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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恐惧与技术拜物教〔∗〕

———人工智能时代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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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工智能时代ꎬ“机器与人的界限”被打破ꎬ技术恐惧与技术拜物教被推向极致ꎮ 技术恐惧论者担

忧人工智能会造成失业潮ꎬ最终会毁灭人类ꎻ而技术拜物教论者则乐观地认为人工智能将给予人类更强大的力

量与福祉ꎮ 人工智能技术恐惧根源于科幻书籍与影视作品的“渲染”、公众对人工智能被滥用与失控的忧虑以

及恐怖谷效应与奇点来临ꎻ人工智能技术拜物教则深嵌于人们对工具理性无以复加的信任甚至膜拜ꎬ导致工具

理性不断走向自身的反面ꎮ 因此ꎬ有效克服技术恐惧与技术拜物教必须采取共同行动ꎬ既要加强人工智能行业

的自律与伦理规范ꎬ又要在立法、政策上对其强化规制ꎮ 同时ꎬ克服技术恐惧还应当对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引发的

风险进行预判与研究ꎻ而消解技术拜物教则必须保持独立思考与批判精神ꎬ警惕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侵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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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种实践活动ꎬ技术与人类自身一样古

老ꎮ 它不仅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ꎬ对于人类

起源来说更具有本源性作用ꎬ人类正是凭借技术

进入存在并建构其存在的场所ꎮ “人没有技

术———即没有对其所处环境的 作 用 与 反 作

用———就不能算作是人”ꎮ〔１〕然而ꎬ技术对于人类

也是一把双刃剑ꎬ在技术与伦理、工具理性与价

值理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现在与未来的张力

中ꎬ技术恐惧与技术拜物教相伴而生ꎬ成为人类

技术性生存的心魔ꎬ也成为影响技术革命与社会

变迁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ꎮ 迥异于以往ꎬ人工智

能时代的到来ꎬ改变了过去“器物是人的器官的

延伸”的话语叙事ꎬ“机器与人的界限”被打破ꎬ
技术恐惧与技术拜物教被推向极致ꎮ 一方面ꎬ技
术恐惧论者认为ꎬ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ꎬ短期之

内会造成大面积失业、数据和隐私遭受侵犯、贫
富差距拉大等严重的社会问题ꎬ在可预见的未

来ꎬ越来越聪明的人工智能甚至有可能僭越人类

的地位ꎬ脱离人类的控制ꎬ或者被恶意滥用ꎬ给人

类的生存带来严重威胁ꎮ 另一方面ꎬ技术拜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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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者则认为ꎬ对人工智能的恐惧纯属杞人忧天ꎬ
他们秉持“科技等同于进步”的理念ꎬ乐观地认

为人工智能将给予人类更强大的力量与福祉ꎮ
２０１９ 年ꎬ牛津大学发布的«人工智能:美国人的

态度和趋势»报告就显示ꎬ在某种程度上 ２２％ 的

美国人反对或强烈反对人工智能的发展ꎬ而在另

一种程度上 ４１％的美国人支持或强烈支持人工

智能的发展ꎮ〔２〕 伴随铺天盖地的争议与各方关

注ꎬ人工智能的发展走到了十字路口ꎬ因此ꎬ严谨

地界定技术恐惧与技术拜物教的概念ꎬ细致梳理

其发展史ꎬ全面分析和梳理它们在人工智能时代

的表现ꎬ客观探讨它们的危害与争议的价值ꎬ深
入剖析其产生的肇因ꎬ并据此提出合理的矫治之

策ꎬ意义非凡ꎮ

一、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恐惧与技术拜物教

技术恐惧与技术拜物教并非新事物ꎬ拥有久

远的历史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ꎬ它们深深嵌入特

定的时代背景ꎻ作为一种心理症状ꎬ它们映照着

人类的本能与本质ꎮ 心理分析学派认为ꎬ人类由

相冲突的两种中心欲望所驱动ꎬ本能冲动的自身

一定是爱欲和毁灭性的混合ꎮ 执着的爱欲(技术

拜物教)创造了文明ꎬ它能为人类实现理想提供

强大的能量和动力ꎻ死欲可以毁灭一切ꎬ对它的

“忧虑”(技术恐惧)却使得人类免于毁灭ꎮ 近现

代以来ꎬ人文技术哲学思维与工程技术哲学思维

的形成与分野在赋予技术哲学不同意义的同

时ꎬ〔３〕立场分化、各执一端也致使技术恐惧论与

技术拜物教盛行ꎮ
(一)概念界定与历史溯源

１. 技术恐惧

技术恐惧 ( Ｔｅｃｈｎｏｐｈｏｂｉａ) 是技术 (希腊语

Ｔｅｃｈｎｎｅꎬ工艺)与恐惧(希腊语 Ｐｈｏｂｏｓꎬ〔４〕 惊恐)
的复合词ꎬ指的是“对技术的恐惧ꎬ对科学的恐

惧ꎬ对一般变化的恐惧”ꎮ〔５〕技术恐惧贯穿人类发

展史ꎬ在古埃及ꎬ智慧之神提乌斯建议推广自己

发明的文字ꎬ但法老塔姆斯却反对道:文字将损

害记忆并造成虚假智慧ꎬ文字将成为社会的负

担ꎮ 在古希腊ꎬ苏格拉底也曾告诫ꎬ写作会损害

人的记忆力ꎮ １５ 世纪ꎬ古登堡印刷机诞生之后ꎬ
人们担忧“一旦文稿不再需要手工抄写ꎬ知识就

会消失”ꎮ １８ 世纪ꎬ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发明的纺

织机让传统纺织工人倍感失业忧虑ꎬ甚至爆发了

反对纺织机的卢曼运动ꎮ ２０ 世纪以来ꎬ科技发

展更是日新月异ꎬ电脑、手机等高科技产品相继

问世ꎬ人们享受着技术带来的便利ꎬ同时对技术

的恐惧与担忧也从未停息ꎮ 吊诡的是ꎬ技术的日

新月异ꎬ不仅没有有效解构技术恐惧症ꎬ反而加

重了人们对技术的恐惧ꎬ呈愈演愈烈之势ꎮ 人工

智能的诞生与飞速进步引致的技术恐惧不过是

这种思潮的延续ꎬ但更剧烈ꎮ 对此ꎬ尤瓦尔赫

拉利认为ꎬ我们不仅仅在面临技术上的危机ꎬ也
在经历哲学的危机ꎬ人工智能必然会造成“哲学

危机”ꎮ〔６〕舆观调研公司(ＹｏｕＧｏｖ)受英国科学协

会委托进行的一项调查清晰表明了这一点ꎬ４６％
的受访者反对让机器人具有人性ꎬ超过 ６０％ 的

受访者认为机器人将在未来 １０ 年代替人类的大

部分工作岗位ꎬ３６％的受访者认为人工智能对人

类生存构成威胁ꎮ〔７〕

２. 技术拜物教

技术拜物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ｅｔｉｓｈｉｓｍ)ꎬ也称技

术崇拜(Ｔｅｃｈｎｏｌａｔｒｙ)ꎬ指的是人们对技术(一种

无生命的物或人工制品)的崇拜ꎮ 在巫术崇拜的

语境中ꎬ它将非人的物体赋以人的精神特性ꎬ成
为一种被赋予了特殊魔力的符号之物ꎮ 从“Ｆｅｔ￣
ｉｓｈｉｓｍ”的词源分析中即可一窥端倪ꎬ美国人类学

家威廉皮埃兹(Ｗｉｌｌｉａｍ Ｐｉｅｔｚ)曾详细考察了其

词源学的演化历程ꎬ英文单词“Ｆｅｔｉｓｈ”源自葡萄

牙文“Ｆｅｉｔｉｃｏ”ꎬ意即巫术ꎬ它的源头又可以追溯

至拉丁文形容词“Ｆａｃｔｉｃｉｕｓ”ꎬ其中词根“Ｆａｃｔ”的
原初含义即为制造的、人工的ꎮ〔８〕 原始宗教通常

倾向赋予非人的物体以人的精神特征ꎬ法国哲学

家孔德认为拜物教为一般原始宗教的共同点ꎬ英
国人类学家泰勒则认为拜物教是万物有灵论的

一种退化形态ꎮ 现代社会ꎬ随着技术的发展与文

明的进步ꎬ原始拜物教已经“祛魅”ꎬ但拜物教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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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烟消云散ꎬ而是在新的社会环境中改头换面ꎬ
衍生出“技术拜物教”ꎬ从商品拜物教到信息拜

