的是人
类可遗传的胚胎基因编辑才引起巨大的争议和抵制——任何一点基因变动，都可能最终进入
人类的基因库并造成显著影响。

1 本次研讨会未有从事基因编辑技术研究的学者分享，本部分内容来自于对博古睿讲座“人类可遗传基因编辑 - 概念和科学问题”（https://
www.berggruen.org.cn/activity/42）的提炼总结。中心将在后续工作中邀请相关研究者进一步参与讨论，从基因技术出发对未来三十
年的人类社会提出分析、构想。

2.2.1 基因编辑技术：能与不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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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基因编辑技术的科研是为了治疗或者预防某些疾病，但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基因
增强、“设计婴儿”等无限可能浮出水面。假设，基因编辑技术诞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纳粹德
国，会呈现怎样的面貌、产生怎样的社会后果？可以想象，在一个“优生学”兴盛的社会，基
因的“优劣”必然会被提升到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基因检测和编辑的技术，会成为一个判定
并筛选“优劣”的技术；人的基因被编辑的技术所“翻译”出来的内容，必定会是一系列有着层
级、高低并且藐视多样性的词汇，因而也必然会让人们做出所谓“优胜劣汰”的道德选择。

究其原因，这依旧是某种“基因决定论”支配下对于人多样特征的轻视。太多东西被我们视作
是由基因决定的：个性、智力、样貌、健康程度甚至道德，生而赋予的“基因”成为了我们个
人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任何对基因的“篡改”，究竟是为了提升健康福祉还是消除疾病隐
患，抑或是为了修改自身变得“强大”，这其间的界限是相当模糊的。我们需要反思的是——
基因编辑技术的边界在哪里？进一步说，基因到底决定了什么，是否、以及在哪些维度上决
定了生命的广度与深度？

面对未来三十年，技术上，人类可遗传基因编辑需要严格的科学和技术监管，需要国际科学
界充分的讨论和监督。不论是前期的技术开发，中间的决策，还是临床评估、实际应用都需
要组成国际学术团体提供建议，和对数据可靠性、质量、进展进行评价，对可能带来广泛社
会风险的举动加以约制。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需要在底层的思想方法论上破除一种 “唯基
因论”的构想，在多维度、多面向的学科与研究框架里理解生命、理解时空里演化着的生命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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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生物学家和植物学家眼里，生命远不只是“基因”这么简单。在物质的小尺度上（微生物
层面）与时空的大尺度上（人类作为自然界的生命系统之一），生命及其系统都远比单向度
的基因遗传要多样与复杂。

罗格斯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微生物学家赵立平曾向我们指出，“人”绝非是我们一般所想象的
那么封闭与唯一，可以说，人体共生微生物研究正在改写“人”的定义——寄生于人类肠道的
菌群代表的共生微生物，复杂程度不亚于热带雨林，其基因数量更是人类的几百倍。“人”与
微生物群落的共生，是生命持续演化的重要组分。
 
生命诞生初期，细胞架构的形成便是一个细菌进入另一个细菌的内部，进而慢慢转变成专门
给宿主细胞提供能量的器官——人身上几乎每个细胞都有的线粒体就是这样一种细胞器，植
物光合作用所依赖的叶绿素也是这么形成的。相对应的，宿主细胞会为细胞器提供保护，细
胞器给宿主细胞提供能量，一种内共生就这样形成了。
 
不只是细胞层面，把视野扩大到人，我们的身体表面都有各种各样的微生物，从口腔到肠
胃，全是微生物。可以说，我们生活在微生物的海洋里，通过看不见的、无时无刻不在的与
微生物的交互安身立命。如果我们的身体与微生物的关系遭到破坏，比如我们摄入非常少量
的膳食纤维——这是一种人类无法利用、但肠道菌群非常需要的物质——使得菌群无法分泌
短链脂肪酸，那么肥胖、糖尿病都有可能会找上门来。而假如我们能通过顺产、母乳喂养、
家庭成员的集体生活使得能给人体提供保护的核心肠道菌群纵向、横向传播的话，下一代的
健康将得到更充实地保障。

正因为人与人之间是不断在交流微生物的，人的边界很可能就被模糊了。当我们坐在一起吃
饭、交流的时候，我们的肠道菌群可能也在流动和互换，如果它们也算是我们人体的一部分
（类似一个器官的话），那到底什么才是“你”与“我”呢？未来三十年，赵教授相信针对人体
内菌群的研究将重塑我们对“人类”生命及疾病治愈的理解。

而植物学家白书农教授自90年代开始思考植物发育过程后，逐渐生发出了对理解“生命的本
质”的研究旨趣。他所提出的“结构换能量循环”亦是一种对“基因中心论”的摒弃，其指向生命
的本质可能在于“活”与“演化”。

“活”的本质是特殊组分在特殊环境因子下的特殊相互作用。这个“结构换能量循环”是生命系
统的起点，可以被视为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得主弗朗索瓦•雅各布在1970年为了描述生
命活动的基本属性所提出的整合子（integron）概念内涵的最初形式；“演化”则是共价键的
自发形成。共价键的出现意味着结构换能量循环的组分及其相互作用都可以在“活”的过程中
变得更加复杂，从而形成具有正反馈自组织属性的“可迭代整合子”。

2.2.2 超越基因：生命及其系统的多样与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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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理解里，生命系统不再是特殊的“物质”，而是物质的一种特殊的互相作用方式。用一个比喻来说，生命
就像是一场“台风”或是大海里的一个漩涡，特殊的不是“水滴”，而是海水如何运动并构成了一个漩涡系统。

