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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超级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可能达到奇点状态,即最终成为可以自我设计、优
化、制造出任何技术的技术,在这个意义上它成为绝对的技术主体,从而超越并支配人

类智能。 超级人工智能的文化风险可以被描述为“物理-逻辑性”对“生物-文化性”的

削弱、支配甚至消灭。 当人工智能战胜人类智能、非生物智能控制生物智能、人工意识

取代人类意识,就会造就一个后生物学的世界。 基于人类“生物-文化”系统的脆弱性、
唯一性和整体性,为了确保自然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建立一个统合各类智能

主体的整体主体,对任何意义上的极限技术进行管控,以维持生物主体与技术主体之间

的均衡。 这个自然人类文化系统之下的内在均衡是智能与非智能、机器与生命、理性与

非理性、还原主义与整体主义等的整体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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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极限技术:技术本身成为绝对主体

数学家用奇点(Singularity)来表示趋近无限的数值变化,比如任何一个自然数除以一个越来越接近

于零的数,其结果将“激增”(比如指数式增长)而趋近于无限大。 在天体物理学中,如果一个大质量恒

星经历超新星爆炸会最终变成体积接近于零、密度无穷大的点,这就是“奇点”,即黑洞。 这个奇点是一

个体积无限小、密度无限大、引力无限大、时空曲率无限高、热量无限高的“点”,一切已知物理定律均在

这个点失效。 因此,奇点概念可以理解成趋近无限或无限制的一种极致变化或极致状态,它标志着终极

变化的极限点或临界点。
一些学者提出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奇点理论。 人工智能专家库兹韦尔(Ray

 

Kurzweil)认为:超级

人工智能技术正以加速的方式发展,到未来某一个时候会以指数的方式爆炸式地增长,技术变革的速度

将不再受限于人类智能的增长速度,这时人工智能将大大超越人类智能,机器人也将成为人类“进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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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者”和“思想的继承者”。 这种人工智能将超越并接管人类智能,使更高级的智能在宇宙产生,并将

这种智能由地球推广至整个宇宙。①
 

“奇点”不仅是指机器智能全面超越人类智能的那一刻,更是一种智

能开始高速无限制增长的那一刻。 英国数学家谷德(L. J. Good)用“智能爆炸”来描述这一过程:

一个超级智能机器可以设计比它更好的机器,然后就会诱发产生“智能爆炸”,届时人类的智

能将会被远远落下,第一个超级智能机器,将是人类需要做出的最后一个发明。②

这确实是技术发展的奇点状态或无限制状态。 这个无限制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它自身的发

展摆脱了人类的限制;二是自身的发展是获得了自身优化的机制,它成为一切技术的技术。
技术是人类用来完成某种实践、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或手段,一个“技术-产品”具有自身的结构和

功能,但它终究是由人设计、制造并加以运用的,技术的属人性是技术的本质之一。 对于人类来说,虽然

技术的异化总在以某种方式某种程度存在着,但是,无论如何,技术本身没有主体性,技术
 

“是什么”
“做什么”完全由人类来决定。 可是,当超级人工智能技术出现以后,此种技术超越了自身的工具性,其
自身具备了某种系统的智能的主体性。 对于人类来说,这可能是技术发展的终极异化。

在这个意义上,此种技术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技术,而是智能主体自身,这样的技术真正成为一种

“极限技术”或“临界技术”。 从技术上说,它成为一切技术的技术,即它能设计、制造出任何技术;从主

体上说,它具有了自我认知、自我优化、自我设计的主体性机制。 以前是“人类智能-制造-技术”,现在

是“超级技术-制造-技术”
 

,技术本身超越人类智能而成为智能主体。
 

如果把视野再放宽一些,此种“主体再造”的极限技术可以包括三种类型:生物技术(生物过程的干

预技术,如克隆人、基因编辑、遗传工程等)、人工智能技术(高级智能计算机技术)和人机合成技术(生

物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的某种结合)。 人机合成技术可能有更大的空间,诸如生物定制、意识永生、记忆

编辑、超级大脑、各种意义上的赛博人等等。 这三类技术都威胁到自然人类的生命文化进程,都触及人

类文化的终极边界。 本文主要聚焦超级人工智能技术所触及的文化边界问题,它的问题实质是人造智

能机器成为绝对主体,从而可能引发对生物性“生命-文化”的彻底消解,而超级生物技术所引发的则是

生物性自然演化的常态秩序被打乱。 无论如何,这样一类技术所涉及的边界问题已不再是一般的法律

边界、伦理边界、应用边界问题,而是已涉及自然人类如何可持续生存的终极问题。 此类极限技术的出

现逼使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技术的本质、人性的本质以及技术的文化边界问题。

二、人工智能的根本风险:“物理-逻辑性”对“生物-文化性”的消解

本文所讨论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通用人工智能,也不是从技术上讨论人工智能技术奇点的可能性