物教ꎬ再到人工智能拜物教ꎬ层出不穷ꎮ 吊诡的

是ꎬ拜物教是愚昧的代名词ꎬ技术是文明进步的

象征ꎬ两者势同水火ꎬ但在现代社会ꎬ两者却奇妙

地结合在一起ꎬ技术拜物教的讽刺恰恰在此ꎮ 人

工智能带给人们生活的巨大便利ꎬ也让很多人痴

迷ꎮ 安谋公司 ( ＡＲＭ) 与北星研究合作伙伴

(ＮＳＲＰ)发布的«２０１７ 年全球人工智能认知度和

接受度调查报告»显示ꎬ６１％ 的受访者认为世界

将因人工智能变得更美好ꎮ〔９〕

(二)人工智能时代两者的表现

１. 技术恐惧的表现

人工智能的跨越式发展把技术恐惧不断推

向高潮ꎬ主要表现为六个方面:其一ꎬ失业威胁ꎮ
人工智能时代与工业化时代有着本质的差异ꎬ工
业化时代的技术变革不仅催生了很多工种ꎬ也创

造了大量低技术含量的岗位ꎻ然而ꎬ人工智能时

代即便能创造工作ꎬ也是技术含量更高的工作ꎬ
与此同时却不会创造大量的低技术含量岗位ꎮ
“ＭＧＩ 的模拟计算表明ꎬ重复性任务和少量数字

技术为特征的岗位需求可能会从总就业占比的

４０％下降到 ２０３０ 年不到 ３０％ ꎻ而对非重复性活

动或高水平数字技能的工作岗位的需求份额从

大约 ４０％上升到超过 ５０％ ”ꎮ〔１０〕 虽然大多数情

况下ꎬ工作不是消失了ꎬ而是转变为新的形式ꎬ但
技艺精湛的传统手工匠人和工业化流水线上廉

价劳工之间的对抗ꎬ与人工智能时代流水线技工

和软件工程师之间高下立见的竞争态势是不可

同日而语的ꎮ 与工业革命相比ꎬ人工智能推动的

社会转型ꎬ“速度上快 １０ 倍、规模上大 ３００ 倍、影
响力则几乎超 ３０００ 倍”ꎮ〔１１〕 其二ꎬ贫富差距ꎮ 数

据即财富ꎬ拥有庞大用户群体、掌握大数据产业

链的人工智能巨头无疑具有绝对优势ꎬ“只有极

少数大型机构掌控着人工智能工具和专业知识ꎬ
导致其潜在益处无法为所有人共享”ꎮ〔１２〕 当大数

据与资源不断聚集到少数大公司手中ꎬ初创企业

难以成长ꎬ财富分配两极分化ꎬ贫富差距将越来

越大ꎮ 其三ꎬ消极的社会影响ꎮ 最主要的是隐私

与网络安全、偏见强化和族群对立ꎮ 在信息化社

会ꎬ个人信息获取、存储和利用的环节众多ꎬ而人

工智能的成长迫切需要大量数据的支持ꎬ因此ꎬ
数据采集、出售、购买成为一门非常有利可图的

生意ꎬ这就会导致个人信息泄露与非法采集事件

频发ꎮ 同时ꎬ少数无良科技公司通过智能推荐算

法散布假新闻牟利ꎬ不仅强化了固有偏见ꎬ而且

造成了族群对立与社会撕裂ꎮ 当今西方国家假

新闻泛滥ꎬ并引发恶性党争、社会撕裂就是明证ꎮ
其四ꎬ人工智能的滥用ꎮ 借助人工智能ꎬ科技公

司获得了相对于用户与对手的不对称信息权力ꎬ
掌握了甚至用户自己都未意识到的行为偏好ꎬ为
获得暴利ꎬ难保不被滥用ꎮ 另外ꎬ人工智能的军

事化应用可能会助长战争与恐怖主义ꎮ ２０１８
年ꎬ联合国«特定常规武器公约»政府专家小组

专项讨论了“杀人机器人”及其影响ꎮ 人工智能

的滥用将是人类的灾难ꎮ 其五ꎬ身份危机ꎮ 人工

智能带来了棘手的深层次伦理与哲学难题ꎬ如果

它开始“有审美”“懂情感”“会思考”ꎬ面对“像人

类一样的机器”ꎬ将迫使我们深度审视自身与质

疑自我ꎬ我们是谁ꎬ究竟是什么使得我们生而为

“人”ꎬ身份危机难以避免ꎮ 其六ꎬ人类可能被奴

役或遭遇被毁灭的前景ꎮ 在弱人工智能时期ꎬ它
已经表现出远远超越人类的能力ꎻ在不远的未

来ꎬ随着强人工智能时期的来临ꎬ人类将不再是

万物之灵ꎬ类人机器人将比人类更有智慧ꎬ机器

失控的几率会越来越高ꎮ〔１３〕

２. 技术拜物教的表现

技术拜物教是一种文明病症ꎬ人工智能不过

是让其更加疯狂ꎬ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其一ꎬ对
人工智能技术与产品的顶礼膜拜ꎮ 包括企业对

人工智能的疯狂追逐、资本市场对人工智能的疯

狂热捧、消费者对人工智能产品的疯狂迷恋、使
用者对人工智能的无限信任与依赖等ꎮ 以购买

苹果手机为例ꎬ“果粉”彻夜排队“抢购”、高中生

卖肾“换购”、女大学生“裸贷”“贷购”、父母不给

买就跳楼的“胁迫购”等ꎬ都是技术拜物教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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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ꎮ 同样ꎬ被热炒的机器人索菲亚被授予沙特阿

