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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哲学与心理学的人工智能

计算机自从上个世代诞生以来就受到了心灵哲学的关注，但大多数时候，哲
学家大都着眼于抽象的原理，而疏远了实际的计算机与程序。我并不认为在人工
智能这个概念出现前，哲学家能在计算机上找到令他们感兴趣的哲学内容。但是
从人工智能这个新的领域兴起时，它开始显现出对哲学多种多样的影响。哲学家
们也适时开始回应，在这新领域知识分子的大胆宣言（1）。我在这一章中会给哲
学家提供一系列针对人工智能的指南。我们都深知，当陌生人行走在他们不熟悉
的土地上时，常会对他们所见之物产生错误而又可笑的误解，而他们所提交的有
关神迹与怪物的报告，也常在后来的研究中证明为莫须有的，而同时他们会忽视
那些原本更重要的新事物。因此，在受到各式各样错误的人工智能概念困扰，并
且浪费了大量时间与精力去钻研虚幻的概念后，我想以此为鉴，提醒其他哲学家
我们面对的解释陷阱。不过因我依旧将自己看待为人工智能发展的观察者，因此，
我需首先承认我所能触及到范围内的人工智能，包括什么是重要的极其原因，都
并不能作为完全可靠的信息来源。还有更多人工智能领域的发现，与我还没有理
清的文本存在着。因此，同我一起进入这段旅程的人们，你们要时刻清醒，在人
工智能的研究中仍然存在更多可能性等待你去发掘，所以，带着你的批判性去听
一个本地人的建议吧。
对很多刻薄的实验心理学家来说，哲学家会对人工智能的产生兴趣并不会令
他们感到吃惊，在他们的眼里两者是非常相似的：它们都在使用广泛的概括和大
胆的外推方法，同样对于来之不易的实验数据漠不关心，同样喜欢不严谨的内省
行为与概念分析，同样使用格言式的理性来给心理学划分什么在原理上不可能的，
而什么又是心理学能研究的部分。这样的心理学家可能会说，这两个领域唯一明
显的不同点是，人工智能的研究者会将他的扶手椅抬起去到控制台。我认为这种
观察是大体上可以被证实，但不应该被看成一个批判。对于非专业但对一切都有
分析观点的心理学家而言他们有很多工作，而计算机系统被证明在这个工作上是
一种有效的工具。
心理学实际上是一门非常困难的学科。心理学的任务在于解释人的知觉，学
习，认识等能力，继而使得心理学能够与生理学形成统一的理论。在心理学中有
两种广泛使用的研究方法：一种是自下而上（bottom-up）的，即从一些心理学
上非常基本的，被清晰定义的单元或理论性的基础粒子出发，再根据这些基础粒
子搭建不同的分子，进而积累成模型来解释我们都能观察到的复杂现象。而另一
种方式是自上而下（top-down）的，即尝试使用更加抽象的解构方式去解构高级
心理组织，而希望借由研究这些组织，来尝试一步一步理解更精细的系统与心理
过程，直到接触到与生物学相近的结构。一种通常的理解是这两种研究方法能够