问题,而是分析其奇点状态所可能引致的文化风险。 本文有两个方面的设定:一是在人工智能技术方面

有一个比较强的设定,就是超级人工智能最终能成为无所不能的自我设计、自我制造的绝对技术主体或

智能主体;另一个就是文化方面的价值设定,即人类生物-文化进程的唯一性。 我们将文化分为“物理-
逻辑”智能与“生物-文化”生命两个方向,前一个方向是物理的、逻辑的、智能的,后一个方向是以自然

人类生命有机性为基础的整体文化历程;前一个方向在后一个方向的过程中孕育、发展出来,最后可能

形成超越的独立系统,反过来支配后者,而后者有其无可替代的独特性、唯一性。
根据超级人工智能的强度,其文化风险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人性的弱化。 我们所理解的人

性,不是要素化的本质主义立场,而是以自然生命为基础的社会文化历史总体,这是一个整体主义和历史

主义的人性立场。 此所谓人性的弱化在实质上是人性的单向智能化,人性的发展因此失去了整体性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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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在均衡,比如技术化对自然进程、理性化对艺术直觉、逻辑化对感性生命的弱化。 第二层:自然人类被

替代、被主宰。 这是超级智能支配、控制了自然人类,温和一点说是人工智能全面超越了人类智能,人类由

此失去了最关键的主体性话语权。 第三层:自然人类被消灭或被终结。 这是“物理-逻辑性”替代了“生
物-文化性”,其结果是自然人类的文化进程被“机-电智能”所替代,基于生物有机性的文明被毁灭。

有学者提出这个进程标志着
 

“技术统治时代”的来临,这是从自然人类文明到“类人文明”的时代过渡

或反转,“类人”根本上就是“技术人”。 因为今天的人类已经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自然人类”了。 比如,
由技术工业制造出来的化工产品和药物所导致的环境激素,已经在整体上改变了包括人类在内的地球动

物的体液环境和体液构成,就此而言,碳基生命的根基已经被动摇。①
 

超级人工智能不是改变了人性,而是

发展出了另一类主体,这一类主体由于没有多少生物-文化的“弱点”、“缺陷”,而又同时具有非凡的强

度,面对这样的超级主体,自然人类文明变得不堪一击。
超级人工智能的文化风险可以被总体描述为“物理-逻辑性”对“生物-文化性”的削弱、支配甚至

消灭,或者理解为非生物智能对自然人类生命文化的超越。 当人工智能战胜人类智能,人工意识取代人

类意识,就会造就一个后生物学的世界。 “物理-逻辑性”对“生物-文化性”的支配和超越至少包括三

个要点:一是自然人类文明(生命、文化、历史)的整体性及其生物脆弱性。 人类文化主体不仅是智能主

体,也是一个生命文化主体,它是以身体作为基质或基础载体的每个人的文化活动的总和。 自然人类文

化系统一方面是历史的、社会的,一方面也是生物性或具身性的。 然而,这个生物性、有机性的身体既是

神奇的,也是脆弱的,它无法对抗物理性的稳定和持久。 二是人工智能的“物理-逻辑性”。 我们之所以

称人工智能技术具有一种“物理-逻辑”的文化类型,是要强调其物理性与智能性的结合,或者说是“算

法(软件、逻辑性) -机器(硬件、物理性)”的结合。 其物理性是其机电性,它的基质或“身体”是非生物

性的机器;其智能性是指它的逻辑系统或算法系统,在某种意义上电脑智能就等同于算法,几乎任何活

动机制都可以被表达成某种算法。 这个超级人工智能一方面是一种特别的机器,一方面它是绝对的、无
所不能的智能主体,这个智能主体不再是生物性的。 三是超级“物理-逻辑”智能对于人类生命文化形

态无与伦比的智能优势和强度优势。
库兹韦尔在书中反复强调此种非生物智能对人类智能的优势:这是一种特殊的机器智能,它可以瞬

间处理数亿单位的海量信息,是人脑处理速度的 300 万倍。 机器之间可以高速传递和无限复制信息,可
以共享人机文明的所有信息。 计算机可以综合生物智能和非生物智能,最终可以实现自我设计、自我制

造。 大脑由基因支配,有容量的限制,而计算机智能可以自我架构,不断突破容量的限制。 人类的情感

能力也可以被未来的机器智能所理解并掌握。 总之,未来生物智能已不占优势。②

在《人工智能的未来》一书中,库兹韦尔这样描写遗传算法和数码大脑:

遗传算法的关键是:人类并不直接将解决方案编程,而是让其在模拟竞争和改善的重复过程中

自行找到解决方案。 生物进化力量虽强大但是过程却太过缓慢,所以为提高其智能,我们要大大加

快其进化速度。 计算机能在几个小时或者几天之内完成数代的进化,但有时我们会故意让其花费数

周时间完成模拟百千代的进化,但是我们只需要重复这种过程一次。 一旦这种模拟进化开始,我们就

可以用这种高度进化、高度完善的机制快速解决实际问题。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采用两种智能方法:利
用遗传算法模拟生物进化,得出最优机制;利用隐马尔可夫层级模型模拟人类学习过程中起重要作

用的大脑皮质结构。③

人工智能的思维方式和运行机制是还原论、物理主义、逻辑主义(形式化)和功能主义的。 对此过

程可以简要概括如下:把活动(任何意义上的)还原(或表征)为功能,再把功能还原为逻辑机制或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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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通过机器(微电子技术使之成为可能)来实现这一算法机制。 这里蕴含了一系列的还原(化约)过程,
结果是实现对任何活动的数字化(亦是机器化)模拟,因此,人工智能实质上就是“功能-算法”模型。 库

兹韦尔如此描述大脑模拟:

无论是蓝脑计划,还是莫哈的新皮质模拟计划,这些仿生大脑计划的最终目的都可归结为一

点———完善和确定一个功能模型。 与人脑水平相当的人工智能主要采用本书中讨论的模型———功

能算法模型。 但是精细到分子程度的模拟可以帮助我们完善此模型。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语音

识别技术发展过程中,只要能够了解听觉神经及早期听觉皮质负责的实际信号传递,我们就能精简

算法。 ———只要拥有真实大脑的详细数据,我们就能模拟出生物学意义上的大脑。①

这个智能系统是独立的、自成主体的,它可以模拟直至优化人类的所有智能,而且可以做到全面的、
彻底的信息互联(甚至万物互联)。 这个技术在本质上是纯粹智能的,它不仅可以模拟、优化、集成人类

的智能,而且可以将人类的非智能活动加以模式化处理而整合成其智能的一部分,诸如无理由改变目

标、随机判断、日常语言生成、情感反应、审美反应等也可以通过算法来表现。
这个物理-算法系统是单向智能化、逻辑化的,是表征主义、功能主义的,它对于自然人类文明的所有

活动都可以运用算法来还原、表征甚至优化。 如同“中文房子”,它或许无法真正“理解”语言,但是它可以

熟练地、高效地运用语言。 超级人工智能不仅具有智能-功能优势,而且避免了人类身体的各种限制(如衰

老、疾病、对环境的苛刻要求等),也能避免人类情感上的各种脆弱性(如惰性、倦怠、犹豫、勾心斗角等)。
如库兹韦尔所说,生物基质是美妙的,但我们正在创造一个更强大且更持久的非生物的系统基质。②

三、整体主体:“生物-文化”系统的内在均衡

这个非生物性替代生物性的风险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而加剧。 到奇点降临,自然人类只

能期盼这个超级人工智能是“友善的”而非“邪恶的”,静等人工智能的道德素质来决定人类的命运。 为

避免如此结局,无论如何我们需要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加以一定程度的管控。 为了确保自然人类文

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维持人类文明即“生物-文化”过程的内在均衡,这个内在均衡是智能与非智

能、机器与生命、理性与非理性、还原主义与整体主义等等的整合,在其进程中,人类生物文明的安全性

将是一个重要的主导原则。
人类文明不是单向的智能文明(技术化、工具化、机器化、模式化、形式化、功能化等),在这个线索

主导下的文化只能是器化、物化的文明。 人类文明是在整体自然环境中,基于自然生命机体的社会、文
化总体历史进程,它是自然的生物文化、生命文化、智能文化的过程总体或创造整体。 提出“物理-逻

辑”与“生物-文化”的两分,并不是要将两者完全对立起来,而实际上前者始终是后者的一个重要部分,
而且在大部分情况下一直是主导性的、最有力量的一个部分。 人类作为文化主体的一个主要内涵也正

是按照某种目的、理想通过表征、还原、符号化、逻辑化来改造这个世界。 只是在这个文化进程中,技术

化、智能化、信息化的发展越来越变得无可阻挡,以至于其他意义上的变化显得无足轻重。
马尔库塞早就指出现代社会人性异化的根源在于科学技术和“文化工业”,在这个文化工业进程

中,人成了机器,机器倒成了主人。 技术追求、技术意识和技术管理深入到人们的思维和习惯当中,技术

合理性成为人们的生活信条、政治统治的合法逻辑,人们陷入技术崇拜。 在技术时代下,人自身被物化、
机器化、技术化。 马尔库塞呼吁情感革命和感性解放,主张以新的感性世界反对现代文明所带来的压