拉伯国籍ꎬ本质上也是技术拜物教的表现ꎮ 其

二ꎬ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无限乐观ꎬ对技术恐惧者

的无情攻击ꎮ 技术拜物教论者充分相信理性的

力量ꎬ进而赋予技术无限的信任与好感ꎬ认为人

工智能会让人类的生活越来越好ꎬ未来越来越光

明ꎮ 同时ꎬ他们以过去科技发展的经验为例ꎬ把
技术恐惧斥之为非理性的恐惧、无知的焦虑ꎬ“认
为质疑技术的方向如果不是撒旦的话ꎬ就是疯

了”ꎬ〔１４〕甚至认为对人工智能的恐惧是人文学者

的阴谋ꎮ 其三ꎬ技术统治思维的膨胀ꎮ 技术统治

思维的历史源远流长ꎬ最早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

期柏拉图提出的“哲学王”思想ꎮ 启蒙运动与工

业革命以来ꎬ高扬理性主义旗帜ꎬ技术统治思潮

一波接一波ꎬ从培根«新大西岛»中由科学家和

技术家组成的统治机构所罗门宫ꎬ到圣西门«论
实业制度»中掌握政治权力的科学家与实业家ꎬ
再到丹尼尔贝尔(Ｄａｎｉｅｌ Ｂｅｌｌ)«后工业社会的

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 中的 “能者统

治”ꎬ直至尼克博斯特洛姆(Ｎｉｃｋ Ｂｏｓｔｒｏｍ)«超
级智能»中超级智能将统治地球ꎬ无不是这种思

维的呈现ꎮ 其四ꎬ人工智能宗教ꎮ 科学的尽头就

是神学ꎬ科技神学荒诞地认为ꎬ可以创造一种建

基于科学基础上的信仰系统ꎬ赋予生命意义ꎬ使
人不朽ꎮ ２０１５ 年ꎬ美国硅谷工程师安东尼莱

万多夫斯基(Ａｎｔｈｏｎｙ Ｌｅｖａｎｄｏｗｓｋｉ)创立了“未来

之路”宗教ꎬ力图通过人工智能来发展和促进神

的实现ꎬ为社会进步做贡献ꎮ 在«未来简史———
从智人到智神»一书中ꎬ尤瓦尔赫拉利也曾预

言ꎬ在未来的几十年ꎬ作为碳基生物的人类的大

脑会和“硅基”的人工智能算法对接ꎬ人会进化

成为神ꎬ不但永远快乐ꎬ还会实现永生ꎬ而没有进

化成神的智人会沦为“无用的阶级”ꎬ并诞生了

新宗教———万物互联网ꎮ〔１５〕

(三)技术恐惧与技术拜物教的危害与争议

的价值

技术恐惧与技术拜物教的负面作用自不待

言ꎬ技术恐惧不仅会让自身成为“装在套子里的

人”ꎬ无法适应科技的发展与文明的进步ꎬ而且还

会阻碍技术发展的步伐ꎮ 同样ꎬ技术拜物教把信

任甚至信仰全部交给“理性”与“技术”ꎬ这种无

约束的信任ꎬ一方面ꎬ会造成“理性自负”ꎬ任由

技术滥用ꎬ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风险ꎬＤＤＴ(二氯

二苯三氯乙烷)的滥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件

等科技灾难不容忘却ꎻ另一方面ꎬ“技术和理性”
肆意侵入政治、经济、思想等多个领域ꎬ也会造成

技术压抑人性、侵蚀文化的现象以及人的独立思

考与批判精神的丧失ꎮ 但是ꎬ两者的存在与争议

也具有一定的价值与意义ꎮ 就人工智能来说ꎬ技
术崇拜以及对技术的极致追求无不给予人工智

能跨越式发展以强大推动力ꎬ这对于人类社会的

发展与进步无疑是非常有益的ꎻ同时ꎬ越来越多

的批评与“技术失控”事件ꎬ也在警示人工智能

存在“失控”的风险ꎬ对其负面性提高警惕并施

以必要的预防性规约是十分必要的ꎮ 实际上ꎬ在
人工智能技术日新月异的高光时刻ꎬ越来越多的

知名人士对此敲响了“警世钟”ꎬ比尔盖茨、埃
隆马斯克、史蒂芬霍金等都认为 ＡＩ 技术将

对人类发展与生存构成重大威胁ꎮ 越来越多的

国际组织、国家加入到“预防行动”中来ꎬ纷纷通

过政策引导、立法ꎬ推进人工智能安全发展ꎮ 越

来越多的行业组织、智库等通过制定人工智能伦

理原则、发布人工智能发展报告ꎬ为人工智能发

展与安全献计献策ꎮ 这些“未雨绸缪”的努力ꎬ
为人工智能产业的健康成长与安全预防奠定了

坚实基础ꎮ

二、人工智能技术恐惧与技术拜物教的肇因

一部人类史同时是一部技术发展史ꎬ一部技

术发展史也是技术恐惧与技术拜物教的伴生史ꎮ
然而ꎬ在漫长的技术发展史中ꎬ由于历史条件的

限制ꎬ人们尚无法深刻洞察两者的奥秘ꎬ它们的

矛盾一般通过“自在”的时间演进来化解ꎮ 时至

现代社会ꎬ人类已经由“自在王国”发展到“自为

王国”ꎬ相关理论框架与分析工具都获得了长足

发展ꎬ具备了平抑技术恐惧与技术拜物教的冲

—００２—

　 ２０２１. １学界观察



突、调和两者矛盾的自觉自为的能力ꎮ 因此ꎬ必
须据此厘清人工智能技术恐惧与技术拜物教滋

生的肇因ꎬ才能选对方法ꎬ对症下药ꎮ
(一)人工智能技术恐惧的肇因

１. 科幻书籍与影视作品的“渲染”
工业革命以来ꎬ科技在赋予人类文明与进步

的同时ꎬ技术的滥用与副作用也深深触动了知识

群体的敏感神经ꎬ他们深切关注人类未来的命

运ꎬ其作品不可避免地把他们的技术恐惧延伸到

其中ꎮ 在诸多科幻书籍中ꎬ人工智能是永恒的主

题ꎬ是人们探寻人类价值和思索道德困境的路

径ꎮ 从早期的«科学怪人»«美丽新世界»«我ꎬ机
器人»到近年来畅销的«失控» «灵魂机器的时

代»«生命 ３. ０:人工智能时代ꎬ人类的进化与重

生»«奇点临近»ꎬ蔚为大观ꎮ 有趣的是ꎬ作者群

体也从早期的人文学者越来越多地转换为科技

专家ꎮ 科技权威的加盟ꎬ潜意识里大大增强了人

们对于人工智能僭越人类风险的“科学性、真实

性与紧迫性”意识ꎮ 众多的人工智能科幻佳作也

催生了人工智能科幻电影市场的繁荣ꎬ与技术恐

惧主题几乎一脉相承ꎬ«机器公敌» «人工智能»
«黑客帝国» «灭绝»等热门科幻电影ꎬ无一不被

热捧ꎮ “在技术光动艺术空间和空间动力学整体

剧院的影响下ꎬ 伟大的触觉交流文 化 来 临

了!” 〔１６〕身临其境的技术特效在给予我们视觉享

受的同时ꎬ也把对人工智能恐惧的“念头”悄悄

植入“人心”ꎮ 从«神秘博士»中的赛博人统治地

球ꎬ到«星际迷航»中硅基生命把碳基生命当作

必须清除的“害虫”ꎬ莫不如此ꎮ 在科幻书籍与

影视作品的双重“渲染”下ꎬ人工智能技术恐慌

已经拟态环境化ꎬ成为“拥趸们”的一种集体无

意识的普遍性心理暗示ꎮ
２. 人工智能技术恐惧的高传染性

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ꎬ人类天生就对负面情

绪更加敏感ꎮ 在各种科技灾难的冲击下ꎬ技术恐

惧充斥着现代人的内心ꎬ人工智能恐惧只不过是

最新、最典型的一种呈现ꎮ 人工智能毁灭人类的

幻觉一旦感染一个群体ꎬ那么ꎬ该群体就会深信

不疑ꎬ“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ꎻ提供给他

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ꎬ他们或者全盘接受ꎬ
或者一概拒绝ꎬ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