自诞生以来的近万年里，人类是如何“活下来”的？其行为与系统构成可能也具备“结构换能量”的生命逻辑。人
类与其他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因基因突变所导致的认知能力，使其得以打破维系动物居群生存的三组分系
统，亦即得以摆脱“秩序”、“权力”、“食物网络制约”的互作中“食物网络制约”这个“第三极”的制约。而人类的
发展史则是一部寻找替代“食物网络制约”这个“第三极”，从而试图重建新的三组分系统的历史。白书农教授认
为，人们曾经先后尝试过以“祖先”和“上帝”等作为社会行为规范的是非标准的终极依据，这些尝试的利弊已经
见诸历史。

面对未来三十年，我们或许要从历史的局限中跳出来，面对“人是生物”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从生命系统的基本
规律的角度，提出新的概念框架来解释人类行为和人类社会的演化，并在此框架下为解决当下人类社会所面
临的挑战提出新思路和新策略。

“三十年后的人类社会——从历史这面镜子中我们能看到什么？”，白书农（北京大学），“未来三十年的人类社会”研讨会，
2021 年 7 月 26 日

从“活”到
细胞化生命系统

先协同后分工

复杂换稳健

正反馈自组织

生命系统的起点：
结构换能量循环

达尔文迭代：
共价键的自发形成

正反馈自组织
先协同后分工

先协同后分工

复杂换稳健

复杂换稳健

正反馈自组织

前寒武纪

奥陶纪

白垩纪

寒武纪

志留纪
泥盆纪

古近纪

新近纪

石炭纪

二叠纪

三叠纪

侏罗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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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科技创新的未来 
创新往往象征着一种进步，但进步未必
全是对世界有正面意义的，尤其对于那
些潜在影响力卓著的新兴科技而言，因
何创新、为何创新往往是在技术突破发
生前首先应当解决的问题。重思促发创
新的体系，想象未来三十年如何用观念
与制度激励“有益”的科技创新，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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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平教授提到，熊彼特模式的“传统创新”体系大约于100年前被提出，并在过去的半个多
世纪中成为科技驱动经济发展的主要路径，为科技推动社会进步发挥了历史性作用。一种追
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协同提升的“公义创新”模式被提出，希望应对传统创新负外部性愈加
严重的局面。

传统创新主要追求经济效益的显著增长。与此同时，诸多重大社会问题不断积累和深化，包
括气候变化、环境污染、人口老化、收入不均、大规模流行病等等。在现代社会中，公益事
业与商业创新是相互分离的，科技成果相对易于进入商业创新，不易进入公益事业，公益事
业与商业创新的这种分立式组合明显不利于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公义创新将以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的协同提升为基本目标，以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为重点任务，改变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相互脱节的现象。

传统创新的目标对象是满足用户需求的具体产品/服务，满足用户需求、且具有显著经济利
益的产品/服务这个目标对象贯穿于传统创新的全流程，是该流程一切环节的终极考核指
标，因而难以避免各种损害社会效益的副作用。公义创新将不再以产品/服务本身作为目标
对象，而是上升到人工/人造系统层面，并且全面重构人工/人造系统的设计－实施体系，将
其改造为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综合提升的手段。

除上面提到的问题之外，传统创新通过延续、强化工业文明传统，进一步加剧了人的异化、
人机对立等长期存在的难题，甚至可能产生“无用阶层”等文明层面的重大挑战。尤为重要的
是，这些挑战性问题在工业文明传统下是无解的，因此有必要探索新的化解路径。

公义创新的思想来源包括三个方面:历史观——道家哲学(特别是老子的“道”)，文化观——儒
家哲学(特别是孔子的“义”)，社会观——希腊哲学，如梭伦的“正义”理论。这些不同文化传
统的融合、发展将构成公义创新的理论基础，并在其上构建公义创新的方法论体系，最终形
成可运行的公义创新模式。在这种新模式下，对人的关注将得到根本性加强，对人和机器的
认识将大幅度更新，人与机器的关系将得到重新定义，并在福祉原则的指导下，推动人、机
器和环境的更具包容性的一体化发展。

2.3.1 制度：从熊彼得模式到公义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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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空间观念体系重构生存空间拓展

社会秩序重建

生存空间

过渡区 III

养老

过渡区 II

新一代成长
……

过渡区 I

认知空间拓展

TI
M

E

PRESNT TIME HORIZON
生/身在此山

Zoom in  vs  Zoom out白教授的研究论证了，生命系统的发生是一个随机的过程。一方面，由
于生命系统中组分互作的发生是随机的，因此这种互作的发生是“不确定”
的；另一方面，由于互作发生而出现的整合也是随机的，因此这种整合的
出现是“不完美”的；最后，由于“活”和“演化”的发生都是在“结构换能
量”原理作用下自发形成的，因此生命系统演化中发生的事件又是“
不得不”的。可以说，演化创新事件的保留，是确定的、剩下的，演
化创新事件的发生是随机的、多元的。我们不能忘记被淹没在历史长河
中的随机性，需要“Zoom Out”来看见人类文明存续是如何随机演化到
今天的。

随机性既不指向不可控、不可为，也不意味着决定论，而是告诉我们应当
更主动的拥抱变化中的多元现象，用随机性打破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
太效应”，以另辟蹊径、独具一格的创新思路打破无意义的内耗、内卷，这是
科技创新真正能给生命带来福祉与可能性的方式。

