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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要:  人工智能的研究方兴未艾；意识问题争论了 130年；信息的科学概念

困扰了 50年，未取得共识。近年信息研究的新观点不单对意识研究有新启示，

亦对人工智能与计算机技术的进展提供一些新内容。究竟人工智能会否超越人

类智慧，甚至驾驭人类！两者的差异可被归纳为四大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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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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子技术以指数式的急剧发展，人工智能的确可以替代人类许

多力所不及的工作。更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迟早要超越人类意识和智慧！

50 年代出现的信息新概念，它有一种非物、非能、无形、无体的新含意，50 多年来，

科学家与哲学家均未能取得较为一致的共识。但是，这一个受争议的新概念很快被心理

学家接受了。1955 年的一次国际心理学术会议中，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 J. S. Bruner 发

表了“Going Beyond the Information Given” 1 ──思维是对给出信息的超越，其观点至今

仍然不断地被认知学者所引用。

信息、意识、人工智能，三者有极密切的内在关系，不理清它们的内在关系，不单

会阻碍了多方面的应用和研究，甚至于令我们误入歧途。人工智能可否超越人类智慧，

还是有一些不可跨越的大鸿沟？

1、信息研究的新观点
　　控制论奠基者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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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学家基

本上是唯物论者。维纳在理论上没有回答信息的本质问题，但他理解到信息是一个新范

畴，是人类对事物更深入的认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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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 ”者把握了中华文化对 形而上、形而下 的思考，提出了三个立足点：

1. 信息的研究应该从它的「载体」入手；

2. 区分不同形态的「载体」结构，一是有形「载体」，另一为无形「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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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清楚区分两类「载体」形态有极重要的意义，涉及 人 的诸多科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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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细心去思考信息的盛载体。西方甚至

未有一个较为统一的「载体」称谓，又因西方语言习惯，更使我们混淆了 information 

carrier 和 carrier of information 两不同的指称。1983 “ ”年美国 知识经济 创意者、维也纳学

派学者马克鲁普(Fritz Machlup)极不客气的批评 3　──一个错误命名会误导和阻碍信息的

“ ” “ ”研究。 信息载体 与 信息的载体 竟不幸地被言中了。

Going beyond the information given “ ”， 给出信息的背后 的确有大量的信息，这是过

“ ”去未有注意到的新内容。谜语是一个给出信息，它的谜底是 信息背后的信息 ；还有

“ ” “狼来了 的寓言；现象与本质；等等极多的例子。这都是一个个极为清晰的 信息可以

‘ ’ ”作为 另一信息 的载体 个案。

1996 年杨伟国在北京香山科学会议中，提出了一个新命题 4，他认为信息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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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把这种新载体命名为“信载(i-carrier)”。

2、信息新观点对意识研究的启示
美国哲学和认知科学博士David J. Chalmers 认为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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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者选择了 脑操作系统 (brain's operating system)”这术语 6，可简称为 BOS；这样

的指称要比约翰逊·莱尔德(Johnson Laird, P.N) “ ” “ ”说的 意识操作系统 或 心操作系统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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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操作系统

软件已证实可被固化到芯片，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启示。学者建构了人类意识较明显的

四个发展阶段，正好说明不同内容的信载（i-carrier）在各阶段的重要作用：

第一代脑操作系统 BOS-1──相当于高级灵长类对脸孔细胞信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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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软件)；估计鲸和海豚亦应有自己的脸孔细胞，但没有条件分化出手爪细胞来；

第二代脑操作系统 BOS-2──约在 25,000 年前构造出来，相当人类面对岩画信载

(i-carrier) “ ”的解读，突破了难以把握的时间抽象认识。 过去、未来 都不可以显示在眼前

“ ” “ ”眼下亦只有不能触摸的 现在 ！人类要对贮藏了 时间信息 的手绘岩画，指手划脚，

“ ”呀呀、呵呵，突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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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 年前人类创造了文字符号信载（i-

carrier），它使左右脑叶分工更显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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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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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0 年前华夏人在特殊环境下发展出方块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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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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跨层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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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汉字

“在大脑的认知过程是一独特的 双程译码模式（Dual Coding Theory ”） 8。

3、人工智能与人类大脑难跨越的四大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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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比较，其现象

未引起更多学者的科学注意和哲学检讨。因为 2000 “年国际出现了一个估计是极大的 掌

”上电脑、手帐 新市场。个人电脑 PC 的操作系统已被 Microsoft牢牢占据了多年，而新市

场的产品并不需太多的功能。因此，Linux设计者把新操作系统固化到芯片中，第一软

──件 操作系统变作硬件，这是一项重大的技术突破！

学者先总结出操作系统的六点非技术性的深层意义 9，再建构了人类意识中较明显

的四个发展阶段，不同内容的信载（i-carrier）在各阶段的重要作用，亦刚好对应 AI 与

大脑难以跨越的四大鸿沟:

(1) 鸿沟之一──眼前不出现的“ ”他

脑操作系统 BOS-1－是对固化了的脸孔细胞信载（i-carrier）的解读：高级灵长类

在成长过程中，大脑意识通过捆绑、联结等作用，与这一个脸孔信载(i-carrier)反复对比，

得到自我认识心理机制，恰当地处理自己在族群中的地位，有机会获得更为良好的生

活条件。但这一系统还得在出生之后，经过学习补充其余部份，认识每一个体的面貌特

征，两者结合后才能充分发挥自我的整体认知作用。

    “ ”若在幼儿期因各种原因造成的 自我 认知障碍，就会产生了自闭症的症状。正常人的

“ ” “ ”自我认识 亦要在约岁半之后，在群体生活才可逐步成熟起来，区分了 你、我、他 ，

“ ”而 他 是眼前并不出现的第三者，所以最迟才清晰认识。任何人脱离人群的环境中成长

例如狼孩、猴孩，延误了大脑发育的关键期，日后再回到人类社会生活中，只能成为一

“ ”个低能的 野孩子 ！

罗杰‧彭罗斯(Roger Penrose)在《皇帝新脑》10中所描述的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男