论”ꎮ〔１７〕他们还会不断向外扩散恐惧情绪ꎬ具有

高传染性ꎮ 高度的相互关注与深度的情感纽带

就会“共情”渲染出一条充满情感能量的“互动

仪式链”ꎬ“结果ꎬ情感状态变得越来越强烈ꎬ也
更有支配性ꎻ而相反的感受被主要的群体感受驱

散了”ꎮ〔１８〕罗森与威尔认为技术恐惧是对技术的

消极心理反应ꎬ并提出了技术恐惧的构成公式:
ＴＰ ＝０. １９４ × Ｊ ＋０. ５６６ × Ｔ ＋ ０. ２２３ × ＸＲ －０. １２９ ×
ＪＲꎬ其中ꎬＴＰ 是技术恐惧ꎬＪ 是技术焦虑水平ꎬＴ
是对技术的态度ꎬＸＲ 是消极认知ꎬＪＲ 是积极认

知ꎮ〔１９〕由此可见ꎬ对技术的态度是影响技术恐惧

的首要因素ꎮ 一旦对技术的态度被感染ꎬ技术焦

虑、认知状态都会被联动影响ꎮ
３. 算法“黑箱”引发的“忧虑”
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算法经常被

描述成一个无人理解的黑箱ꎬ随着人工智能算法

的应用范围愈来愈广泛ꎬ算法黑箱引发的忧虑与

担心与日俱增ꎮ 主要是:其一ꎬ伴随着算法日益

应用于政治决策、社会治安、司法审判、医疗诊

断、金融服务等高价值领域ꎬ 一旦算法出现

“ＢＵＧ”ꎬ付出的代价将难以估量ꎮ 其二ꎬ由算法

黑箱来辅助政治决策ꎬ与民主政治的透明、公开

理念背道而驰ꎬ其决策的合法性必然受到质疑ꎮ
其三ꎬ由于算法黑箱的存在ꎬ也为算法操纵、算法

过滤提供了缝隙ꎬ算法有堕落为违法工具的风

险ꎮ 其四ꎬ由于知识产权的保护ꎬ算法通常是保

密的ꎬ即使公开ꎬ鉴于算法的高度专业化、复杂

性ꎬ就算专业人士也往往难以全然了解ꎬ普通人

更是无法洞悉ꎮ 并且算法一旦公开ꎬ很难保证不

会被黑客恶意利用ꎬ造成更大的问题ꎮ 由算法黑

箱引发的担忧与焦虑ꎬ不仅困扰着科技专家ꎬ也
损害着公众的信任感ꎮ

４. 人工智能存在被滥用与失控的风险

人工智能技术被滥用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

视的严重问题ꎬ主要表现为:其一ꎬ智能推荐算法

—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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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的“过滤气泡”ꎬ〔２０〕 限制公众接触不同观点

的机会ꎬ把他们紧紧束缚在分裂的一个个信息茧

房中ꎬ偏见日益增强ꎮ 更令人担心的是ꎬ智能算

法散布的假新闻对公民美德、社会信任的侵蚀以

及对社会的撕裂ꎮ〔２１〕 其二ꎬ算法成为牟利的工

具ꎮ 例如ꎬ亚马逊、携程等都曾利用人工智能算

法甄别新老用户ꎬ区别对待以便牟利ꎮ 其三ꎬ算
法偏见引发的歧视已经不容漠视ꎮ 比如ꎬ快递服

务绕过黑人区、为女性推荐低薪工作等种族歧

视、性别歧视现象ꎬ招致越来越多的批评ꎮ 更令

人忧心的是ꎬ人工智能不但容易被教坏ꎬ而且还

可以自己学会歧视ꎮ 普林斯顿大学的一项研究

发现ꎬ在利用网络上常见的人类语言进行训练

时ꎬ机器学习程序往往会学到深藏于用词方式之

中的文化偏见ꎮ〔２２〕其四ꎬ利用智能算法作为武器

干预别国大选与舆论的手段正在被一些国家或

组织滥用ꎮ ２０１６ 年ꎬ剑桥分析公司 (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曾经非法利用社交媒体客户信息干扰

英国脱欧与美国大选ꎻ另外ꎬ关于俄罗斯利用假

新闻武器干预 ２０１６ 年美国大选的争议迄今仍高

烧不退ꎮ 其五ꎬ权力阶层利用人工智能加强控制

的可实现性已经没有技术障碍ꎮ 亨利詹金斯

认为ꎬ技术本身即构成了权力和社会控制系统ꎬ
而不仅仅是加强ꎬ并导致侵犯人类自由和公民自

由ꎮ〔２３〕齐格蒙特鲍曼(Ｚｙｇｍｕｎｔ Ｂａｕｍａｎ)在«现
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的警示说明ꎬ对于人工智

能与权力的联动保持清醒的认知是极为必要的ꎮ
５. 恐怖谷效应与奇点来临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日本机器人专家森政宏

(Ｍａｓａｈｉｒｏ Ｍｏｒｉ)提出了“恐怖谷”的理论ꎬ机器人

的仿真度越高ꎬ人类越有好感ꎬ当超过一个临界

点时ꎬ这种好感度会突然降低ꎬ变成相似度越高

反而越反感ꎬ直至恐惧谷底ꎮ 思想由两部分组

成:代理(计划和做事的能力)和经验(感知和感

知事物的能力)ꎬ两者都将人与机器人区分开来ꎮ
科特格雷(Ｋｕｒｔ Ｇｒｅｙ)与达涅尔维格纳(Ｄａｎ￣
ｉｅｌ Ｗｅｇｎｅｒ)的研究表明ꎬ“恐怖谷”的心理效应不

仅存在于外表ꎬ也存在于思维ꎮ 他们认为ꎬ引起

恐怖谷效应的主要根源在于人们的预期———预

期机器人没有情感ꎬ预期人类有情感ꎬ当这两种

预期遭遇挑战甚至被颠覆的时候(即预期与现实

完全背离时)ꎬ会出现严重的认知失调ꎮ〔２４〕在«人
工智能:改变世界ꎬ重建未来»一书中ꎬ卢克多

梅尔(Ｌｕｋｅ Ｄｏｒｍｅｈｌ)提出了“奇点”的概念ꎬ指的

是机器在智能上超过人类的那个点ꎮ 如今伴侣

机器人、杀人机器人已经成为现实ꎬ“奇点时刻”
正日益迫近ꎮ 长短期记忆 (ＬＳＴＭ) 〔２５〕 之父尤尔

根施米德胡贝(Ｊüｒｇｅｎ Ｓｃｈｍｉｄｈｕｂｅｒ)预测 ２０３０
年人工智能奇点将到来ꎮ 詹姆斯  亨德勒

(Ｊａｍｅｓ Ｈｅｎｄｌｅｒ)则认为ꎬ“奇点时刻”来临时ꎬ不
是人类被机器取代ꎬ而是“人类社会”被“社会机

器”取代ꎮ “奇点时刻”的临近ꎬ让恐怖谷效应日

益发酵ꎬ人类的担忧与恐惧情绪不断升温ꎮ
(二)人工智能技术拜物教的肇因

１. 工具崇拜

作为社会性动物ꎬ人类有着根深蒂固的对强

者力量的崇拜本能ꎬ那就是追随强者ꎬ尤其格外

崇拜那些持有强大工具的强者ꎮ 在万物有灵的

原始宗教氛围下ꎬ信仰自然迁移到“强大工具”
上ꎬ想当然地认为工具有着超过其使用功能的神

秘力量ꎬ可以帮助他们战胜对未知力量的恐惧ꎮ
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祛魅”虽然扳倒了有形