此外，即使人类社会秩序的真正内在依据在于其生物性，人和动物之间认知能力上的差别还是
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创新的可能性。为进行观念体系和社会秩序的重构，人类有必要从更大的尺
度出发去看待人类社会、推进科学与哲学对人类认知空间的拓展。这里，科学认知能为人类认
知提供客观性基础，对推理开展的实验检验，获得具象的、有限的和开放可变的信息。哲学可

以帮助认知空间中信息的梳理、整合与观
念体系的构建以及伴随认知空间拓展而

不得不进行的重构。

为使人们的认知空间的秩序（即观念
体系）更好地匹配他们所生存的现实世

界，我们需要一个更加宽容的社会，允许
养“闲人”；让研究者以问题为中心做研究，

让新一代自由成长、老一代贡献更多智慧。

除了创新的激励制度环境需要被极大修正外，白书农教授认为，对科技与人类未来的认知革新
也刻不容缓。

2.3.2 观念：认知革新的“Zoom Out”!

“三十年后的人类社会——从历史这面镜子中我们能看到什么？”，白书
农（北京大学），“未来三十年的人类社会”研讨会， 2021 年 7 月 26 日



24

展望30年后的未来，AI被认为是驱动技术进步的领导力量。Ta将
延续过去70年的底层逻辑，在封闭化的场景里大显身手、寻求突
破？还是将在类脑模拟、环境刺激的加持下进化升级，乃至涌现
出自我意识与“慈悲”式的超越？

生命科学领域，我们可以预见未来30年更多疾病被攻克、各国的
人均寿命继续升高，但，我们是否能经受住基因增强的诱惑？是
否能对生命的本质生发出更洞彻的理解？

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是，我们，人类，想要的是什么样的AI——是
一个更智能的“仆人”，一个能辩善恶、有反事实推理能力的道德主
体，还是一个能带领我们走向浩瀚星空的超级“智能后裔”？想要什
么样的生命科学技术——是让我们尽可能地减少病痛而长寿，还
是迈向某种超越现有生物设计限制的后人类？

或许都是，或许都不是，但确定的事实是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革新创新制度与认知观念，在技术前进的同时谨慎地创造，在前
路尚不明朗之时大胆构思、提前谋篇布局。

2.4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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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科技方兴未艾，我们正在步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深度科技化
时代，人类已经成为改变整个星球的力量，正在用技术再造自
我而走向科技智人。科技的未来无疑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文明奥
德赛。如何让我们的文明真正拥有未来，而不会由于技术的失
控和滥用而失去未来？当然，更为深刻的问题是，是否沿着深
度科技化这个方向，这本身就是一条让人类没有未来的去未来
化之路？

面对这样一个可能的未来社会，我们必须保持想象力，并提前
做好准备。这也是在一个信息爆炸、知识极度丰富的时代中哲
学所能起到的关键作用——把各行各业生产出的知识整合、梳
理，分析、批判，在感受和想象上构造完整的逻辑与故事，让
可能的未来场景可感、可考。这与科幻等艺术的表现形式相似：
用思想实验的方式，帮助当下的人类畅想未来，在一切还未被
定夺的时候参与构建一种可能的、更良善的技术未来，让更多
人对科技塑造社会有具身性感受、并对其有主观能动性地进行
反思。

科 技 与 社 会 ， 三 十 年 以 后 的 人 类

未来科技创新
与人类社会的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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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论技术滥用时，数据的制造与攫取，正成为当下、也必将成为
未来三十年科技伦理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社科院哲学所的段伟文研究员提出了所谓“数据凝视“的概念，即某
种程度上意味着我们就是数据——各种信息记录和数字痕迹将我们
的行为转换成了数据，我们成为了福柯笔下的作为新知识客体的可
测量类型。而在这其中，并不是所有人都具有凝视和测量他人的权
力。大多数人在数据化权力运作中，并不知道这样的过程如何进
行，也不知道这些数据从何而来。

在各种有形与无形的数据凝视下，产生了一种新的对人的治理方式
或生命政治——软生命政治。就像在现实世界中人体表面的疤痕记
录或昭示了曾经发生的暴力活动一样，在数据凝视之下的人们，甚
至会留下“数据疤痕”。所谓数据疤痕：当数据成为人的新的皮肤，
每个人与他人和某个地方的联系都会留下数据足迹，而其中有些不
那么好或有嫌疑的数据，一旦留下印记便会被人观察到，且难以消
除，就会成为数据皮肤上的无法删除和被遗忘的疤痕。

在智能机器参与数据洞察和算法决策所的未来社会，能不能根据过
去的数据和行为评分来决定人们当下的机会和未来的可能性，这是
个值得思虑的问题。举例来说，辅助驾驶与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是
建立在信息监测之上的，对道路环境与车内情况进行实时动态的高
精数据收集与监控是其运行的前提条件，这对数据安全和数据隐私
带来的挑战其实是现有法律伦理无法简单予以应对的。如果说未来
我们必将进入数据和智能监测社会，那么就不能不探寻一种新的社
会契约，才可能在推动技术创新与控制伦理社会法律等风险之间找
到新的平衡点。

以上这些说明了，技术发展所带来的颠覆性改变，难免导致那些对
物质文化（技术）加以调节的非物质文化（伦理、法律、道德等）
相对滞后。当某些技术驱动下的物质文化，如当前由数据智能驱动
的数据智能监测文化发展过快时，现行的伦理法律跟不上，甚至落
差不断加大，自然就出现了各种价值冲突、伦理抉择和法律碰撞。