也应该同时进行，但我们已经有足够证据证明在心理学中自下而上的策略并非卓
有成效。在自下而上的策略中有两个较为成熟的心理学理论，其一是行为主义中
的经典条件反射（Stimulus-response behaviorism），其二可被称为“神经元信
号生理学性心理学”
（neuron signal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大部分研究
者对这两种理论过时这一点都了达成共识。对于前者，这种刺激-反应的结构并
不能清晰证明其能够作为心里层次上的基本粒子。对后者而言，尽管突触与脉冲
序列可以成为完美的基本粒子，但因为这种粒子数量过于庞大，使得研究者在放
弃对于传入传出神经的研究而转向脑的时候，神经元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复杂性，
令他们不得不放弃对于单一神经元的研究（见第四章与第五章）（2）。自下而上
的研究方式同样没有在其他科学领域的早期研究中被证明有突出的成效，例如化
学与生物学。因此心理学家跟随着“成熟”的科学发展转向了自上而下的研究方
式。这种自上而下策略的起点多种多样可以被排列出来。面对着粗略的研究后产
生的，一个心理学实践上不可能回答的经验性问题（神经系统在事实上是如何完
成 X 或 Y 或 Z 活动？），心理学家会提出一种更简单与初级的问题：
如何让任意的一种系统（包含 A,B,C 等特征）完成 X 活动？（*1）
这种类型的问题因为消解了一部分“经验性”而显得更简单；这是一个更工
程性的问题，即针对问题寻找解决方式（任何解决方式）而不是去发现新的事物。
这种仅用来解决问题的提问，有时候会将研究引向解决方案的总体限制性上（当
然也包括我们在自然上未知的答案），而寻找到有限性即是这种先验性理论的价
值。当一个人决定以这种方式来研究心理学的时候，他需要决定自己在哪种程度
上接受经验性的困难，而他要做的即是填补上现有心理学样式空白的部分（3）。
将现有的心理学系统的经验性边界描述出来，或是在必要的行为的描述中展示出
经验性边界，才是一个心理学家描述“心理真实性”最好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可
以问到：神经元系统是如何在这样或是那样的物理学性质下，完成人分辨颜色的
行为？或是我们可以问：任何有限的系统是如何对学习自然语言产生帮助的？或
者也可以问：人的记忆是如何可能地被组织起来的使我们可以去相对轻松回答类
似于“你骑过羚羊么？”这样的问题，同时相对难以回答“你上周二吃过早饭么？”。
又或者借用康德问到：从整体上来说，我们是如何获得任何经验的，或知道任何
事物的。纯粹认识论实际上是心理学所能提问的极限，而认识论这种初步证明与
心理学经验性的细节是同样重要的。一些认识论的问题如果能被更好地进行科学
设计，会得出比起其他提问更好的答案。但这种哲学性的探索可能会限制那些依
靠丰富数据来进行的研究。
人工智能研究者可以选择某种程度的经验性困难来开展他们的研究；例如在
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研究中，实验人员格外注重每个实验个体的表现，他们尝试通
过更精细的数据来针对人的表现构造模型。其他的人工智能研究者将重心从这个
程度的心理现实性转移到了更抽象化的人工智能研究中。更多的重心与兴趣被放
到了心理学经验性目的上的研究中，但我想要表述的一点是人工智能应该更被看
待为一种与传统认识论问题相关的，更宏观与抽象的，自上而下的问题即：知识

是如何可能的？（*2） 对于很多哲学家而言，人工智能无法搭建一个可行的构
架，因为这涉及到了更困难的问题：人工智能限制自身获得机械性的答案
（Mechanistic solutions），因此人工智能的领域无法触及康德主义者的领域，
即康德有关智能的全部可能形式。人工智能只能停留在全部可能的机械性智能模
式中。当然这个论断与生机主义，笛卡尔二元论，和其他反机械主义的想法产生
相反的乞题。但是和我在别处的讨论一致的是，人工智能的技术需求并不能在任
何时候作为新增的限制。如果心理学还能够有任何作为，如果邱奇-图灵论题是
对的，那么现有机械的限制并不会严重于心理学自身的乞题问题，而且谁又愿意
去得罪他们呢？（见第 5 章）（4）
因此，我宣称人工智能与哲学（尤其是认识论与心灵哲学）同样都在对最抽
象的心理学原理进行研究。但人工智能与心理学共享着与哲学不同的研究手段去
回答问题。在人工智能或意识心理学中，典型的研究方式是尝试回答自上而下的
问题，而这些方式通常包含设计相关的系统，尝试使用那些系统来达成，或看起
来达成特定的行为。之后再考虑现有系统的哪些特性具有对系统总体的必要性。
哲学家常常忽视那些缜密的计算机系统设计而更倾向于固执地对人工智能的总
体概念进行提问。这可能就是人工智能与“纯粹”哲学研究对于相同问题主要的
研究方式差异点。而我现在的主要目的就是列举出这两种研究方式的优势与劣势。
系统设计作为在人工智能与其他自上而下的心理学研究中常见的研究策略，
有着很多潜在的危险，而其中四点最为突出：
（1）：给系统内的子系统远超规定运行能力的任务。（例如，将超过相对的时间
与资源容许的资讯处理任务给到单独的子系统，或在更抽象层面上的产生工程学
意义的非连贯性，或给子系统的任务需要子系统本身有着超过上层系统的“智能”
或“更多的知识”）
（2）：错误地将现有的条件性的解决方案中的必要部分，当作总体的限制性。
（一
个较为简单的例子是，宣称大脑使用 LISP；更重要的例子需要更小心的阐明。）
（3）：将自己限制在人造的子系统设计中（例如对深度的测量器或句子的句法分
析）和创造一些在系统层次上不能嫁接到其他认知系统子系统的解决方案。
（4）：限制一个系统的表达仅仅在人工设定的极小“自然”范围中，而无法提供
有效或可行的方法去扩大这个系统。
以上的问题对于人工智能而言已是老生常谈，而类似的问题在心理学研究中也常
常出现，而这些问题更为棘手。让我们考虑以下几个例子，危险（1）：弗洛伊德
的“自我”子系统与詹姆斯·吉布森不变的灵敏性感知“音叉”都在一个子系统
中包含了大量内容。危险（2）：行为主义者从动物行为的必要性到人类行为的必
要性的预测被指没有依据。而这种类比的错误性可以从另外一个例子里看出：即
青蛙的视觉与发送到脑中的成像与人类视觉与脑中成像是完全不同的。危险（3）：
我们很难看出乔姆斯基早期的句法结构系统如何与语义学的部分进行交互而产

