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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表达系统”可为脑意识、医疗等的讨论平台 

杨伟国  
（香港京港学术交流中心，香港） 

摘  要：有关意识研究、植物人、脑死亡均是近年学术界极为关心的重大课题。三者之间的关键就是
如何理解人类意识的反应器官。笔者立足于信息哲学，从计算机的操作系统入手，建构了脑操作系统；从
计算机有不同的计算机语言的启示，脑操作系统的内部亦应有不同的脑语言结构；不同层次的脑语言表达
了不同的意识层次内容。由此认为可建构一个新的生理系统——人类意识表达系统，有利制定合理的医疗
方案，对相关的研究亦有一个适当的讨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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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cious Representative System”— a platform for brain consciousness  

and medical treatment 

Young wai kwok 

Abstract: Consciousness, vegetative patient and brain death are major academic topics in recent years. The 
key element to tackle these topics is the reaction organ of the human consciousness. Base on the information 
philosophy, the author starts with the computer operating system to construct the human brain’s operating system. 
As there are various computer languages in different levels for computer operating system, the author assumes 
that there are also various brain languages with various contents in different levels for brain’s operating systems. A 
new physiologic system— Conscious Representative System (CRS) can be setup base on this assumption. The 
author believes medical treatment and other suitable discussion platform for the related topics can be developed 
from the Conscious Representative System (CRS). 

Key words: consciousness research; brain’s operating system; brain language; Conscious Represent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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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意识研究（consciousness research）、植物
人（vegetative patient）、脑死亡（brain death）均是
近年大脑意识研究、医疗界极为关心的重大课题。
事实上，有关“意识”的研究已争论了 130 年。 

美国哲学和认知科学博士 David J. Chalmers 认
为要等待信息新理论的出现，才容易对于意识问题
有真正的揭秘[1]。他认为：意识可以用一种新理论

进行解释，精细的推理和一些基于普遍的本质；它
或许将要涉及新的物理基本定律，信息的概念则可
发 挥 关 键 作 用。 他 更 认 为 ： 必 须 把 意 识 体 验
（conscious experience）视为一种不能简化为更为
基本事物的基本特性- - 如果现有的基本（物理）理
论不能把意识包容进去，那就必须提出某种新的理
论；我们可以先从寻求高层次的“桥梁”定律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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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体验的结构反映在觉察到的信息的结构上，反
之亦然。他认为凡是我们发现意识体验的地方，它
都是作为一种信息状态的一个方面存在，而这种信
息状态的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大脑的物理过程中。我
们必须引入科学解释的新手段；可能主要涉及信息
的基本原理（《科学》杂志把他提及的 conscious 
experience 译为意识感受，有学者认为理解为“意
识体验”更为准确）。 

《惊人的假说（The Astonishing Hypothesis）》
作者克里克（F. Crick）和心理学者科克（C. Koch）
回应 D. J. Chalmers 的观点[2]：他认为需要引入新的
基本特性— — “体验”这一观点，并且同生物体处
理信息的能力有关。换言之，一定是和来自躯体和
外部世界的信息反馈协调。他们同意 D. J. Chalmers
的观点：信息事实上有可能是关键的概念。 

有科学家称大脑为三磅的宇宙；亦有把意识形
容为四张打字纸的世界。马克思把思维着的精神比
喻为地球上的最美丽的花朵，这是人类最难解答之
科学难题。物理科学理论对意识之谜已感到无能为
力。科学家期待信息研究的新突破后，从中才可找
到意识之谜的突破口。 

笔者 1996 年提出“信息可以作为另一信息的
载体”新观点[3]，为意识研究开拓了一条新途径。 

1. 摆脱信息困惑的新思索 

控制论的奠基者维纳 N. Wiener 曾论及：信息
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不承认这一点的
唯物论，在今天就不能存在下去（Information is 
information，not matter or energy. No materialism 

which does not admit this can survive at the present 
day）[4]。维纳的名言提供了三个思考：信息是非物、
非能、无形、无体；信息与物质、能量有极重要的
关系；信息的研究一定要突破传统的物、能认识。 