哲学与科技伦理所关注的问题是，在技术、法律和伦理发展到进入
新的稳定态之前是否能减少对人的伤害。为此，我们应该深入理解
颠覆性的技术所带来的物质文化变迁，提前谋篇布局。

3.1 数据凝视下的人：伦理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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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数据凝视，人类社会其他方面的重要价
值——隐私、爱情、自由、信念等等——都在
面临被重塑乃至颠覆的可能。一批科幻小说
家、艺术家对此给出了具象却深邃的思想实
验，让我们切身地在当下走进未来，重思我们
的各种重要性感受。

隐私
当 人 类 社 会 发 展 到 
2030年时，每个人
从一出生就在瞳孔里
被植入名叫 “心灵之
眼” 的晶片，只要一
睁开眼，所见之物便
会连接至云端，所有
的行为都被监控和记
录，执法机构可以随
时调阅和查询。在电
影对未来监控社会的
想象中，人眼直接变成了摄像机，所看到的一
切 场 景 均 可 被 记 录 、 储 存 和 读 取 ， 以 及 删
除。——科幻电影《匿名者》

爱情
“自2023年发现灵魂
粒子以来，灵魂诊所
（Soul Connex）已
帮助1500多万人找到
灵魂伴侣。我们在全
球有两万家诊所，只
要一个测试就能发现
灵 魂 伴 侣 。 ” 如 果 现
在有一款软件，只需
要录入你的数据，就
可以在茫茫人海中找

到真爱，你测还是不测呢？如果你发现这个灵
魂伴侣，比原伴侣更适合自己，那要离对方而
去吗？——科幻剧集《灵魂伴侣》

平等
北京市经过一场超大规模（共有8000万建筑工
人投入其中）的城市改造，被打造成一座可以
翻折变形的“折叠城市”。这座城市被人为划分
为三个彼此隔绝的地理空间，这三个空间的城
市景观迥然相异，其中分别居住着统治阶级（
及其附庸，即助理、秘书或相关服务人员）、
中产阶级（及其后备军，即在校大学生）和无
产阶级。每当其中一个空间展开时，另外两个
空间就会折叠起来，折叠空间的居民会在催眠
药剂的作用下陷入休眠，不同空间之间的通道
受到政府机关的严格管控，人员未经允许几乎
不可能跨空间流动。——郝景芳，科幻小说《
北京折叠》

真实
在近未来，虚拟现实
技术已经渗透人类生
活的各个方面。技术
已经从简单的视觉虚
拟体验升级到脑神经
系统的虚拟体验；直
播领域中超级明星的
直播节目为体验者带
来了更加逼真的全方
位体验；科技巨头搭
建的直播平台通过可
以直接穿过整个地球的中微子发送毫无延迟的
感官直播，中微子通过转换器成为与人体脑桥
芯片相连。体验者通过切开大脑的“小手术”植
入一块带发射器的脑桥芯片并和各感官对应的
脑神经相连，由此建立感官协调性体验到他人
的视觉、听觉、触觉，感觉好像是被妖魔附体
了一样......我们会更加懂得共情吗？还是会抛
弃皮囊，“永久地”以新的、可以自主选择的身
份活在虚拟世界之中？——宝树，科幻小说《
人人都爱查尔斯》

3.2 隐私、爱情、自由、平等：未来的可能



28

自我
当我们有了虚拟技术之后，进入
其他的虚拟角色的过程就像是“数
字降灵”。降灵，指把意识穿梭并
附到其他肉体上。在虚拟世界里
降灵，就像是在做法。把自己的
意识放到他身上，而他又在这个
数字世界里面可以做任何事情。
一个超越现实世界的“自我”，是
人类在未来可能能轻易拥有的“
超我”，他可以去打破时空与其他所有现实概念。——陆扬，艺术作品《DOKU 独生独死》

因果
因果业报是时刻存在的，但在真实世界中，因果链往往被隐匿在了复杂的现代性网络中，让我
们看不清每个举动会对世界、对其他生命造成的影响。但在2050年，灵隐寺开发出了一种
Lingcloud技术，能追踪计算出一个人一生所有行为的业报。你会重新反思和规范自己的言
行、努力赚取“善果”从而替之前的自己赎罪吗？亦或者，你会抗拒这样的“生命量化加总”，坚
守行动与自我裁量的自由？——夏笳，科幻小说《灵隐寺僧》

篇目 发表时间 故事时间 主题 人物设定 科技设定

黑屋 2015.4 2050.3 与他者对话 小王，前男友 LINGseal, LINGcart

涉江 2015.5 2050.4 悼念亡者 小王，网友 LINGmemorial, LINGsee

晚安忧郁 2015.6 2050.5 AI 与抑郁症 小王，图灵 LINGseal

巴别乱 2015.8 2050.6 语言与交流 小王，小蛮
巴别综合症，

LINGbot, LINGseal

等云来 2015.9 2050.7 教育革命 小王，倩倩 LINGcloud

火星建筑师 2020.7 2050.8 乌托邦 小王，杨烨 火星小镇，LINGseal

铁月亮 2016.11 2050.9 他人之痛 小王，Jimmy LINGring

灵隐寺僧 待发表 2050.10 科技伦理与业报 小王，正玄法师
LINGcloud，

LINGring, LINGcart

中国百科全书”系列科幻作品

“中国百科全书”是夏笳创作的系列科幻故事，描述了在未来三十年后一位普通的中国人生活的各方面及其如何与科技交织，
是以中国为主体的对未来困境的想象。该系列的灵感来自于博尔赫斯论述十九世纪英国学者约翰·威尔金斯的文章，其中
提到一部来自遥远中国的百科全书，具有奇怪的分类法和非同寻常的对东方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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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科技对未来三十年的影响，国际关系的演进同样不容小觑。尤其是考虑到大国争端与文明对抗
的可能后果，我们更应在展望未来时纳入对当代国家建构、国与国之间合作与冲突逻辑的思考。