的“工具崇拜”ꎬ但在自负的理性主义洪流中ꎬ人
类早期所形成的“工具崇拜”意识被沿袭了下

来ꎬ无形的、与工具崇拜一脉相承的、冠以现代性

面貌的新变种———工具主义登场ꎮ 工业革命以

来ꎬ一波接一波的科技浪潮ꎬ工具理性几乎被推

向极致ꎮ “我们能做什么并不重要ꎬ只要我们能

做这件事就行”ꎮ〔２６〕道德合法性无法再有效约束

工具理性ꎬ手段超越目的自证其合法性ꎬ甚至赋

予目的合理性ꎮ 对工具理性的依赖与疯狂追逐ꎬ
使得人类迷失了对生命目的与意义的关注与沉

思ꎬ他们天真地认为可以单纯依靠技术就能建立

现世的理想国度ꎮ 人类曾是上帝的奴仆ꎬ现在却

成了上帝ꎬ曾经是被造物ꎬ现在却自称造物主ꎮ
人类创造了工具ꎬ却被工具所奴役ꎻ人类创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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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ꎬ自身却成为娱乐的对象ꎮ 人类的欲望与贪

婪通过技术工具忘乎所以、不受控制地改天换

地ꎮ 一切都可以娱乐ꎬ一切都是娱乐ꎬ“其结果是

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ꎮ〔２７〕人工智能拜

物教并不新鲜ꎬ只不过是穿了新衣(人工智能)
的“工具崇拜”的改头换面ꎮ

２. 自负的理性主义

理性是人的本质ꎬ它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ꎬ
从苏格拉底到康德一脉相承、无不崇信理性ꎮ 文

艺复兴中ꎬ人被置于世界的中心ꎬ并被赋予独一

无二的神圣地位ꎮ 启蒙运动以来ꎬ高扬理性主义

大旗ꎬ一波接一波的科技革命浪潮ꎬ理性主义精

神渗透入经济、政治、社会等各层面ꎬ彻底改变了

人类生产、生活方式ꎬ成就斐然ꎮ “开启于 １８ 世

纪的把理性精神归融于工业的过程ꎬ实际上就是

把形而上学的理性转化为工具合理性的过程ꎮ
一方面ꎬ它是社会进步的象征ꎻ另一方面ꎬ它又是

压抑批判性理性的手段”ꎮ〔２８〕 其一ꎬ理性主义营

造了人类自我高度肯定的话语环境ꎮ 迅猛发展

的科技成为人类改造自然的强有力工具ꎬ人类从

自然界中超脱出来ꎬ成为统治与控制一切其他存

在的独一无二的主体ꎬ被动的客体由此形成ꎮ 主

客体角色与地位的转换“表现了在人的自身理解

和对自然的理解中的决定性的变化”ꎮ〔２９〕 在主客

二分理念的鼓噪下ꎬ人的主体性空前膨胀ꎬ偏执

地狂想技术可以改造一切ꎬ甚至人类自身ꎮ 其

二ꎬ科学的进步与成就无形中放大了技术的力

量ꎬ建构理性经常高估理性本身ꎬ其后果就是人

们试图“把整个社会变成一个由理性指导和控制

的机器”ꎮ〔３０〕妄想通过技术对自身实现理性化改

造ꎬ创造出一个美好的社会ꎬ由此走向合理利用

理性的反面ꎮ １９、２０ 世纪之所以会有那么多乌

托邦实验ꎬ正是源于政治精英对于社会改造技术

的高估ꎮ ２１ 世纪ꎬ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ꎬ人们的

乌托邦梦想似乎更近了ꎮ 日本丰田汽车公司致

力于打造一座名为“编织之城” (Ｗｏｖｅｎ Ｃｉｔｙ)的

未来智慧型城市ꎬ沙特阿拉伯则打算建设一座名

为“全新未来” (ＮＥＯＭ)的人工智能未来城市ꎮ

理性乌托邦并未远去ꎮ
３. 理性的异化与心灵控制

人类的理性是在反对神性中产生的ꎬ是为了

驯服自然并从自然中获得解放ꎬ然而ꎬ在科技崇

拜与理性自负的裹挟下ꎬ它不再关心目的ꎬ愈益

局限于技术效能ꎬ只为物质或社会的工艺效劳ꎮ
人类理性逐渐走向了自身的反面ꎬ异化为非主体

的反人的工具理性ꎮ “技术的解放力量———使事

物工具化———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ꎬ即使人也工

具化”ꎮ〔３１〕在当今视觉媒介构建的景观社会中ꎬ
对商品的购买和消费就是对奇观的购买和消费ꎬ
“奇观与商品完成其对社会生活的殖民化的时刻

是一致的”ꎮ〔３２〕 技术造就了商品奇观ꎬ商品拜物

教发展成为奇观拜物教ꎬ奇观拜物教实质就是技

术拜物教ꎮ 人造物对人的奴役表象下实则是理

性的自我奴役ꎮ 疯狂的消费主义侵蚀与控制着

人们的心灵ꎬ人们孜孜以求的是“科技”而非“需
要”ꎬ津津有味地炫耀着“科技带来的幸福感”ꎮ
一种被遮蔽起来的不幸可能是一种幸福ꎬ不过ꎬ
却是一种虚假的幸福ꎮ 人工智能时代ꎬ景观社会

五彩斑斓ꎬ诱惑力十足ꎬ但与以往需要思考抉择

购买哪一种商品相较ꎬ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大数据

画像精准地把特定的奇观商品推荐给原子化的

个体ꎬ它比我更了解“我”ꎮ
４. 科技宗教

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ꎬ人类本能的有一种根

深蒂固的不安全感ꎮ 在蒙昧时代ꎬ上帝就是人类

的救世主ꎬ人类寻求上帝的救赎以慰藉不安的心

灵ꎮ 然而ꎬ启蒙运动以来ꎬ科技革命高歌猛进ꎬ人
性驱逐了神性ꎬ此岸疏离了彼岸ꎬ“上帝的力量”
日渐式微ꎬ以致尼采感叹“上帝已死”ꎮ 科技的

高速发展ꎬ日益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ꎬ无
论是科技层面的探索宇宙项目ꎬ政治层面的科层

制ꎬ还是社会层面的“社会改造工程”ꎬ经济层面

的数字经济ꎬ科技的影子充斥着整个世界ꎮ “在
观念的残垣断壁之中ꎬ只剩下一个可以相信的东

西———技术”ꎮ〔３３〕 人类在获得安全感的同时ꎬ也
对技术产生了高度依赖ꎬ难免滋生没有科技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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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就无法生存的“想当然念头”ꎬ以及科技无

往不胜的“幻觉”ꎮ 这种对技术的信任与依赖ꎬ
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转化成了一种“神话”般的崇

拜ꎬ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上帝”转投“科技之神”ꎮ
“启蒙为了粉碎神话ꎬ吸取了神话中的一切东西ꎬ
甚至把自己当作审判者都陷入了神话的魔