生有意义的语言表达。危险（4）：我们很难看出对于一些无意义音节记忆的模型
是如何被扩张来解决相似的但更复杂的记忆工作。而人工智能的长处则在于当这
其中的任何一种理论遇到了阻力的时候，人工智能常常可以提供结论性的证明。
现在，我已经将人工智能，哲学以及心理学三者连接成了三角形（就如同我
在标题里写的那样）：人工智能既可以（也应该作为）抽象的与“非经验性”的
像去哲学那样解决问题。但同时，人工智能在搭建模型的层次上应该如同心理学
一样是非常清晰与专一的。因此我们从一个特定的但是非常不切实际的人工智能
模型中可以学到的有价值的心理学与认识论内容，就和我们能从火星人身上学到
的心理学内容差不多。可能与我们不同的是，对于火星人而言他们会将人工智能
的总体理论搭建在可对人实践的心理学或认识论上。在回答最重要的问题“到现
在为止我们在人工智能之上已经做到了什么？”之前，我希望能先解决在人工智
能层次上的一些错误理解，这些错误理解是我们之前讨论还没有涉及的。
因为我们对于人工智能的理解是建立在一系列自上而下的认知心理学之上
的，去假设我们在电脑上利用人工智能解构出的模拟功能与人脑的功能有某种同
构性（Isomorphic）是十分有诱惑力的。我们从一开始了解到电脑是由数量极其
庞大的基本单元组成，而这种单元构成的电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模拟出人智能才
可以做到的行为。因此我们就会进行以下的假设：因为脑也是由百万的小功能区
组合而成的，而又因为我们在理解人的行为与那些小功能区之间有着某种未知的
部分，所以我们认为人工智能最终的目的是提供一个可以被拆分理解的分阶式的
人工智能，而这个人工智能可以与人脑中那些难以发觉的分阶式结构进行类比。
而我们常见的表述方式即是“人的器官由组织构成，而组织由细胞构成，细胞由
分子构成，而分子由原子构成。”而我们会去做假设，将人的结构与计算机电子
元件做类比。在这个强而有力的生物图景中，会令人感到泄气的是，我们已知的
部分神经系统的功能的与实际电子化的计算机设备的运行方式是不同的。而对于
这种担心的标准回应即我们不应该对于计算机的本质进行过于深刻的发问（这种
回应有时候被称为“谷仓问题”）-计算机本质是电子化的设备，但电子化设备可
以从各种程度上模拟任何类似它的设备，而当我们在计算机中进行了很高程度的
积累后，我们或许可以发觉电脑的模拟部分可以被标注到非电子化的大脑部分上
去。如同很多作者已经观察到的那样（5），我们无法在不知道一个心理性现实的
模型的某个特定部分是反应了自然中的事实，还是仅仅作为模型的加速器或无意
义的细节内容之前，对于任何模型进行判定。（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 18 世纪，
科学家能够建造非常精美的黄铜发条模型来表现太阳系被称为太阳分仪。太阳分
仪中的那些齿轮并不能代表宇宙的实际样貌，而球体之间的反射也并不能代表任
何实际关系。）当我们去研究人工智能的本身程序的时候，我们必定会看到无数
的数字运算；如果这些看起来已经非常不具生物性了，我们至少对其还有一些解
释的余地，因为我们之前所说的数字计算仅仅是在计算机后台工作，而并非我们
应该与自然对比的部分。
对人工智能的考虑现在理论上还是可行的，我认为也许某一天我们可以宣传