在北京大学教授查道炯看来，传统的国家概念界限明晰，有疆域、民族（认同、宗教语言、种族）
和管理（货币使用、税收），不同因素之间互动组合，在过程中塑造出了国家。
 
全球化的进程使“国”的概念变得复杂。攻城略地不再是一国的最优选项，与他国共处并维护自身安
全成了首要考量；劳力（也包括难民）、人才、信息的跨国流动让民族与管理方式多样化，均一
的、决断式的管制思路可能不再适用；如果部分国民没有从全球化中获得利益，全球化可能未必是
决策者的最优选项，受选举政治影响，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浪潮随之兴起，再次动摇着“地球村”
的交往秩序。
 

中西方在理解国家利益的构建和维护时有两种具有代表性的思维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认
可的是“一团篝火”式的国家治理，他们相信众人拾柴火焰高，不同思维方式、理政意见、利益诉求
都应被扔进火堆中“共襄盛举”、越烧越旺。而在中国，国家的治理更像是牢固结实的金字塔，层层
指挥，不能越级。各个级别上的人、团体与机构各司其职，把分内的事情做好，在大厦的各个位置
按照事先分配的权责构筑国家利益。

两种治理思路的不同将带来从观念到实际政策的激烈碰撞，因为“外交”的核心就是设法让他方朝着
己方的设计或偏好和方向行事。而当讨论进入非一方占有的“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时，
冲突会更加凸显。这时候，通过“信任建立措施”（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 CBM）与敌方
(adversary) 表示善意或与交换信息，努力探讨、防范、解决国家间存在的偏好不确定性，就是国
际关系构建的关键之处了。
 
目前来看，中外关系长期具有不确定性。中国缺乏参与六十年国际事务的积累，但拥有对人类做出
较大贡献的抱负。发达国家在努力应对中国与其财富水平、综合国力差距的急剧缩短，逐渐把中国
视为“体制性对手” (systemic rivalry)。技术的进步同样深刻加剧着这一不确定性挑战。因为科研有
无止境创新的本能、资本有利润最大化的本能、企业有追求垄断的本能，而国家有管制的义务、自
卫的本能。

未来三十年，国与国之间互动的目标（认理、认利、认罚？）应当被更多关照，国际秩序的经营需
要更多基于共识的对话和基于相互理解的建设性互动。

3.3 冲突、协作与治理异同：国际关系的 30 年展望

"国家利益"的构建和维护：主动性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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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伟文研究员强调，面对未来三十年科技社会的挑战，我们并非无事可做。

● 我们应当开具一份针对技术的质疑清单，在任何技术突破与创新发生之前问询：
○ 这项技术会有意或无意的削弱人类吗？

○ 能否进一步为人类造福？

○ 有没有意外且可能是灾难性的副作用？

○ 这项技术有没有赋予机器太多的权利？

○ 人类能否超越它还是会为之上瘾？

○ 人类是否需要为使用它而被迫升级？

● 我们应当守卫一种智能化时代的新人权，在智能升级的诱惑下保留：
○ 保持自然生理状态的权利

○ 不选择高效率方案的权利

○ 自行断网避免追踪的权利

○ 匿名和不让渡隐私的权利

○ 雇佣人类而非机器的权利

● 我们应当在自我改造中保持谦卑，在对技术创新的鼓励与乐观外：
○ 对社会改造工程的谦卑与审慎

○ 对无限制科技未来幻想的警惕

● 我们应当对国家间的互动关系有更本质的理解，在全球治理的视域里：
○ 协调国家建设外交工作的目标

○ 优化国际秩序的现实存在、议事程序、动议跟随、积极互动

○ 追求卓有成效的分歧管理

○ 在技术所带来的生存性威胁（existential threat）面前求同存异

 

可以说，我们面对一个太无胜算的未来。科技在形塑人类和世界，给我们所珍视的价值与既
有的社会形态带来剧烈变化。我们需要通过承诺的策略来面对未来的挑战，找到一种新的社
会契约，消弭无端的狂热或忧惧，培育具有伦理考量的未来想象。通过承诺，我们需要构造
和谋划出新的技术信念，发展出具有反思性和责任感的共生理想，克服短视和敌意，对科技
未来秉持一种多面向的“信”、“望”与“爱”。

3.4 以承诺直面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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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世纪以来，科技一直是一种突破性的力量。在科技创新的推动下，从工业革命、
绿色革命、计算机革命到数字革命、智能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一系列颠覆性的变
化，为那些可以接触新技术的人打开了全新的生活世界，为有能力支付创新产品和服务
的人创造了更有效率的生活方式。

然而故事远没有完整。大数据时代给我们带来了便利，也带来了伤痕式难以抹去的监控
印记。隐私、爱情、自由、平等的价值还未被摸索清楚，就已经被裹挟进了技术异化的
洪流里。我们渴望真实，却也渴望超越肉身限制，在后人类的赛博空间里遗留下存在主
义式的迷茫与追问，身后不愿回去的现实里，满是那些被技术抛下的人。

