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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欧洲议会提议授予机

器人“人格”地位不久 ，世界首

位 机 器 人 “公 民 ” 索 菲 亚

（Sophia）便在沙特诞生 ，即说

出“毁灭人类”的恐怖话语。 今

年 4 月 ，日本东京的市长竞选

中竟然出现了一位机器人候

选人 ，竞选团队甚至给出了它

当选市长的优点 ：不会行贿受

贿，而且工作效率高。 《大西洋

月刊》6 月号发表 95 岁的前美

国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基

辛格的文章警告说 ：人工智能

的进步可能导致一个人类将

无法理解的世界。

诚如牛津大学量子物理

学 家 戴 维·多 伊 奇 （David

Deutsch）所言 ：哲学实际上是

解锁 AI 的钥匙 。 机器人是人

吗？ 是否应该被赋予与人类相

同的权利？ 未来机器人是否会

全面取代人类？ 诸如此类的伦

理问题意味着人工智能的发

展需要更多哲学上的探索和

反思 。 近日 ，在由上海市自然

辩证法研究会 、中国自然辩证

法研究会自然哲学委员会 、东

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

举办的 “智能化社会与人类发

展 ”学术会议上 ，来自各大高

校哲学系的专家学者们就上

述问题展开了讨论。

机器人的 “人化 ”与

人的“机器化”

机器人与人的界限在哪

里？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首先

厘清人类自身理性、 情感和智

能中的本质性问题。 上海大学

杨庆峰教授指出， 是否拥有记

忆是区分人与机器人的一个重

要界限。对于人来说，意识的连

续性对自我的维持非常重要 ，

如因偶然事故或阿尔兹海默病

而导致记忆障碍， 都会令人非

常痛苦。 但是机器失去它们的

“记忆”———被删除数据， 却并

不会有类似的问题。未来，这个

界限完全有可能被打破。 为机

器人注入“记忆”是现在最新的

研究方向， 科学家们正在尝试

为机器人搭建不同的、 多元的

记忆神经元回路， 让它们展示

出类似人类的多样的记忆行

为。但拥有了记忆，机器人就能

被称为“人”了吗？ 问题似乎并

没有那么简单。

合肥工业大学李才华副

教授进一步指出 ，除了持续性

的记忆之外 ，机器人与人的本

质区别还在于是否拥有维护

自我生存的意识。 人有自己的

生活目的 ，这种目的之根源就

是追求生存。 如果机器人将来

能自我设计程序 ， 自我修复 ，

就可能脱离人而具有主体性 。

就像大热的美剧 《西部世界 》

中 ，机器人女主角之一的梅芙

因为母爱而 “觉醒 ”，然后获得

了修改自身程序的能力 ，使得

观众认为她甚至比真正的人

类更具有人性。 《西部世界》中

的机器人当然离我们很远 ，但

李才华指出 ， 这种自我设计 、

修复的能力正是未来机器人

研发的方向。 我们可以期待的

是 ， 当机器人被送到外星 ，或

者到海底深处工作 ，受到损伤

或发生故障时能够自我修复 。

所以 ， 机器人拥有生存意识 ，

也并非天方夜谭。 这使得人与

机器的边界变得更为模糊。

现在 ，机器人和人类边界

的消失不仅仅表现为机器人

的 “人化 ”，还表现为人的 “机

器化”。 特斯拉 CEO 马斯克目

前就致力于 “人脑植入芯片 ”

计划 ，制造让人脑与电脑直接

相连的可植入设备 ， 在他看

来 ，“人类和机器之间的最好

结果将是一个集体的生活方

式”。 此外，一系列人类增强技

术也被广泛应用于医学 、基因

工程等领域 。 有人甚至提出

“后人类”的概念 ，预测未来的

人类将成为一种有情感的机

器。 这在哲学层面也引发了一

个关键问题 ：人类增强是否改

变了人类本质。

目前学界看待该技术主

要有两种思潮 ：一种叫超人类

主义 （transhumanism），认为科

学技术进步是一个无止境的

过程 ，并会帮助人类实现永生

的梦想 ；另一种则是生物保守

主义 ，认为应该对可能改变人

性的生物技术的研发实施管

制 ，如生物保守主义的代表人

物福山就认为 ，人性取决于人

的基因构成 、物理体征等自然

特征 ，改变这些就是在破坏人

与人平等的自然基础 ，从而侵

害人的权利。

见智见仁，理原一贯。人类

增强技术不仅仅是技术问题 ，

更是伦理问题。 据上海社科院

哲学所副研究员计海庆介绍 ，

应用伦理学在该技术的具体应

用方面有着非常广泛的讨论 。

比如代际伦理问题。 通过对未

出生的孩子进行基因编辑来改

变其身体的某些性状， 现在从

技术上已经可以做到， 但如果

孩子出生后对这些改变不满

意，应当如何平衡？比如公正问

题。目前，美国高中生群体在考

试时使用边缘性的处方药来提

高短时精神能力的现象已经非

常普遍。以此类推，在体育比赛

中服用兴奋剂是不是也能被逐

渐接受？由此可见，人类增强技

术的伦理底线最终还是要探讨

一个问题： 假如我们可以为人

性“编程”，哪些 “核心代码 ”是

我们必须保留的。

“人和技术的关系 ”