这种只存在于想象中的相似性可以到达到神经元的水平（但不是我们之前说的计
算机后台），但人工智能的研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清晰的迹象表明我们
可以前进到上述的那一步。而我们现在所见的是自上而下的计算机模型，从起初
就和自然进行了区分。人工智能通常都是给更高层次的意识行为做模型，比如说
概念理解与修改目的或信念，而这常常要利用上百万的基本电脑处理去模仿为数
不多的，有目的性的人的特性——但没有人知道或关心那些最基本的处理是什么，
因为没有人假设在那庞大的运算当中为了特定目的服务的行为，可以确实被看成
心理学或是生理学。因此人工智能所模仿的心理性现实都是非常浅显的；只有那
些高层次的程序的诠释与测定被当作模型。
最简单的心理性现实的人工智能模型，经常为了解释给普通人而被模糊化，
它们以一种非常具有误导性的方法被展示在聚光灯下。而其中最能有效吸引观众
而能激发他们幻想的就是那些看起来非常逼真的程序。让我们来看看以下的一段
对话摘录（不包含程序员精妙的评论），来自特里·威诺格拉德的 SHRDLU 与其对
话者。SHRDLU 是一个生活在虚构“积木世界”中的软件，它可以操控桌面上不同
颜色的方块来回应对它的命令和回答有关它所处世界生活的问题。加黑的内容为
电脑的回应。
在你将绿色的锥形放在小方块上之前，你有接触任何锥形么？
是的绿色的那个。
你什么时候拿起来的？
在我叠放红色的方块的时候，那是一块红色的大方块和一块绿色的大方块。
为什么？
把那块移开。
你为什么这么做？
去清理红色的方块。
你为什么要清理那个方块？
去把那个方块放在绿色的大方块上面。
为什么你要那么做？
因为你叫我这么做的。（6）
当 SHRDLU 在最后回答到“因为你叫我这么做的。”我们难免会因对话中明显
的人性而惊呼——“SHRDLU 是我们的一员！”我们被诱惑做如此的宣称。如果这
个人是本地人，那么他一定会对这软件产生敬畏；如果这个人并非本地人，他依
然会因为这种软件的表现而对这种幻觉感到兴奋。SHRDLU 的回应尽管完美的与
当时的场合所吻合（而且并非偶然！），但依然是“事先准备好的”。维诺格拉德
只是简单给 SHRDLU 整个句子之后，让它在适当的时机做出回应。如果一个小孩
给出了与 SHRDLU 类似的回应，我们会很自然地期待这种行为表现了他自己整体
的能力：“因为你让我这么做”，或者“因为那是别人要求我做的”
，或者在其他
情况下：
“因为我想那么做”，
“因为你的助手让我这么做，”但这些为于微妙层面

的回答是 SHRDLU 所做不到的（7）。它的行为看似十分逼真，但它并没有为我们
揭开人与人交流层次的知识，比如请求与要求，或在适当情况下与他人进行合作
的对话。
（需要表述清楚的一点是，维诺格拉德的论文中已经非常清晰地表明了，
他在哪里以及何种程度上为 SHRDLU 的回应进行了实现准备，因此任何人如果感
到被 SHRDLU 欺骗了，那他是没有读维诺格拉德的论文。其他的自然语言系统不
依靠事先准备的回应或者需要极少程度的准备。）
现在，一个事实依旧摆在我们面前，大部分反对人工智能的人都是对上述的
欺骗手段感到气愤与不信任的人。为什么做人工智能的研究者要使用这些小把戏
呢？因为各种原因。第一，他们需要从程序那得到些可以搬弄是非的回应，而且
将原本更理智的，技术性的，与轻描淡写的内容做成栩栩如生而又显得“自然”
的对话并非难事（比如“理性：在下命令前就去做那件事，“REASON: PRIOR
COMMAND TO DO THAT”）。第二点，在维诺格拉德的例子中，他所尝试的是揭示
我们能接受的最低程度的正确的语言结构分析是什么（注意到在上述例子里，句
子中的代词前置）。因此我们能够通过检查人工智能“自然”语言的输出，来确
定我们对于自然语言的研究与输入部分是否合理。第三点，将录制的回答放入程
序中，这么做的确十分有趣。无论是去用来戏耍那些不会被骗到的同事或是那些
并不明白原理的门外汉，这都是有趣的事情。作为一个门外汉，我们必须学习如
何才能不被这种看起来真实的人工智能所迷惑，人工智能这种人造的真实性就如
同化学家们各式各样的玻璃瓶，或是二战中被画满牙齿的战斗机一般，仅仅是一
种看似吓人的幻觉。（约瑟夫·维森鲍姆有名的 ELIZA 程序（8），电脑“心理治
疗师”看似拥有智慧与同情心可以聆听他人的问题，但制造它的部分目的是给被
人工智能的逼真性激起热情的研究者而做的解药。这几乎全是精心事先准备的，
而它并非作为任何心理学意义的现实模型而存在，它不过是作为一个研究者会多
容易被程序戏耍而期望过度的证明而已。它只是单纯利用人输入的句法结构而并
非有任何实质性的理解。有人可以说这是一个韦尼克失语症的貌似可信的模型，
它可以含糊不清地说出有格式的和甚至语义适当的回应给对话者，有时候维持理
解的幻象好一段时间。）
当研究人工智能的社群为了吸引注意力而做的好玩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会为
这种误导性的行为付出代价。不仅在人群中会助长“做人工智能的研究者就是一
帮骗子与黑客”的想象，而且会让更多严重错误的人工智能概念被传播出去。比
如维诺格拉德在 SHRDLU 中的真正贡献并非他创造了一个可以表达与理解英语的
程序，这个程序在不同层次上都可以对应心理现实性研究的（尽管这是软件所体
现的逼真性，也是很多人对于该研究的赞誉，不过维诺格拉德本人并不应为此负
责）。而维诺格拉德真正的贡献是，他发现了任何系统最深层次的要求，任何只
要是能够接受命令（在自然语言中），做计划，改变体系与检测变化发生的系统，
在他的研究中，他都阐述了这些系统共同的问题，并且给出了巧妙与可行的部分
解决方法。而那些有关 SHRLDU 系统本身不能充分对不同词语的产生理解与其运
行速度缓慢的批判，并不能影响到维诺格拉德真正的贡献，甚至这些全部正确的