掌”ꎮ〔３４〕在技术垄断的时代ꎬ“关于全能上帝与国

王的辉煌壮丽的图景ꎬ被全能的技术与科学的远

景所取代”ꎬ〔３５〕科技的魅惑使得“人类已经开始

把自己看作机器”ꎮ〔３６〕 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

代人的信»中ꎬ圣西门就曾提出了“以科学家取

代牧师、以牛顿协会代替教会”的主张ꎮ 时至今

日ꎬ人工智能的强大威力更成为技术拜物教论者

们顶礼膜拜的对象ꎬ成为科技宗教炒作与魅惑的

噱头ꎮ 在祈求人工智能扮演永生救世主的角色

方面ꎬ甚至科技巨头都难以免俗ꎮ «纽约客»杂

志曾详尽报道了硅谷 ＣＥＯ 们是如何投资扶持生

物科技公司ꎬ以此来满足自己对永生的渴求ꎮ〔３７〕

三、人工智能技术恐惧与技术拜物教的矫治

技术恐惧与技术拜物教源自人类的本能反

应ꎬ在人类科技发展史上ꎬ正是由于两者的冲突

与碰撞ꎬ科技发展才会走上一条推动人类社会发

展的“正道”ꎮ 人工智能技术恐惧与技术拜物教

普遍不被认为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ꎬ却被公认

为是一种心理疾病ꎮ 因此ꎬ鉴于目前人工智能技

术恐惧与技术拜物教的规模与影响力ꎬ亟须予以

良善治理ꎮ
(一)人工智能技术恐惧与技术拜物教的共

治之策

１. 人工智能行业加强自律与伦理规范

在人工智能设计研发、数据采集等环节ꎬ把
道德、法律、风俗等伦理规范嵌入人工智能系统ꎬ
无疑是防范人工智能技术风险的第一步ꎮ 人工

智能行业组织与巨头已经开展自律行动ꎮ 一是ꎬ
人工智能巨头纷纷设立人工智能伦理机构ꎮ
ＩＢＭ 的沃森(Ｗａｔｓｏｎ)项目组成了伦理审查委员

会ꎮ 微软创建了人工智能伦理委员会 “以太

(Ａｅｔｈｅｒ)”以指导研发工作ꎮ 谷歌公司不仅在内

部建立了高级技术审查委员会(ＡＴＲＣ)ꎬ来帮助

解决其面临的人工智能伦理困境ꎬ还成立了一个

由外部专家组成的“先进技术外部咨询委员会

(ＡＴＥＡＣ)”ꎬ以审查与监督人工智能设计与应用

时应遵循的伦理规范ꎮ 为警察部门生产电击枪

和摄像头的 Ａｘｏｎ 公司、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等也成立了伦

理咨询委员会ꎮ 成立伦理委员会已经成为人工

智能行业的潮流ꎮ 二是ꎬ人工智能行业组织与巨

头发布报告ꎬ阐述人工智能设计与发展的新理

念ꎮ 无论是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发布的

«合乎伦理的设计:将人类福祉与人工智能和自

主系统优先考虑的愿景»、美国信息产业理事会

发布的«人工智能政策原则»、阿西洛马会议达

成的 ２３ 条人工智能原则等行业发展报告ꎬ还是

英特尔发布的«人工智能公共政策机会»、微软

发布的«未来计算»等行业代表型巨头的发展建

议ꎬ都主张要重视隐私、消除偏见、安全可靠ꎬ共
同保障人类未来的利益和安全ꎮ 三是ꎬ采取联合

行动ꎬ并借助外脑智慧解决棘手的人工智能伦理

问题ꎮ ２０１６ 年ꎬ亚马逊、微软、ＩＢＭ、谷歌和 Ｆａｃｅ￣
ｂｏｏｋ 联合成立了人工智能联盟(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ｏｎ
ＡＩ)以应对人工智能对伦理与安全带来的挑战ꎮ
２０１９ 年ꎬ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拿出 ７５０ 万美元与慕尼黑技术

大学合作建立了人工智能伦理研究所ꎬ希望在人

工智能的研究中引入更多伦理思考ꎮ 人工智能

行业加强自律对于矫治人工智能技术恐惧与技

术拜物教无疑是十分必要与深有教益的ꎮ
２. 国际组织与国家在行动

一是ꎬ国际组织在行动ꎮ 联合国先后发布了

«发展 ４. ０:亚太地区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中的机遇与挑战» «教育中的人工智能:可持续

发展的挑战与机遇»«技术趋势 ２０１９:人工智能»
等一系列报告ꎬ呼吁制定国家战略推进人工智能

安全发展ꎮ 联合国还先后成立了区域间犯罪和

司法研究所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中心ꎬ以监控人

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的发展ꎮ 在立法、政策规制

人工智能方面ꎬ欧盟成果丰硕ꎮ ２０１７ 年ꎬ欧洲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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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要求欧盟委员会提交关于机器人和人工智能

民事责任的法律提案ꎻ２０１８ 年开始实施«通用数

据保护条例»ꎻ２０１９ 年ꎬ欧盟 ＡＩ 联盟发布了一份

关于指导公司和政府部门应该如何研发和人工

智能有关技术的草案ꎻ２０２０ 年ꎬ欧盟委员会更是

发布了«人工智能白皮书———通往卓越和信任的

欧洲路径»ꎮ 二是ꎬ国家在行动ꎮ 在人工智能发

展战略方面ꎬ２０１６ 年美国密集发布«国家人工智

能研究与发展战略规划»«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

好准备»«人工智能、自动化和经济»等人工智能

战略报告ꎬ２０１７ 年我国发布了人工智能发展计

划ꎬ同年加拿大宣布了泛加拿大人工智能战略ꎬ
各国纷纷抢占人工智能战略高地ꎬ阿联酋甚至任

命了世界上第一位人工智能部长ꎬ规划人工智能

安全发展ꎮ 在立法方面ꎬ美国、德国、韩国等国家

都纷纷提出了人工智能法案ꎬ２０１９ 年我国也决

定将一些与人工智能密切相关的立法项目列入

立法规划ꎮ 三是ꎬ在自动驾驶、深度伪造、人工智

能医疗、智能机器人等迫在眉睫的细分领域ꎬ立
法行动在提速ꎮ 在自动驾驶领域ꎬ２０１７ 年ꎬ美国

众议院通过了«自动驾驶法案»ꎬ这是全球第一

部自动驾驶法律ꎻ同年德国联邦参议院通过了

«道路交通法第八修正案»ꎬ补充完善自动驾驶

法规ꎮ 在深度伪造(Ｄｅｅｐ ｆａｋｅ)领域ꎬ美国最早

针对深度伪造技术立法规制ꎬ２０１８ 年美国参议

院提出了«２０１８ 年恶意伪造禁令法案»ꎬ２０１９ 年

美国众议院提出了«深度伪造责任法案»ꎮ 此

外ꎬ人工智能医疗、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的立法也

在研讨制定中ꎮ 四是ꎬ地方政府制定了有关人工

智能技术的相关规章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ꎬ美国内华

达州议会通过一项法律ꎬ授权使用自动驾驶汽

车ꎬ但“要求有人坐在驾驶座上”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ꎬ纽约市议会更是通过了«政府部门自动决策