笔者把握了传统中华文化对“形而上、形而下”
的思考，提出了三个立足点：（1）信息研究应该从
它的“载体”入手；（2）区分不同形态“载体”的
结构，一是有形“载体”，另一为无形“载体”；（3）
清楚区分两类不同“载体”的形态有极重要的意义，
它涉及“人”的诸多学科领域。特别是对于人类意
识的研究，离开了“信息”，不可能真正解答人类

意识之谜。 
“信息必须有载体”只是中国学者认为一个不

值得细思的学术常识。 
学术界对“信息”的争论，一般只停留在“信

息”的本身，没有深入去思考信息的盛载体。但是
至今，西方甚至仍未有一个较为统一的“载体”称
谓。又因西方语言习惯，使人们混淆了 information 
carrier 和 carrier of information 应是两个不同的学
术指称。 

20 多年前，信息概念的困扰已引起广泛的关
注。在学术上的关注首推美国“知识经济”创意者、
维也纳学派学者马克鲁普（Fritz Machlup），他感到
社会上对“信息科学”的多种不同看法，在完成了
“知识经济”几部重要著作之后，1982 年他特意组
织了国际上多个不同学术领域的 40 位知名学者，
主编了一部有关信息研究的大型著作《信息研究：
学 科 之 间 的 讯 息》（ The Study of Information: 
Interdisciplinary Message）。1983 年当他看过 40 位
学者的论文后，从文化视角写了一极长篇的评述文
章[5]。他在文章中提到不少学者并不留意的专业名
词 复 数 “ s ” 所 蕴 涵 着 的 一 些 重 要 问 题， 例 如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等等，即便是主持这些领域研
究的专家们，也不能确定把它们独立发展成为两门
学科（带 s），或者应合并成为一门科学（不带 s）；
有研究者在同一文章、同一页、甚至于同一段落，
竟可同时地、交叉地使用单数和众数（s）。他认为
这一状况对“信息科学”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并
使得它迟迟不能具有一个独立的学术身份。 

马克鲁普更认为“信息科学”这一门学科既没
有发现新定律，又没有创造出新理论，它能否成为
一门独立的科学？“信息”的这种多义性使得不同
领域的学者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不仅是命题和一
般理论，主要因为它的研究对象和目标还未得到一
致的认可。马克鲁普对多数学者在一些有关信息、
信息科学等领域中的字和词的随意性和不准确的
使用提出极为尖锐的批评。在该文集内的一前、一
后 [6]两篇文章中，他使用超过 10 次歧路、误导
（ mislead ， misleading ）， 和 多 次 错 误 命 名
（misnaming），来评议“信息”的方方面面。他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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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错误的命名会误导和阻碍了信息的科学研
究。 

50 多年来，信息的准确概念一直未能建立较为
统一、准确的信息概念。“信息载体”与“信息的
载体”，这两个学术名称之间的清楚区分是否有助
于揭开信息之谜?1996 年笔者在北京香山科学会议
中 ， 提 出 了 “ 信 息 的 载 体 ”（ the carriers of 
information）有三大类：物质载体（material carrier）、
能量载体（energy carrier）和信息载体（information 
carrier），前两者均为“物”、“器”类的“形而下”
载体形态，而后者为一种尚未被详细讨论的“形而
上”新形态。为了清楚区别与传统习惯语言的差异，
笔者建议把这种新载体命名为“信载（i-carrier）”
（99-06 年，笔者在北京大学的博士学位的研究课
题正是这一学术内容）。动物的条件反射只是一种
以物质载体或能量载体为对象的生物信息活动，而
“ 意 识 ” 问 题 是 灵 长 类 动 物 以 信 息 作 为 载 体
（i-carrier）的一种大脑高级信息活动。 