批判与这些贡献本身都不相关。
事实上，对于 SHRDLU（和与之类似系统）表现的过分关注，体现了人们对于
AI 系统一个错误的认识。人工智能系统并非经验性的实验，而是让电脑进行的
一种人工的思想实验。最近，一些人工智能的研究者开始称呼他们的研究为“实
验性认识论”。这个不幸的名词一定会让哲学家血压升高，但如果人工智能自称
为 认 识 论 思 想 实 验 （ 甚 至 是 ： 思 想 实 验 性 认 识 论 Gedanken-experimental
epistemology）哲学家应该对此感到安心。那些被人工智能的思想实验所提出与
解答的问题都是和系统有关的，即我们是否能在特定设计好的系统中获得某种程
度的信息处理能力——识别能力，推断能力，对不同种类能力的控制能力。而回
答通常都是否定的。消除法庞大的阴影在人工智能中逐渐显现。一些相对可行的
方案已经充分表明了，人工智能整体上并不能给出我们需要的行为，对于这件事
情的认识是十分重要的进步，尽管这意味我们并不能创造复杂思维的机器人。
而人工智能的硬件实现是几乎是不必要的。这就如同把铅球从比萨斜塔上扔
下的实验，他们所做的证明对于理解理论本身的人而言是非常多余的，但对于其
他人来说却是充满说服力的。那么对人工智能而言计算机是不相关的么？“从原
理”来说是不相关的（就如同“从原理”来说在黑板上的图示对于学习几何是不
相关的），但是实践上并非如此。我在文中曾形容计算机是思想实验的人工调节
器。我这么说的意思是：将科研人员自身的妄想排除在思想实验外是十分困难的；
计算机模拟能迫使我们认识到这些想象出的设计的价值。如同芝农·派利夏恩的
观察，“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训练人想象的计算机语言。”（9）而电脑所提供
的限制是无法被抵赖的（这一点对于计算机编程的初学者尤为明显）。这可以说
是一件好事——就如同我之前提供的理由——也可以说是一件坏事。也许你知道
你身边的某人过于沉浸于桥牌，而他的生活在他眼中就变成了一系列的出牌，结
束与对出鬼牌。每天早上他都认为自己在抽将牌，而任何时候他看到工期的结束
他想象这是盖牌。而计算机语言看起来对人有着类似的影响。尽管我不会去引述
其他例子来证明这个观点，但我认为很明显的是当我们在尝试驯服这种芝农·派
利夏恩所说的“技术性语言”的时候，我们自身的想象力也会被这种技术所消弱。
（9）。
我们经常会说电脑对于其使用者的想象力会有很大的影响，而我们却忘记了
电脑实际上是用一种非常明显但又被低估的方式做到的这一点，这种方式是电脑
纯粹的运行速度。在电脑出现之前，理论学家很受局限忽视了来自于心理学真正
庞大而复杂的运行过程中的可能性，因为我们很难看出这样的程序在欲动似静与
欲静似动的状态下为何没有出现的。因此心理状态曾经的标志是其迅捷性。有人
可能会说思考的速度决定了主观的“快”的上限，光的速度决定了客观“快”的
上限。现在，让我们假设根本不存在任何电脑，但不知为何（可能是因为某种魔
法），肯内特·科尔比试着虚构了这些流程图作为妄想症中的一部分人类组织的
研究模型。
（这些流程图来源于他的书，Artificial Paranoia，Pergamon，1975；
图 7.1 是主要的流程图; 图 7.2 与 7.3 是放大的流程图 ) 对于每个人，甚至