走向三十年后，我们最好能有选择地给予技术通行证，把真实不虚的情绪与感知留给一
个无可避免科技化却有人性、有道德、有公平的社会场域。同样地，在全球公共域里，
国际交往需要更多共识与理解、善意与包容，技术向善应与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对共
生共存的认识一起有机演进，创造一个真正安全、繁荣的未来。

3.5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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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讨论里，与会的专家学者对本学科领域未来三十年的发
展状况，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类社会的可能境况做了充足的预设
与构想。即使难以简单划归，依照届时科技发展水平的高低及
其所占地位，尤其根据黄铁军教授针对“超级大脑”、陈小平教
授针对“公义创新”、以及张祥龙教授针对“适生科技”的分别建议，
我们仍能总结出三种主要的场景模式。

科 技 与 社 会 ， 三 十 年 以 后 的 人 类

基本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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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超级智能的人造大脑在三十年内出现，人类社会正式进入强人工智能（AGI）时
代。大数据、大算力、几乎全是“全知全能”的超级计算机将会安排社会的方方面面，避
免战争、饥荒和其他生存性风险，带领人类走向更安全、完美和可持续的生存状态。超
级智能将会跨域时代和地域，成为一种世界中的“泛在”，全方位地服务、指导人类生
活。但即便如此，在开发这样的人工智能时，仍然会有国与国、社会团体之间的博弈，
我们需要达成全球治理上的共识。此外，国际社会还需共同应对强人工智能的潜在失控
风险，使超级 AI 具有不对人类造成危害的自发意愿。

哲学指向：认知可计算主义、仿真主义的意识涌现。智能源自感知和行动，它是在与环
境的相互作用中得以体现的，认知就是物质结构（神经网络）应对环境的一种活动，是
智能系统与环境的交互过程，是在不断适应周围复杂环境时所进行的行为调整。

科技未来：设计更先进的探测分析工具，从结构上解析大脑，再利用工程技术手段“照
葫芦画瓢”式地构造仿脑装置，最后通过环境刺激和交互训练“仿真大脑”，实现超级智
能。超级大脑的神经形态器件可以在运算速度上快多个数量级、没有颅骨的限制、AI之
间“精诚合作”、AI自己设计自己（recursive self-improvement）......超级智能将远胜
过人类智能，并成为一种颠覆性、跨越性的技术进步，“人类最后的一个发明”。

社会未来：由于超级智能将全方位胜过人类智能，社会形态的方方面面将可能全部由AI
重塑。生产力可能会由于自组织、可复制的机器出现而急剧增长，贫困、饥荒、疾病、
不平等现象大大改善，政治形态、文化现象、生态环境可能都在超级AI的计算赋能后发
生剧变。技术将是社会的第一驱动与变革力。

全球治理：超级AI的开发需要国际协调与博弈，各国的科学家、哲学家、政策制定者需
要充分讨论并对如何部署超级AI的研发、应用形成基础共识。人类社会需要加强合作，
促进研究成果共享，根本性地提高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真正保障 AGI 的应用落地和
拓展。

4.1 场景一：超级大脑泛在的技术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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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三十年，超级智能不会出现，AI不会产生意识或伦理价值观念，机器仍不会是一个
有自由意志的道德主体，人类在星球上的主导地位不会被撼动，我们的价值与判断仍至
关重要。三十年内，随着时代的持续深度科技化，封闭场景下的AI应用将大大解放人类
的生产力，在各个领域成为辅助人类决策、行动的关键工具，这势必将带来更多伦理风
险与挑战。人类需要重新思考科技创新模式，靠自己的力量努力探寻一个更为公义和谐
的社会，革新观念、制度，在技术向善的加持下探索新的思路和方案化解全球性危机。

哲学指向：认知的算法不可完全性、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人类和神经科学家目前对整
个人脑的结构、功能和机制知之甚少。AI计算机基于的图灵可计算概念不可能把所有的
人脑的工作基础、智能机制、思维机制、甚至包括情感，意识和无意识的机制完全表达
出来。

科技未来：AI将延续过去70年的底层逻辑，在强力法与训练法的加持下持续提高在封
闭环境内的表现。15年内，场景封闭化是技术应用的主通道，重点应用是L4级别的无
人驾驶；15-30年，超越封闭性的AI技术逐步投入领域，L5级别的无人驾驶，家务劳
动、养老护工、私人助理等家用AI机器人将成为主流。越来越智能、高效的AI将在各个
层次辅助人类、解放人类。

社会未来：科技创新将主要由公义创新驱动：市场要素和非市场要素公义性组合，市场
原则和人性原则中的有效成分提炼、整合和升级。在深度科技化与公义的加持下，社会
中的人将尽其才，各显其能；工作-娱乐-休闲深度融合，多数人的工作时间大大减少；
教育将回归人性化、个性化、内需化；固定居所的必要性大大降低，处处无家处处家；
创造力将回归人性、遍地开花。

全球治理：面对深度科技化，需要在伦理层面形成全球共识，避免技术的非正当使用，
关注用户隐私保护、数据安全、算法公平。为创造公义创新的制度环境，需要国际协调
克服熊彼特创新的基础，积极主动为当今发展模式的负面效应（阶层固化、人口老龄
化、数字鸿沟等）探寻出路。