2. 计算机与人脑中的“操作系统”的对比研究 

地球上出现了灵长类动物后，最低级的意识现
象亦逐步形成了。 

1983 年，英国认知心理学家约翰逊·莱尔德（N. 
Johnson-Laird）最早论及在大脑高级意识活动中有
类似计算机操作系统的机制[7]。1988 年他再强调地
指出：大脑具有高度并行的机制[8]；任何一台计算
机必须有一操作系统用以控制其余部份的工作。新
观点被不少心理学者多方引伸和应用[9]，在这基础
上虽已建构过多种不同的思维模型[10，11]，但是均未
取得更大的突破，意识难题仍未能解答。 

约翰逊·莱尔德的众多学生在庆祝其师 60 寿辰
的学术研讨会[12]中，并没有进一步对约翰逊·莱尔德
论及并强调的“ 意识操作系统”（Consciousness 
Operating System ） 或 “ 心 智 操 作 系 统 ”（ Mind 
Operating System） 观点进一步阐述。笔者在 1999
年出版的大书《MIT 认知科学百科全书》（The MIT 
Encyclopedia of The Congnitive Sciences），亦未能寻
获有关的内容。但近年亦有中国学者讨论大脑有类
似计算机操作系统[13]。计算机与人脑的真正类比研
究并不多，只多停留于一些在表面上的比较，其现

象未引起有关学者在科学和哲学上的注意和检讨。
因为计算机科学是一门新生的科学，它只有约 60
年的历史，我们可以详尽分析“计算机”中每一个
重大的发展和每一项技术的突破。 

对操作系统（Operating System）50 年来的变
革要有清晰的了解，它是最接近计算机硬件的第一
个软件- - 核心软件。计算机中有各个复杂的部件，
它必须有一个完善的内部管理系统来协调各部件
的工作和资料存储，这一管理系统就是操作系统
（Operating System）。它控制管理着四个重要的硬
件和操作- - 控制处理器、控制外围设备、控制信息
管理和管理指令作业。它不单是电脑硬件的指挥
者，连各种应用软件、专家软件、网络软件等都得
由这个系统平台来支持运作，所以它是一切软件中
的最核心、最关键的部份。 

1997 年深蓝（Deep Blue）电脑战胜世界国际
象棋冠军，被誉为是划时代的人工智能与人类智慧
的大决战，它使科学家认识到并行分布操作在计算
机快速运算的威力。因为科学家开发了新型的操作
系统，可使 512 个微处理器并行操作。这是以同级
速度芯片处理器能够获得最高运算速度的唯一方
法。 

2000 年 因 “ 操 作 系 统 ” 引 发 了 Linux 与
Microsoft 两大电脑操作系统公司在国际市场的大
争夺，特别是其中会涉及一些国防利益，使人们更
为关注电脑操作系统的重要性和核心地位。因为出
现了一个估计是极大的“掌上电脑、手帐”新市场。
Linux 设计把新操作系统固化到芯片中，很快可以
打破旧有的垄断，能够占领一定的新市场。电脑中
原先最基本的软件- - 操作系统，现在大部份竟可固
化到半导体芯片中，这是计算机科学一项重大的技
术突破，它冲破了传统对软件、硬件的原始认识。 

笔者经过仔细分析，超越了一般只着眼于技术
层次去讨论计算机的发展，总结出电脑操作系统的
六点非技术性的深层意义[14]：（1）最早期的计算机
只需有一打孔纸带作为指令，并不具完整的操作系
统软件；（2）它是最接近硬件的第一个软件；有了
它才可以承接各应用软件、专家系统；（3）它已证
实部份可以被固化到芯片硬件中去，其余仍然要放
置装备在软件中；（4）它要求更高级、更精炼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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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语言，否则难操控新设施和网上灵活沟通；（5）
要它能够快速、全面、复杂的运算，必须并行分布
操作才能满足速度要求；（6）不同年代设计有其年
代特征，它包容上一代的优点，更含新一代之高要
求。这六点认识结合“信载（i-carrier)”课题的探
讨，笔者慎重地选择了 “脑操作系统”（brain's 
operating system）这一术语，简称为 BOS；此称谓
比约翰逊·莱尔德的“意识操作系统”或“心智操作
系统” 更为准确和贴切，因为有了“脑操作系统”
才可产生一系列的意识和心理。操作系统固化到半
导体芯片中，是一项重大的技术突破。同时，这也
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启示，若能找到大脑硬件中的第
一个被固化的“信息”，正好说明不同信载（i-carrier）
在大脑意识发育的各阶段作用。 