我认为对科尔比本人而言，这是一个被异常简化的妄想症模型，但如果不曾出现
电脑给我们展示全部的流程是如何在几乎是一瞬间完成的，那么我们会更倾向于
在一开始就否定这些流程图，而把它们当作无意义的事情，一个鲁布·戈德堡机
械。大多数的程序在慢速过程中都如同在做无意义的事情，但将其加速它们的工
作就能展现出看起来自然而灵活优雅的一面，但这种优雅的一面是完全无法在慢
速情况通过研究程序本身而被察觉的。（让我们比较大量的植物生长与含苞开放
的照片在快速与慢速情况下我们能做出的反应）而蕴藏在人工智能的运行上的优
雅可能仅是一种错觉。也许自然在各个层次上都是优美的，但不知是好是坏，计
算机的速度让我们从理论家的想象中解放了出来，并且开启了可能并且可行的复
杂信息互动，这种互动在产生神经活动中至关重要，这种交互如此迅速以至于能
够作为内省行为的一种粒子。

Figure 7.1

Figure 7.2

Figure 7.3

最后让我回到最重要的问题。假设人工智能可以如同我介绍的那样，被看作
最抽象的对于智能或知识是否可能的问题。到现在为止它有解决一些总体的问题
或者发现任何重要的限制或原理么？我认为在特定条件下的答案是肯定的。特别
是人工智能解决了一个环绕在哲学家与心理学家超过两百年的论证最困难的部
分。这是一个该问题基本的版本：首先，只有能揭示人内在的表象的心理学家才

能成功揭示人行为的复杂性。这个假设已经成为，除激进的行为主义者外，几乎
全部研究者的最初假设。
（心理学与哲学皆是——无论是约翰·布罗德斯·华生，
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还是吉尔伯特·赖尔，或诺曼·马尔科姆）笛
卡尔怀疑任何事情，却不会怀疑上述的假设。对于英国经验主义者来说，内在的
表象被称为观点，感受，印象；而更近年代的心理学家则开始使用假设，图画，
图示，想象，命题，印记，神经信号，甚至是全息图与完全先天的理论。因此，
这个假设几乎是无法被反驳的，或者说在任何程度上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但，
第二点是，没有任何事物是本质上作为其他事物表象而存在的；一些东西仅仅作
为其他事物的表象；任何表象或表象的系统因此需要至少一个能够解释表象并且
并不属于表象的使用者或解释者。任何一种解释者必须有一系列的心理性与目的
性的特点；它必须有能力做一系列理解性行为，而且必须有信念与目标（因此它
可以使用表象去内指向自己，进而协助它自己完成目的）。这样一种解释者就如
同某种人造人。因此，没有这种人造人假设的心理学是不可能的。但是带着这种
人造人假设的心理学确会进入循环论证与无限回溯的噩梦中。
以上的论证是对于一系列类似问题相对抽象的论述。因为看起来对于很多人
来说，如果我们不假设一个内在的图像（模型或图示）来成像外在世界的话，我
们是无法去理解感知的。但同时这个想象在我们没有内在的眼睛去感知这个模型
的时候又有什么用呢，而我们又应该如何诠释这种感知能力呢？对于很多人而言
听到一个句子然后去理解那个句子，实际上要在某种程度上将句子翻译为某种内
化的信息，但我们又如何理解这种信息：把它再翻译成其他的东西么？我们所遇
到的问题依旧老生常谈，让我们称呼它为休谟问题。尽管休谟没有清晰地表述出
来，但他理解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花费了大量精力去回避这个灾难性的问题。
休谟的内在表象是印象与观念，而他非常聪明地避免了使用内在自我的概念来操
控其他事物，但这种抛弃使得他不得不让那些观念与印象开始“自行思考”。而
结论就是，他所认为的自我仅是一捆印象与观念。他尝试使用繁复的思维连接方
式将这些印象与观点纳入到动态的相互交流中，这样每一个相互继承的观点可以
在流动的意识当中根据不同的理论连接起来，并以此杜绝了存在内在智能的小人
进行管理的情况。但当然，这个理论并不成功。这个理论无法让表象在现有的认
知情况下有效工作。而休谟的失败可以看作，任何与他类似尝试最终都会失败的
预兆。在一方面，我们如何使用心理学理论，搞清楚那些能自己理解自身的表象？
在另一方面，我们如何让任何心理学理论在提出了至少一个作为表象的理解者的
存在的情况下，避免回溯与循环论证？
现在，不可否认的是，将内在表象作为假设的哲学家与心理学家都打心底里
认为这个恶魔会被打败，即休谟问题可以被解决，但我确信没有人在人工智能与
数据结构出现之前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数据结构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生物学或
是心理学意义上的现实性表象。但它们是我们能拥有的非生物性情况下，能做到
该功能的例子，因此能作为帮助我们理解表象的必要条件。（*3）
现在，我会用隐喻的方式介绍我们是如何发掘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案的，
（任何