迫、奴役,提出以艺术激发幻想和美好记忆,创造出直观而非逻辑的、感性而非理性的审美形式,构建一

个由“享乐原则”而非“现实原则”主导的新感性世界。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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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库塞所展示的是感性文化对智能文化的批判或抗衡,但是人类文化整体不能以单一的“艺术-
感性”原则来主导,就像不能以单一的技术智能原则来主导一样。 而且这种人文立场的辩护仍然可能

是表征主义、功能主义、还原主义的,它是以审美、道德、信仰、情感等要素来对治机械、形式、逻辑、算法

等特征。 这并非没有意义,但是对于超级人工智能来说,这些所谓人文特征仍然可以在功能表现上加以

表征、模拟,而且“水平”会相当高。 比如计算机可以写诗、作画,可以表现得比许多人更有信念、更坚定

等等。 对人类生命文化的彻底辩护必须以实体主义、整体主义为基础。
在此,福山的生物保守主义立场值得关注。 针对新兴生物技术(如克隆人、人体干细胞研究、基因

工程、神经药理学等)对人类生物的危害,福山提出应采取严格的规约措施。 在这些极端生物技术的支

配下,原本神秘的、由自然规律设定和支配的人性,将变成可以人为设定、改变和支配的对象,人性的独

特性将不复存在。 由此,福山提出人性应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典型的行为和特征的总和。① 福山所强

调的是人性行为的独特性、综合性和整体性,他认为假使人类具有独特性的“X
 

因子”,这个 X
 

因子不能

够被还原为自主选择、理性、语言、社交能力、感觉、情感、意识,或任何被提出当作人的尊严之基石的其

他特质。 那么什么是这个“X 因子”呢?
福山没有明确说出这个“X 因子”是什么,实际上他也无需指定这个 X 因子,他想用 X 因子来承载

人性的独特性,只是这个“X 因子”的提法仍然会陷入某种还原主义。 福山本想批判还原主义,他不承

认人性的独特性能被还原成任何具体的某种因素、要素或某种特质。 沿着这个线索,我们可以说,人性

的独特性就在于人性本身,就在于人类行为的整体性或总体性,即整个人性行为的综合。 人性的典型性

不是人性典型特征的综合,而是整个“生物-文化”行为的综合。 所以,这个“X 因子”不是某种要素,也
不是某些要素的结合,而是人类行为的整体。

实际上,还原主义是不可缺乏的,没有还原主义就没有绝大部分的科学、创造和主体,但是彻底的物

理还原主义立场会对生物文明带来致命威胁。 因此,我们在智能主体、技术主体不断发展的同时,必须

维持生物主体、文化主体与之的均衡,而更进一层,就需要建立维持两种文化、两种主体之间均衡的那个

更完整的主体,我们称之为“整体主体”。 比如,以人文思维来批判科学思维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我

们需要一种整体思维来整合、均衡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 这个整体主体是理性的,因为它要对整体性不

断作出自我理解、自我判断;这个整体主体也注定具有某种保守性,因为这个整体性是维持均衡、克制单

极化的结果,整体主体的使命即在于防止任何文化 X 因子的单极化挺进;同时,这个整体主体又要是创

造的、发展的,因为它要适应整个文明进程。 从运作机制来说,这个人类文化整体主体的实效性将取决

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断强化。
这个文化的整体性是生物性与非生物性的均衡,而且生物性(基于身体性的有机性、生命性)要处

于某种主导地位。 为什么要保护且适度突出生物性尤其是高级生物性,或者至少以生物性为基体呢?
一个可以提出的理由是:生物性是神奇、脆弱而且是唯一的。 当以生物性的人类身体为基体的文明被摧

毁,我们无法确保在茫茫宇宙中还能再产生此种生物性及其文明,我们无法确定此种“生物-文化性”是

宇宙历程中必然产生的环节。 在另一个意义上,保护生物性,实质上是保持这个整体的有机的生命创化

历程,至少从目前来看,自然人类文化的所有价值和内容都离不开实质性身体(基体、基质),离开这个

身体、这个具身性,所有的文化创造将没有内容,也没有意义。
人类已经进入一个技术爆炸的时代,信息技术、纳米技术、微电子技术、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

生物技术等都在迅猛发展,而且这些技术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整合,如果我们没有把握在自然人类文化

内在均衡的前提下控制技术的突进甚至接近奇点,那么就必须在人类共同体的框架下采取实际措施来

管控技术的单极化推进,尤其是极限类技术的迅猛发展。

(责任编辑: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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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鹏　 “物理-逻辑性”与“生物-文化性”之间:人工智能技术的文化边界

① [美]弗朗西斯·福山:《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黄立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年
版,第 131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