4.2 场景二：公义创新引领的深度科技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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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在二十一世纪已经充分暴露其弱点与危害。几乎每一个重大新发展，如纳米技
术、人工智能（含量子计算）、基因工程，都包含着某种重大的危险。以自身进化为唯
一追求的高科技几乎一定最终脱离人类的掌控，在完全脱离人类伦理价值的条件下改
造、奴役人类，使人类成为未来的黑猩猩。所以，人类要有一个活的和繁荣的未来，就
不能被捆绑在高科技之上，而必须寻找更多元和适生的科技及其相关的生命形态。适生
科技就是适合地球及人类的长久和良好生存的科技，为长久、自由且有幸福感的人类生
活构建可能。

哲学指向：反高科技的技术批判与范式多样化。适生科技让人们可以最佳地结合当下亟
须和长远未来的利益；从方法上看，它既可以是对象化的，又可以是非对象化的；从它
促成的生活质量上看，它使人们能够将安全与舒适、物质(生理)与精神、保守与进取(或
传统与创新)、简朴与丰富、自然与人为等，最大程度地相互嵌入和糅合起来。

科技未来：有选择地采用高科技，只保留其绿色：例如采用高科技的绿色部分来提升自
行车、帆船、地方性风车、沼气发生器等器物的质量，改进滴灌治沙、医科手术、防疫
治病等知识技艺能力，而不用它的那些会污染环境、破坏人际共生关系的部分。复活那
些传统科技，但将其用到最恰当的地方，并利用今人的知识能力来提升它：例如传统的
耕作、手工艺、制盐、纺织、医学等，在保存其传统运作的同时，用新方法改进它们，
使之更能适应当下及未来的需要。

社会未来：（1）适生的未来是绿色的，这意味着现在一系列使生态恶化的趋势，比如全
球变暖、空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物种减少将得到减弱、中止乃至逆转；（2）
适生的未来是亲家庭和地方社团的，这意味着让适合家人和家基社团的科技主宰我们的
生活；（3）适生的未来将拥有安全、舒适、多样、持久和充满新鲜意义的生活，拒绝贫
乏、过度辛苦和健康恶化。

全球治理：适生科技以退为进，以寻找一种长久安宁的人类生活为己任，这需要一种超
越只有“东西方”文明对垒框架的广阔视野，在各地域、各文明的历史与现实中找寻最佳
实践。可以说，每种文明都曾有自己对于“适生”的理解与运用，我们应加以汇总、思
虑、通过全球治理的方式推广，在世界范围内恢复我们对科技的选择能力。

4.3 场景三：以退为进的适生科技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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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正视不确定性：科技是影响人类未来的主导力量

几乎毫无疑问的，科技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潘多拉魔盒。其改变世界的速率远超我们能给予妥当
反馈的窗口，且往往在不自知的状况下触发剧变的按钮。或许一个拥有类脑神经结构的仿真“电”
脑确实能涌现出心灵、意识并演化为 AGI，或许基因编辑工程的确能许我们免除疾病与伤痛、走
向生理增强，我们可能正在迈向一个不可知的、混沌的科技未来。面对这种窘境，人类需要正视
且恰当地管控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对科技始终心存“芥蒂”，在我们还能主导科技时做足准备，
从而避免在未来被 Ta 主导。

2. 厘清关键变量：共思科技创新、科技伦理、社会治理、国家互动的长期目标

创新、伦理、治理、国际关系都是深刻又出挑的大词，产学研界并不罕见，但其在每个场合中的
所指都难得一致，有时甚至可能相背而行的窠臼。语用的不一致背后是共识的匮乏，尤其是在谈
及人类社会的未来去向时，厘清关键变量，促进各个关键行动方共思科技创新、科技伦理、社会
治理、国家互动的中长期目标，打造可对话、可成形的智识空间，共享一套话语与基础价值观，
可能是我们妥善处理科技未来不确定性的第一步。这些变量间有的不过是一体一用，有的是互相
配合与启发，有的是“干预”与后发性的“反馈”，增进对他们互动模式的深刻理解同样是把握这些
变量的必由之路。

3. 创新制度与观念：拓宽认知空间、重审底层逻辑

人类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认知决定生存的道路。对外，随着抽象能力提高人类处理信息的效率、
语言能力帮助人类以符号的形式分享经验，人类获得了全新的生存能力，突破了食物网络制约。
对内，认知能力的发展使得权者的产生机制从过去的“强者为王”转变为“智者为王”。即使人类的
本质属性是生物，认知能力赋能所开创的世界依旧是极其丰富的。在此基础上，我们更应在智能
时代思考认知空间的拓宽问题，革新“创新”的观念（为何创新、为谁创新）与方法论（如何有效
促成），并为有益的、能带来正向社会影响的创新铺垫制度，重审底层逻辑，促发向善的科技落
地生根。

4. 构想多元未来：凝合跨学科、跨地域的启迪与智慧

预测未来所需要的智慧是复杂多元的，尤其需要跨专业（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科
技哲学等等）与跨地域（东方、西方、世界的其他区域）的启迪与智慧，在多角度、多面向、多
范式的研究框架里寻求共识。与此同时，令各个学科的学者相聚一堂、互相启发，让技术的研发
者与伦理规则的思考者在科技的最前沿辩论、共学，方能增加预测未来的准确性，并把各方的问
题意识与核心忧虑逐一充分交流，深化对科技价值与意义的认识、追问科技与人类未来。