笔者以“信载”新概念去分析人类意识形成的
若干个明显层次[15]： 

第一代脑操作系统 BOS-1- - 相当于高级灵长
类形成了独特的自我认识。这层次的意识出现于高
级灵长类对脸孔细胞（facial selectivity neuron）信
载（i-carrier）的解读，形成了独特的自我认识（脸
孔细胞是一种被固化的信息，亦是最接近大脑硬件
的第一个意识软件，它是通过 DNA 遗传而获得）。 

第二代脑操作系统 BOS-2- - 约在 25000 年前
构造了人类特有的第二信号系统。这层次意识的出
现在人类面对自己绘画的岩画信载（i-carrier）的解
读，突破了难以把握的时间抽象认识。“过去、未
来”都不可显示在眼前，眼下亦只有不能触摸的“现
在”信息。人类要对贮藏了“时间信息”的手绘岩
画，指手画脚外，努力以更为复杂的口语音调，表
达岩画背后，那一种看不见、摸不到的时间信息，
他们以空间的前后、上下的概念，去间接表征“明
天、昨天、过去、未来”那种难以指示出来的时间
信息。艰辛地建立了人类特有的第二信号系统，把
时间变迁的观点投射到各种事物，揭开了人类历史
的新一页。 

第三代脑操作系统 BOS-3- - 在 6000 年前人类
创造了文字符号信载。这层次意识的出现于人类创
造了文字符号信载（i-carrier），它使左、右脑叶分
工更显着，符号信载（i-carrier）能够记录人类生活
中的经验，使人类的知识可以延续下去，人类文明

的发展可以走上有系统地去教育下一代。 
第四代脑操作系统 BOS-4- - 在 3500 年前独特

的字符信载，丰富的、跨层次的汉字形象信息能激
活曾被闲置着的右脑，使得左、右两叶大脑可以实
施并行操作。这种大脑软件结构由于华夏人在特殊
环境下发展出方块汉字，汉字是不同口语的民族仍
可沟通和理解的独特字符信载（i-carrier）。它可使
大脑思维由两叶大脑串连式走向并行式操作，开发
了右叶大脑。汉字独特的内在软件已被应用到计算
机的内核语言上，可成为未来一代新计算机的内核
码[16]。 

我们知道大脑神经系统的活动全是并行操作
的。建构大脑中的这四套 BOS 的结构与一般计算
机的串联嵌套式操作系统并不相似，而是一种全新
的并行的、包容的、分布结构的“脑操作系统”。
自我认识 BOS-1 与时间认识 BOS-2 既是跨层又是
并行的，这种并行的 BOS 能令人类的思维活动可
跳越过前面两基本程序而直接跳到 BOS-3 或者
BOS-4 操作。若大脑皮层出现问题而影响到 BOS-1 
（最接近大脑硬件的软件）甚至于 BOS-2，可能会
出现长久记忆的障碍等一系列病变，例如面貌失认
或情节记忆障碍。这种并行的、包容的、分布结构
的 BOS 系统亦可回答有关狼孩、白痴学者、无意
识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其它心理学者所构思
的各种理论模型亦难以全面地阐释人类思想的复
杂过程。 

学者在详细的讨论中，认为上述有关这四个意
识层次的发展，清晰地形成了大脑与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的四大鸿沟[17]的内在因素。 