对于内在表象的描述都会牵扯到非常多隐喻）而这就牵涉到我们先前所说（见第
五章）人工智能自上而下的研究方式。我们从人工智能的最初假设，即一个人或
一个意识有机体——我以更中立的方式称呼为目的性系统（见第一章）——或者
某种人工创造的某种人单项的能力（比如，下棋，回答有关棒球的问题），然后
将这个最大的目的性系统分成一个系统之下的很多子系统，每一个子系统本身可
以当作一个目的性系统（包含了它们自身特别的信念与欲望）因此如同一个人造
人。事实上，人造人这个说法在人工智能中已经非常普及，而且这个暗喻常常都
是有用的。人工智能的人造人相互交流，从他人那夺取控制，自愿行动，分包合
作，监视，甚至杀害其他人造人。比起这个说法，似乎没有比这更好的方式了（11）。
如果人造人尝试去通过复制来解释整个需要被理解的能力，他们就会变成无法控
制的怪物（一个危险（1）的特别案例）。如果某人可以获得一组或一小队相对无
知的，单纯的，盲目的人造人去用以生产整体上有智能的行为，而这才可以被看
作是一种进步。而流程图就是一种整理好的一组小人（研究者，图书管理员，精
算师，将军）；每一个盒子都有着事先被设定好功能的人造人，而且从外部看过
去并没有说明他们在做什么（我们把这种效果说成：把一个小人放到盒子里去做
事情）。如果我们靠近去看每一个盒子，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盒子中的功能又是
更小的盒子中的人造人在做更小而更简单的事情。最终，这种盒子中带着盒子的
结构会让你看到最里头的人造人，而它过于简单（他们所需要做的事情仅仅是记
住在提问的时候说 “是”或“否”）以至于它们可以被“机械所替代”。我们将
幻想中的人造人简化为做简单的笨蛋们去做机械的事情。
当人造人在某一个层次上进行交互的时候，它们以发送信号的方式去与对方
交流，而每一个人造人都有着表象去决定他们的功能。因此，经典的人工智能会
在表象与表象-使用者之间做区分（12）：他们在面对无限回溯的威胁中踏出了第
一步。但很多人工智能领域的作者注意到(13)，在人工智能的调试过程中，我们
需要权衡表象的复杂性与使用者的复杂性。越是原始的与没有被解释的表象——
比如对视网膜瞬间形状的模仿——解释者或是使用者表象就会越复杂。而越是能
够被诠释的表象，那么表象本身的步骤性信息就会增加，而解释者的表象就会减
少。这个现实，使得我们可以通过给底层的人造人更多的工作来，减少在高层的
意识里人造人的数量。我们无法获得完全的对于自身表象的解释（除非我们可以
从自身的位置脱离出来，从外部去观察整个系统），但说到底全部的人造人都是
可以被分解的。但作为完全拆分的代价，我们需要牺牲这些的子系统与它们的表
象可以拥有的逼真性与总概性(14)，即我们不能做到让人工智能如同正常的人类
语言那样交流。我们已经从 SHRDLU 那获得了人造人交流的失败案例，
“因为你让
我去做的。”交流的语境与表述的能力已经让我们清晰得看出了，人类语言交流
的复杂性与语言表象本身的复杂性，但它并非一个成熟的格莱斯派言语行为理论。
如果它是，那我们就需要每个人造人都有着过于梦幻般的能力才能使用语言了。
现在哲学家有两种方式去看待人工智能数据结构。一种是承认它们确实是自
我理解的表象，或者我们可以借用模型与真正表象不一致的例子（人的观点，绘