系统法案»ꎬ这是美国针对人工智能算法进行立

法监管的首个法案ꎮ 国际组织的研究报告与政

策指导、国家与地方层面的立法规制与政策规

划ꎬ对于技术恐惧者来说ꎬ相当于一颗定心丸ꎬ很
大程度消解了他们的焦虑与担忧ꎻ对技术拜物教

者来讲ꎬ相当于一剂清醒剂ꎬ让他们深刻认识到

人工智能技术的负面作用ꎮ
(二)人工智能技术恐惧的治理策略

１. 对失业等人工智能可能引发的急迫问题

“未雨绸缪”
作为一种颠覆性的技术ꎬ人工智能引发的急

迫问题正以超乎人类想象的方式与速度不断呈

现ꎬ越来越多的技术专家与学者表达了对人工智

能的担忧ꎮ ２０１８ 年ꎬ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ꎬ
３７％的技术专家认为未来 １０ 年人类生活不会因

人工智能变得更美好ꎮ〔３８〕 其中ꎬ首当其冲就是失

业问题ꎮ 虽然每一次科技进步ꎬ都会有一些岗位

甚至是行业消失掉ꎬ但没有一次技术变革造成的

失业浪潮会像人工智能这样来得狂暴ꎮ 智能收

费系统把收银员替换了ꎬ新闻写作机器人把记者

替换了ꎬ自动驾驶汽车把司机代替了ꎬ智慧医疗

机器人把医生顶岗了ꎬ无人超市、无人工厂等日

益普遍ꎮ 越来越多的领域ꎬ人工智能正在快速超

越人类ꎮ ２０１６ 年ꎬ美国白宫发布的«人工智能、
自动化和经济»报告称ꎬ未来十年里ꎬ人类将有约

一半的工作被机器人取代ꎮ 即使比较乐观的加

特纳公司(Ｇａｒｔｎｅｒ)的报告也显示ꎬ２０２０ 年人工

智能将创造更多就业机会ꎬ但制造业就业将面临

巨大打击ꎮ 如果在短时间内这种局面不能及时

找到解决对策ꎬ一旦出现大规模的失业潮ꎬ势必

会加剧人们的心理恐慌ꎬ也将会给社会造成致命

伤害ꎮ 因此ꎬ“哪些旧的职业和岗位将会消失ꎬ哪
些新的职业将会产生ꎬ这是必须首先考虑清楚的

一个问题”ꎮ〔３９〕

从政府层面来说ꎬ政府应当从以下四方面入

手加以引导与规制ꎬ防患于未然ꎮ 一是ꎬ设立职

业培训基金ꎬ由政府出资为失业工人培训新工作

技能ꎮ 二是ꎬ培植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迫切需要的

以及其无法替代的产业集群作为增加就业的新

增长极ꎮ 要努力发展机器人编程与集成应用、智
能机器装配与维修、智能控制系统设计与开发等

人工智能发展迫切需要的辅助领域ꎬ壮大智能制

造、智能商业、智能金融、智能医疗、智能教育、智
—５０２—

技术恐惧与技术拜物教



能农业、智能建筑等智能产业ꎻ要大力培育人工

智能无法替代的行业ꎬ特别是一些以人为本的、
需要情感体验类的工作ꎬ比如护理护养、心理咨

询、婴幼儿抚养等ꎬ使其成为吸纳就业的新增长

点ꎮ 三是ꎬ立法保护人工智能产业中处于弱势的

劳动者ꎬ特别是数字众包工ꎬ他们通常被视作“独
立承包商”而非雇员ꎬ数字平台公司可以不必为

他们提供社会福利和最低工资保障ꎬ这使得许多

以零时工作为全职工作的不稳定就业者收入微

薄ꎮ 以网约车司机为例ꎬ美国、法国、英国、西班

牙等都在采取行动加强对数字众包工的劳动保

护ꎮ 四是ꎬ通过对机器人的使用征税ꎬ建立全民

基本收入计划(ＵＢＩ)ꎮ 全民基本收入计划指的

是给一国合法公民定期、定额的发放现金ꎬ以使

其获得基本生活保障ꎮ 在人工智能带来的失业

问题与贫富差距拉大的压力下ꎬ加拿大、挪威、爱
尔兰、荷兰的乌特勒支市等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

区陆续开始试验全民基本收入计划ꎮ 从高校层

面来说ꎬ高校要及时调整专业设置ꎬ防止大学生

学非所用ꎮ 要瞄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ꎬ培
育新兴交叉学科ꎬ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核心关键