3. 脑内语言- - 建构“意识表达系统”的突破口 

计算机操作系统不同层次中有不同层次的计
算机语言；不同层次的 BOS 中是否应有不同的“脑
语言”结构。有关心理学上的“脑内语言”概念的
探讨可追溯到 1937 年维果茨基[18]，他提出“内部
言语”（inner speech）起源于自我中心言语；在 1975
年 Jerry Foder 亦提出“心理语言”（mentalese or 
mental languages）或者“思维语言”（the language of 
thought）[19]，但是，两者基本上只停留在理论层面
上的一些思索，未有任何实质的科学研究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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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思考了计算机中的不同级别的计算机语
言之功能贡献，感觉器官传来的信息有重要的单向
指令性质，而大脑经过思考运算，散发出不同级别

的多个脑语言新指令，见表 1。 
 

 

表 1  脑操作系统与信息、脑语言的综合关系 
脑操作系统 典型代表 行为思想表现 大脑硬件特征区域 信息传递和接收 “脑语言”级别 

前操作系统 鸟兽等脊椎动物 生存本领 古皮层的出现 以外激素（信息素) 外激素与天然叫声 

Pre-BOS  印刻行为 嗅觉灵敏 作为生殖信息载体 简单的 0-1 孔带式 

  条件反射 食物形象记在脑细胞 抗干扰能力极强 前脑操作语言 

脑操作系统-1a 灵长类动物 家庭情谊 性爱有别 喜怒哀乐 新皮层颞上沟出现了 以脸孔细胞为载体 相当于第一级别 

BOS— 1a 黑猩猩 倭猩猩 等级观念 勾心斗角 争夺高位 两类特异细胞群： 通过捆绑效应分析 “自我认识语言” 

 现存的原始民族 社交方式 手势语言 自我意识 手爪细胞和脸孔细胞 获得同种属的信息  

 三龄童 狼孩 修造工具 等十种意识 视野交叉到左右大脑 建立高级社会意识  

脑操作系统-1b 水生哺乳类 十种灵长类高级社会意识中 估计有独特脸孔细胞 同灵长类相似 相当于第一级别 

BOS— 1b 鲸 海豚 独欠手势语言 但没有分离出手细胞 建立高级社会意识 “自我认识语言” 

  独立发展出高频超声定位 大脑有超声定位区域 无法传递手势语言  

脑操作系统--2 25000 年前智人 第一次把思维物化到壁画上 两个语言区先后出现 把大脑信息物化到 相当于第二级别 

BOS— 2  在群体讨论中才提炼创造出 加速了形象思维能力 一个物理载体上 “时序管理语言” 

  有关时间的抽象认识： 脑形成足够多的插口 对比事物间之信息 每事物都经自我、 

  把过去与未来投射到各方面 以便能加添新的内存 能把握高层次信息 时序编码对比 

脑操作系统-3 拼音文字民族 利用符号记录语言 从硬件看无太大差别 在形音义三信息中 相当于第三级别 

BOS— 3  不知不觉间抛弃了形象信息 只从脑功能方面来看 只重视了音义两者 “群体语言 1” 

  走向表音文字方式 两翼大脑明显的分工 要经语音转录程序 两翼串联操作方式 

脑操作系统-4 表意汉字民族 在特殊黄土风沙自然环境下 从硬件看无太大差别 重视形象信息， 相当于第三级别 

BOS— 4  利用符号去记录语言时， 两翼大脑较均匀发展 信息贮于层次网络 “群体语言 2” 

  重视形象信息成方块汉字 形象思维反映在文化 形义－形音程序 两翼平行操作方式 

 
它的贡献，除了能建构不同年代的脑操作系统

外，“脑语言”不单有指令性质，更可以透过不同
器官产生一种全新、重要的互动作用，它是一个完
整的通讯过程，这是一种真正的语言；这种互动的
结果推动了大脑神经元与各意识表达器官之间的
相应发展。 