“ ” “ ” “孩，对 超子 计算机问：你现在的感觉如何？ 超子 茫然不知所措！这现象与一位 白

” “ ”痴学者 有极相似的情况， 白痴学者 可以有极高的记忆能力，但是他们可能对自己的

生活亦不能自理。

“ ” “ ”计算机技术不可能制造出一套 计算机脸孔细胞 去认识它的 族人 ，计算机不可

能有“ ”自我认识 能力，这是第一个永不能跨越的大鸿沟！

(2) “ ”鸿沟之二──眼下不可能出现的 过去、未来 时间信息

脑操作系统 BOS-2－约在 25,000 年前构造出来，突破了难以把握的抽象时间认识，

建立了人类特有的第二信号系统，开创了人类文明历史。自我认识 BOS-1 与时间认识

BOS-2 是跨层并行的。大脑的四套 BOSs 的结构与一般计算机的串联嵌套式操作系统并

不相似，它是一种全新的、并行的、捆绑的、包容的、分布结构的BO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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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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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等一系列病变。

这种跨层并行的、捆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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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活动可越过前面两基本程序而直接跳到 BOS-3或者 BOS-4操作

心理学者构思的理论模型难以全面地阐释人类思想的这种复杂过程。

“ ” “ ”计算机中的 时间 信息，全都是人类已经编码赋予的 信息 ，计算机并不理解或

“ ”从中提炼出创新、突破的 过去、未来 观念，思考电脑 “ ”的 明天、昨天 ！这是人工智能无

法攻破的第二个大鸿沟！

(3) 鸿沟之三──计算机不可独自创造出一套新编码

脑操作系统 BOS-3－在 6,000 年前人类创造了文字符号信载（i-carrier）。最近因为

青藏铁路的开通，国家语言委员会要为藏族同胞新建了一套有关铁路运输的藏语新词！

因为传统藏语中欠缺有关铁路系统的知识，自然没有藏语的表述了！这是人类认知行

为的一个大创造。对于不理解、不认识的任何事物，都可以按照不同民族的文化特点，

在大群体中创造一套新的语言符号去表征新知识。

计算机任何数据都是由人输入已经编码的文本档案。计算机不可能去表征一个未经

存贮过的信息，否则只是乱码一堆！这是人工智能不可超越的第三个大鸿沟！

(4) “ ”鸿沟之四──大脑 湿件 技术，改变神经元接线

脑操作系统 BOS-4－在 3,500 年前华夏人在特殊环境下发展出方块汉字，使左、右

两叶大脑可以实施并行操作。汉字的独特的形音义三者紧密的结构，就在语法信息、语

义信息和语用信息之上更有一种独特、强烈的形象信息，这不单是一种形而上、更是跨

“层的 信载(i-carrier)”，这一信载是一独特的软件，它可改变两脑叶的接线方式，功效

正如心理学者认为思维是神经湿件 11 。西方学者正寻求方法去改变左右脑明显分工的模

“ ”式，开发他们的 右脑 ，不过华夏人早就突破了！

计算机技术虽然亦突破了传统的软、硬件的界限，计算机病毒能够以软件指令去烧

毁硬件，软件能否重建硬件？第四个大鸿沟倒可能有机会取得一定的突破。

4、結論
1988 年心理学家巴伦(Baron)提出：意识是在我们不知道如何行动、不知道该相信

“ ”什么，或者不知道该希望什么的时候做的事情。 不知道 正好描述了四大鸿沟。

“ ”计算机不可能在 不知道 的情况下，作出类似人类的意识行为。

“ ” “ ”人类可以在很多 不知道 的情况下，作出惊人的举动！在 他 不在眼前的情况下，

你、我相对讨论中，可 “ ” “清晰地认识 他 ；人类在眼前不可能出现的 过去、未来，明天、

”昨天 下，总结过去，计划未来，迎接新挑战；人类亦能够在不知道新的对象物的情况

下，在大群体的议论中创造新代号去表征一些全新事物，甚至营造了一些完全不存在

“ ”──的 非信息 鬼神魔怪；在不清楚机制与效果的情况下，华夏人竟完成了改变脑叶分

工的接线结构，为开发右脑功效提供了一个成功个案。汉字能改变大脑神经接线，能否

对计算机亦有作为？

4



朱邦复把汉字基因用到计算机上。他把汉字作为计算机操作系统中一种全新的计算

机语言，直接与内核语言挂钩，比英语指令省却了相当大部份的记忆容量。2000 年香港

文化传信集团公布全球第一颗专为 Linux开发的中文计算机芯片, 配合汉字基因 2000 

LinuxIA-OS操作系统。2004 年以 eTown 为推广平台首先在广东农村云安县展开了 12。它

将会极大地推动中国 12亿农民很快就可以使用现代信息技术、取得最快速的新信息、把

中国农业走向国际，开创了一个快捷途径！

“ ”科学家现在 知道 了，汉字与人工智能结合，能否更有利以软件去改变计算机硬

件的接线，突破第四个大鸿沟！有待人们从多个领域更详尽、更深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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