技术创新ꎮ 还应根据社会需要及时调整专业设

置、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ꎬ加强培养人工智

能社会急需的人才(如:人工智能律师、数据侦探

等)ꎬ防止人才资源浪费ꎮ 从个人层面来讲ꎬ每个

人都要积极学习新的职业技能ꎬ及时调整好个人

职业规划ꎮ 当然ꎬ也不必过度悲观ꎬ“随着体力及

知识性工作的自动化程度不断提升ꎬ至少从短期

来看ꎬ很多工作会被重新定义而不是被直接替

代”ꎮ〔４０〕

２. 对性爱机器人等人形机器人的负面影响

要早研究

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ꎬ人类与机器人之间的

界线将逐渐模糊ꎬ人形机器人的伦理挑战日益严

峻ꎮ ２０１９ 年日本推出了一款与真人别无二致ꎬ
还有温度的名为“妻子”的机器人ꎬ２０２０ 年美国

推出专为“在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上遇到困难的

人们”特制的ꎬ拥有 １２ 种性格设定的名为“和

谐”的智能伴侣机器人ꎬ越来越聪明的人形机器

人正不断进入人类世界ꎬ人机共存时代快速到

来ꎮ 人形机器人虽然是一部机器ꎬ但这部机器上

投射着人类的全部欲望ꎬ实际上是人把自己投射

到物上ꎮ 情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表现ꎬ但当机器

也具备“情感”时ꎬ两性关系、婚姻、家庭、交友、
孩童养育与陪伴等人伦边界都将被打破ꎬ陷入伦

理困境ꎮ 以性爱机器人为例ꎬ相似的外貌和情

感ꎬ都将增强人类与人形机器人之间的亲近感ꎮ
性爱机器人开发者塞尔吉桑托斯( Ｓｅｒｇｉ Ｓａｎ￣
ｔｏｓ)也称ꎬ未来 ２０ 年内他开发的性爱机器人将会

与人类结婚ꎮ 心理学家大卫利维(Ｄａｖｉｄ Ｌｅｖｙ)
在«与机器人的爱与性»一书中预言:２０５０ 年ꎬ人
类将爱上机器人!〔４１〕 当人类在皮格马利翁效应

的诱导下ꎬ迷恋上了有“情感”的机器人ꎬ但是遭

遇了抗拒ꎬ怎么办? 当性爱机器人具备“感情”ꎬ
仍被作为“玩偶”是否道德? 如果人类倾向于更

完美的“性爱机器人”ꎬ家庭、婚姻、生育将何以

自处?
因此ꎬ是时候正视人形机器人的负面影响

了ꎮ 一是ꎬ加快研究与制定人机互动伦理ꎮ 近年

来人工智能系统在其算法中融入意向性、智能性

和适应性的能力取得了非凡的进步 ꎬ〔４２〕 技术专

家、社会学家、伦理学家、心理学家等要摒弃成

见ꎬ携手研究机器伦理ꎬ特别是那些触及伦理底

线的棘手问题ꎮ 正如彼得保罗维贝克所言:
“当人们应用技术时ꎬ道德行为不单纯是人类生

成的ꎬ而且也包含着非人类的要素”ꎬ 〔４３〕技术已

经成为道德行动者ꎮ 否则ꎬ面对人形机器人ꎬ人
类纳喀索斯症的悲剧难免不会上演ꎮ 二是ꎬ尽快

研究与破解人形机器人刑事归责难题ꎮ 随着人

形机器人越来越深地介入人类的日常生活ꎬ一旦

它们实施了危害人类与社会的“犯罪行为”ꎬ应
该如何进行归责、追责与惩戒ꎬ亟待法学界积极

研究与破解ꎮ 三是ꎬ学术界应弱化对人形机器人

道德恐慌与技术恐惧的渲染ꎬ把关注点投射到其

建设性应用研究上ꎬ将重心放在人工智能时代热

点问题的探讨与解决上ꎮ
—６０２—

　 ２０２１. １学界观察



(三)人工智能技术拜物教的消解路径

日益强大的人工智能让人们越来越可以滥

用自身的力量来满足不断膨胀的物质欲望ꎮ 人

工智能技术拜物教现象的产生ꎬ一方面表明人的

本质力量获得了很大程度的发挥ꎬ另一方面也说

明现代人患了“精神贫乏症”ꎬ缺乏应有的哲学

素养ꎬ呈现出对技术崇拜的病态狂欢与极致癫

狂ꎮ “理想的人类社会应该是人的智性、心性和

灵性都能得到高度发展的社会必须以警惕

的态度审视目前正在不断升温的人工智能万能

论”ꎮ〔４４〕因此ꎬ矫治人工智能技术拜物教首要是

保持独立思考与批判精神ꎬ同时ꎬ警惕人工智能

技术对人类社会的侵犯ꎮ
１. 保持独立思考与批判精神

“技术的本质肯定不是技术性的ꎮ 它并不存

在于机器、事务中ꎮ 它存在于现代人的思考方式

中”ꎮ〔４５〕技术的异化始于人类的异化ꎮ 在现代社

会ꎬ科技被赋予了无以复加的神圣地位ꎬ几乎成

了判断一切的终极审判者ꎬ“思想的运动被停止

在表现为理性自身的界限的障碍面前”ꎮ〔４６〕 在科

技面前ꎬ无条件服从是理所当然的ꎻ质疑与抗议ꎬ
则多被视作离经叛道ꎮ “我们身处狂热特乌斯们

的包围之中ꎬ周围满是独眼龙似的先知ꎬ他们只

看到新技术之所能ꎬ想不到新技术帮倒忙的后

果”ꎮ〔４７〕久而久之ꎬ人类的思维也刻板化了ꎬ独立

思考与批判精神被锁进“技术牢笼”ꎬ这是技术

拜物教的真相ꎮ 人工智能技术拜物教把“拜物

教”推向新巅峰ꎬ它通过数字化画像剥夺了人类

消费时的“思考选择”ꎬ通过智能推荐算法把阅

读诱入“信息茧房”ꎬ〔４８〕 通过人形机器人攻破人

伦防线ꎬ通过饕餮视觉幻影煽动人们的技术狂

热ꎬ它熟悉人类的习好ꎬ投其所好ꎬ让其放弃抵

抗ꎮ 在人工智能面前ꎬ人类仅剩“数字化存在”ꎬ
人之为人的独立思考与批判精神陨落ꎮ 因此ꎬ面
对人工智能营造的更加绚烂的技术世界ꎬ要承认

理性是有限的ꎬ始终保持批判精神ꎬ始终保持对

人类心灵的独特性、人类社会复杂性以及自然界

的敬畏与尊重ꎮ 在«人类 ２. ０:在硅谷探索科技

未来»一书中ꎬ皮埃罗斯加鲁菲(Ｐｉｅｒｏ Ｓｃａｒｕｆｆｉ)
认为ꎬ对未来技术要保持批判的思维ꎬ只有兼顾

乐观派与悲观派的观点ꎬ才能获得关于技术的中

肯观点ꎮ
２. 警惕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类社会的侵犯

科学技术ꎬ既非上帝也非魔鬼ꎬ而是一把双

刃剑ꎮ “技术上最伟大的胜利与最大的灾难几乎

并列”ꎬ〔４９〕“认为技术革新只会产生片面效应的

观点是错误的观点ꎮ 每一种技术都既是包袱又

是恩赐ꎬ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ꎬ而是利弊同在的

产物”ꎮ〔５０〕人工智能时代ꎬ图像识别使身份认证

更可信赖ꎬ智能诊疗提高了诊断速度与准确率ꎬ
自动驾驶让减少事故成为可能ꎬ但人工智能解决

的问题并不比滋生的问题多ꎬ衍生的负面效应不

是变少了、变轻了ꎬ而是更复杂、更棘手ꎮ 非法采

集数据、侵犯隐私、强化社会偏见、僭越社会互动

与社会关系、散播假新闻等严重弊病ꎬ已经不容

忽视ꎮ 因此ꎬ在人工智能时代ꎬ更需要警惕技术

对人类社会的侵犯与反噬ꎬ警惕技术对人的心灵

的控制ꎮ 爱因斯坦说过:“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

工具ꎮ 怎样用它ꎬ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灾

难ꎬ全取决于人自己ꎬ而不取决于工具”ꎮ〔５１〕 在现

代资本游戏中ꎬ无休止的“追逐利润 ＋ 资本驱动

＋技术合理性”的逻辑共筑了非理性的疯狂ꎬ创
新与创造的动机异化了ꎬ只要能够获得不菲利

润ꎬ人们就会不择手段地将其变为现实ꎬ无暇顾

及创新创造所催生的社会道德和心理深渊ꎮ 这

种由贪婪的市场冲动驱动着的人工智能发展必

将驱使社会走向可怕的方向ꎮ 因此ꎬ在技术理性

占据社会主流、人工智能话语独霸的迷幻中ꎬ是
时候敲响警钟了ꎮ 人工智能必须服务于人类ꎬ而
不是其他ꎮ 在人工智能的技术世界与运作逻辑

中ꎬ人始终是目的ꎬ而绝不能成为工具ꎮ

四、结　 语

正是因为技术的生产属性将不确定性嵌入

了人类社会ꎬ才使得技术本身成了一道伦理难

题ꎻ也正是因为人类思维中根深蒂固的认知偏

—７０２—

技术恐惧与技术拜物教



执ꎬ让技术恐惧与技术拜物教无限放大ꎮ 面对人

工智能技术不断推陈出新ꎬ人工智能技术恐惧与

技术拜物教还将继续下去ꎮ 一味煽动对人工智

能的道德恐慌是缺乏远见的表现ꎬ这会妨碍对人

类极有帮助技术的健康成长ꎻ无视人工智能的技

术风险与伦理困境ꎬ同样是不明智之举ꎬ当今时

代ꎬ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类社会的侵蚀已经到了令

人触目惊心的地步ꎮ 人工智能的最新技术(如深

度伪造、数字主播、虚拟代理等)确实让人耳目一

新ꎬ科技的神奇与无所不能让人感叹ꎬ但它们被

黑暗运用的前景与高风险ꎬ也让人们如履薄冰ꎬ
人工智能走在危险的边缘ꎮ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ꎬ
因此ꎬ必须深化人工智能教育ꎬ让公众更加智慧

地思考ꎻ倡导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ꎬ秉持责任伦

理ꎬ在人类与人工智能之间赋予人类绝对优先

权ꎻ同时开启适当方式的公共讨论ꎬ让公众、技术

专家、科技巨头在观点碰撞与激荡中正视问题ꎬ
这将有利于把人类的社会规范、伦理道德与法律

准则嵌入人工智能发展中来ꎬ从而为强人工智能

时代的到来做好充分准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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