一部计算机若切断了所有的监察器（monitor），
它将是一个没有任何贡献的废机器！大脑新皮层就
是人类意识的发源地，若这一区域不能有所反应，
就会成为“植物人”。医生要透过一些肢体和器官
的微小反应去判断大脑皮层是否仍有活动。大脑皮
层活动的监察器（monitor）是什么生理系统？难怪
科学家想研究意识就是这么难以入手了，因为欠缺

了一个可以直接监测和容易操作的大脑意识窗口
- - 一个明显的大脑意识效应器系统。所以由大脑与
颜面表情－手动表达－舌喉语言－眼动信息，构成
了一个全新的互动系统— — 一个新的“人类意识表
达系统”[20]。科学家清楚知道：人类接收外界信息
要通过感觉系统，包括眼、耳、舌、鼻、皮肤、头
发、指甲等等器官。我们亦很清楚眼是最重要的感
觉器官，视觉信息占了人类接受外界全部感觉信息
的 80%以上。由感觉系统到意识表达系统的发展过
程可看到，刚好是由最重要的眼感觉回到最终的眼
表达。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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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人类意识表达系统”结构图 

注：单向箭头为指令信息，双向箭头为互动脑语言。 
 

英国科学家霍金因病毒细菌感染，以至难以简
快语言表达思维意识，必须借助现代信息技术，以
由眼睛操作计算机继续研究，这一切都不能简单的
以现代神经科学理论，必须要有一个更高的起点才
能进行下一步的研究。香港大学舌针研究者在儿童
脑疾病上取得的成绩[21]。他就在自闭症儿童舌头上
扎针，选择了一个与大脑皮层有直接联系的器官- -
口舌。人类的舌头，它是最奇特、仍未成熟、直到
20 多岁还在变化中的意识表达器官，与大脑神经的
连接仍在发育；这奇怪的器官更是一接二- - 一舌头
而能够同时连接左﹑右两叶大脑的活动；它能有效
地刺激大脑重新活跃起来。所以在舌头下针对大脑
皮层的刺激有奇特的作用。 

4. 结  论 

有传媒估计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医疗事故等原
因，中国每年要添增数以万计的植物人；亦因近期
有报导男或女的植物人的伴侣，让他（她）受孕成
功产子的消息。有关植物人的课题引起了广泛的关
注，因为护理一个植物人，社会要投放庞大的资源
和人力。植物人如何去判断，他与一个脑死亡的病
人如何去区别，这就是一个人类意识的实际应用医
疗课题。但是，一直以来，“意识”研究者的重点
并没有着重这一应用。 

笔者认为人类意识理智的出现是宇宙的一个
全新事物，应当把人类意识表达独立成为一个新的
生理系统来研究，或有可能去回答有关植物人、脑

死亡、意识研究中难以解答的难题，故可称为“人
类意识表达系统”生理系统之探讨。三者之间有着
极其相关的学术内容，但是，多年来一直未能有一
共通的讨论平台，关键处就是如何理解人类意识的
反应器官。 

笔者大胆地从信息哲学的新视角开始，由计算
机的操作系统（Operating System）入手，建构了脑
操作系统（brain’s operating system），从计算机不同
层次中有不同的的计算机语言（computer language）
的启示， BOS 的内部亦应有不同级别的脑语言
（brain language），由此认为可建构一个新的生理系
统 - - 人 类 意 识 表 达 系 统 （ Human Conscious 
Representative System），简称为 CRS，有利于制定
合理的医疗方案，对相关的研究亦有一个适当的讨
论平台。 

当然，若一个病人的全部意识表达系统都失效
了，就如一部被切断了所有的监察器的计算机，它
是一个没有任何贡献的废机器！对一个意识表达系
统完全失效的病人，应可让他生存多久，这是一个
全新的医学法理问题了，需要我们认真地从新去思
索解决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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