是思考的落脚点

有位人工智能专家曾这

样写道：“终有一天 ，机器人将

把我们人类关在动物园的牢

笼里 ，大机器人带着小机器人

参观动物园 ， 对小机器人说 ，

孩子 ， 这是人 ， 是我们的祖

先。 ”在将上帝的概念 “驱逐 ”

出去后 ，我们将精力完全投入

到技术创造中 ，自己扮演起造

物主的角色 。 但未来 ，人类自

己是不是也会同样遭受被 “驱

逐”的命运？

东华大学教授王治东指

出， 人工智能概念蕴含着 “人

工-智能”两个向度，这两个方

面让人工智能成为悖论性的存

在。 持乐观主义态度的学者们

认为， 人类智能有人工智能无

法取代的独特优势， 并且人工

智能其实也可以为人类智能开

启新的“进化”方向。 在东华大

学张怡教授看来， 在智能化社

会条件下， 一种基于物联网为

载体的存在方式为人类智能打

开了新的空间， 那就是集体智

慧， 由此形成一种跨界的合作

性认知， 这个跨界性的合作将

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分工即 “超

专业化现象 ”———将工作置于

一个“全球脑”下进行虚拟的整

体操作。 这种“集体智慧”是人

类协同效应的进化， 也是人类

智能在受到人工智能影响的条

件下进化的路径。 上海大学王

天恩教授也指出：“智能进化只

能是作为集体的类进化的结

果， 不是按照图纸批量生产就

能超越的， 这一点大概是人类

智能具有优势的地方。 ”

另一方面， 许多学者则担

心机器人发展对人类本身所造

成的潜在威胁。 南京大学荣誉

资深教授林德宏就表达了对人

类未来的担忧：“按照技术自身

的发展逻辑， 机器人会不断地

取代人类，从人的双手 、体能 ，

到人的大脑、智力，再到人的理

性、情感，甚至取代人的信仰和

社会地位。”林教授特意引用了

爱因斯坦的话“关心人的本身，

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

的主要目标 ”，他强调 ，为了维

护人类自身的尊严， 应该为技

术的发展规定社会底线。 而对

技术的合理约束实际上是对人

自身的约束， 约束不断膨胀的

物欲和对技术的贪婪追求。 类

似地， 复旦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徐志宏也指出了机器人对人类

的一种本体论层面的威胁 ，她

是这样说的 ：“马克思曾指出 ，

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的类本

质。 机器大工业的产生解放了

生产力和土地上的劳动者 ，却

也导致了劳动者经济和技能双

重意义上的赤贫。 今天我们在

更深程度或者更大范围上面临

着相似的问题： 当人的生活只

有输入而无输出 （马克思意义

上自由自觉的劳动）时，人一开

始会感觉到便利， 但最终会产

生深层的焦虑， 不知道自己该

干什么。 技术的发展让人碎片

化并带来本体论的危机， 尽管

智能会越来越发达， 但人却做

出了某种牺牲。 ”

不过 ，比起担忧 “机器人

会统治世界 ”这样相对遥远的

末世预言 ，可能更需要我们迫

切警惕的是 ，人工智能会造成

“马太效应 ”，并进一步加深社

会分层现象。 南京林业大学副

教授郭辉就指出 ： “不同消费

群体由于知识化能力明显的

分化 ， 在掌握运用 AI 技术的

能力和适应度上是存在巨大

差异的 。 因此 ，必须弄清如何

让这些新技术造福整个社会 ，

而不仅仅是技术的控制者。 此

外 ，在消费群体中也存在着这

样的分层 ：创造型消费者能充

分利用其产品提供的交互性

性能 ，在使用中学习和发展新

的智能 ；而被动型消费者由于

知识化能力的匮乏 ，只能沿着

被锁定的技术路径 ，对人工智

能产品形成彻底的依赖而沦

为技术的奴隶。 ”

海德格尔有关 “牧羊人与

羊 ” 的比喻人们耳熟能详 ，但

现在的情况似乎发生了反转 ：

在人工智能的促逼下 ，人类渐

渐丧失对技术的控制 。 为此 ，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张春

美强调 ，对人工智能技术高度

发展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的思

考 ，最终的落脚点还是要回到

人和技术的关系问题———在

技术发展中 ，人应该有什么样

的地位 ，以及人的地位应起到

什么样的决定作用 。 今天 ，如

果我们追随技术的逻辑 ，不断

学习和掌握新型的技术 ，就有

可能成为这个时代的牧羊人 ，

否则 ，我们就可能沦为被技术

所驱使的羊。

成为牧羊人，还是沦为羊？
———人工智能发展的哲学探索和反思

本报见习记者 陈瑜

对人工智能技术高度发展所带来的的不确定性的思考， 最终的落脚点还是要回到人和技术的关

系问题———在技术发展中，人应该有什么样的地位，以及人的地位应起到什么样的决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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