5. 培育有人文关切的技术发展进路：从乐观中来，到审慎中去

近 500 年来，每个世纪的 20 年代都是觉醒的年代和为整个世纪的思想奠基的年代。沿着这一准
规律，假定人类文明可以持续到 100 个世纪，那么 21 世纪 20 年代将是整个人类文明思想发动机
的开启时刻。步入深度科技化时代的人类正在攀爬巨大的技术悬梯，培育有人文关切的技术发展
进路将是我们更好地走向一个可控、可感、可欲的未来的必要条件。超越盲目的高科技崇拜与技
术乐观，在审慎的基础上发展适生的、适度的科技，把选择与拒绝的权利紧握、进步与“退”步的
信念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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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信息是否等于世界，还是世界比信息更多？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智能科学、信息科学的一种本体论假设是，世界就是信息，计算机
中信息的输入、输出便是格式化之后的世界的真实结构。不过，世界真的就只是信息与
可被量化、收集、分析的证据吗？除此之外，还遗留下些什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思考
被量化的、可计算的信息同世界的真实结构之间的关系？

生物技术：生命系统从无序到有序的进程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如何为人
类在更大尺度上寻找生命的话语体系？
人类是生物的一种，只不过我们恰巧演化出了智能，在生物族群漫长的演化树上，我们
不能因为身在此山中就忘记了无数的随机性特征。既然是一种生物，人类的生存也应当
符合其他生物的规律，那么，人性是否还有不可撼动的神圣性？如果没有，我们如何为
人类在更大尺度上寻找关于生命的共同话语体系？

创新体系：探讨公义创新，需要政府与社会组织怎样的推动与配合？
公义创新的模式对资本、企业家提高了严格要求，不再以盈利、追逐利润作为唯一诉求，
而是广泛采纳社会对科技创新的伦理期待。对于政府而言，什么程度的政策配合是适切
的？ Ta 们应该作为公义创新的领头羊与主要的推动方吗？对于社会组织而言，如果公
共性、无偿性同样体现在了商业与资本之中，公益慈善机构会对自己的使命与职能做哪
些修正？

国际关系：技术将会如何再造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的治理协调如何更好
地配合、促进或约束技术的发展？
现有的非军事性技术突破（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疫苗研发使用等）已经在国际治理中
初现弥彰。从影响力的互相传导而言，国际关系的治理协调如何更好地配合、促进或约
束技术的发展？突破性的技术又将如何重塑国际关系格局？我们值得畅想一种更有效和
更具韧性的技术全球治理框架，确保单边（unilateral）的伦理败坏得到有效制约、在
应对全球性的挑战时能反应更迅速和从容。

科幻想象：技术现实很可能比想象跑的更快，在此种意义上，我们该如
何继续畅想未来，它的价值是什么 ?
科幻故事的叙述者们往往在隐晦、具象地谈哲学问题，而哲学家们则可能在抽象、系统
地打造一个科幻世界，二者在这个意义上殊途同归，都在试图回答那些人类必须要面对
的重大问题，以其预言式的构想描绘科技的发展给人类的文明、社会、道德、思想带来
的改造与挑战。在一个技术加速主义可能兑现的时代，我们如何继续使用“想象力”来守
卫我们珍视的价值？面对不确定性与复杂的因果推断，科幻或哲学的思想实验怎样才能
指引我们绕过崎岖、走向光明的未来？

6.1 开放问题



40

气候环境分析视角的补充
人在整个自然生态圈的位态及人类文明与全球气候环境的协同演化同样是我们在
展望未来时不容忽视的视角。本次研讨会暂未有从事气候环境科学研究或生物、
生态哲学学者参与，我们期待在后续的系列讨论中邀请 Ta 们参与，共同探究我
们在未来将如何与生态自然共生共存。

学科范式的补充：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 ......
本次研讨会主要由哲学工作者、科技学者、国际关系学者与作家艺术家构成的三
类学术群体碰撞思想，事实上，其他学科的范式例如经济学的效益计算、政治理
论的文明冲突、社会学的制度与能动性等思路同样在畅想未来时极具价值，值得
被纳入讨论并与其他学科交流互动。我们期待在后续的讨论中进行相应补充。

丰富不同视野的时间尺度：30 年，50 年，100 年，500 年？
本次研讨会的时间尺度界定是未来“30”年，主要原因是我们希望对近未来的科技
社会进行深究，并获得一些在当下有底层思维指导意义的结论与建议。不过，30
年在宇宙意义上（cosmic significance）如弹指一挥间，而科技的发展演进又
或将大大延展人类文明存续的时间与空间。围绕特定议题，对 50 年、100 年、
500 年甚至更久的未来场景进行推演和畅想或许同样值得重视。

再思主体性：人类、所有生命、智能？
本次研讨会中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是，我们在思考未来时，究竟需要守护的是谁
的价值？是我们这一种人类（自然演化的智人）的价值，非人类中心视角的、地
球上全部可能生命的价值，还是“智能”的可持续（超级智能继承了人类智能、是
人类的后裔）？我们希望在未来的讨论中对此有更多深入的探讨。

寻求与全球关心人类未来的思想者的对话
跨学科、跨文明、跨地域的对话是深化关于人类未来研究的重要预设，也是实践
一种“智识的全球治理”的先导方式。本次研讨会在中国的哲学与技术界率先开启
未来展望，我们同样希望寻求与全球关心人类未来的思想者的对话，结合东西方
与更多可能文明的视域，反思来路、构想去处。

6.2 研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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