画，图绘）得出结论，数据结构根本就不是内部表象。但如果我们愿意接受第二
种观点，即人工智能至少成功消弱了我们的第一个假设的强度：心理学是否需要
内部表象这个问题变得不是那么清晰；内部虚构的表象似乎也能做到这一点。
去与他人理论说，人工智能是我们已知的唯一能解决休谟问题的方式的确是
一个很有诱惑力的事情，尽管这是非常受到限制的系统，但这必定是正确的方向，
它的类别在心理学上也是真实的，但我们也可能是进入了危险（2）的论述中。
我们可以激励自己去学习可能的解决休谟问题的方式，但到现在为止我们并不能
说人工智能是解决休谟问题的唯一方式。
人工智能通过用特定的方法解决休谟问题的简单例子的方式，给哲学与心理
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它又是否解决了其他哲学家感兴趣的问题呢？我会在文
末指出两个主要的领域，我认为在那两个领域人工智能与哲学产生了联系。
哲学家与心理学家在是否存在自然的心象这个问题上争论了很多年（当然两
者都是勉勉强强地在交流）。之前的交流大多数时候都没有什么成果。在我看来，
因为两者都不知道如何把握休谟问题。近些年在人工智能上的研究，在重铸一个
更清晰的，有利的解决休谟问题的框架，而任何人如果希望解决这个古老的问题，
他必定会在人工智能中寻找到帮助(15)。
而第二个与哲学有关的领域，在我眼里即是“框架问题”（Frame Problem）
(16)。框架问题是一个抽象的认识论问题，而这个问题是在人工智能的思想实验
中发现的。当一个有意识的造物，一个有各种关于我们所在世界信念的物体，进
行任何行为的时候，这个世界本身发生了改变，而很多信念需要被修改与更新。
但我们如何做到？这不可能是通过我们意识到自己全部错误的信念，进而改变的
方式进行的（能确定的一点是，很多改变并非在我们能够意识到的层次发生的），
所以我们不可能完全依靠感知输入去修改我们的信念。因此我们必须有着一套内
部的方式去更新我们的信念，去填上空缺并且保证我们内部的模型，我们整体的
信念，大体上让世界是可信的。
如果我们假设，就如同哲学家传统的做法，我们的信念是一系列命题，而理
性是对于这些命题的推断与演绎推理。有着这种信念的人会陷入麻烦，因为很清
晰的一点是（尽管备受争议），如果系统仅仅依靠以上的流程是绝对会陷入泥潭
的，因为这样上传的内容过多而导致组合爆炸。看起来如果我们需要去解释为什
么人可以有着与自然保持和谐的信念系统，我们对于信念与理性整个概念系统都
需要被修改。
我认为我们可以从康德那发现对于框架问题的帮助（我们或许可以称呼框架
问题为康德问题）但是除非我们能将某人的理论限制在人工智能思想实验的形态
当中。在这种情况下，哲学所推崇的对于问题的答案，包含当然包含康德，最好
能被看做建议性的，最差仅是妄想而已。
我并非希望哲学家都放弃传统哲学的内容，然后训练他们自己成为人工智能
的研究者。现在还有很多的思想实验与推论需要哲学家使用哲学途径与哲学传统
去解决。最近一些非常有影响力的人工智能成果（比如马文·闵斯基有关“Frames”

的论文）包含了大量对于相对不复杂的，有关自然的哲学猜想。哲学家们，我已
经说过了，应该进行人工智能的学习。那么人工智能的研究者需要学习哲学么？
他们也需要。除非他们可以接受每过几天就要重新发明轮子。当人工智能重新发
明轮子的时候，首先肯定会是一个方形的，或在最好的情况下，是一个六边形，
它们需要至少成百次的更新迭代才能够令人满意。而哲学家们的轮子是完美的圆
形，在原理上是不需要润滑的，它能同时往两个方向走。显然共识是有序的。(*4）

注释：
（*1）George Smith 与 Barbara Klein 向我指出了在文中所提出的问题在某几种
角度去理解的时候是很模棱两可的，因此对于相同的问题其实可以做出不同的回
应。在下文中，我所提出的回答这个问题的不同策略，实际上也能回答不尽相同
（但类似）的问题。提出类似问题的哲学家有时候会尴尬地发现他们收到的回复
是对于其他类似内容的详细回答。
（*2）这个问题（以及对于问题去回答的尝试）是作为认识论的一个主干部分；
另一个主干部分即尝试解决怀疑论问题，而这个主干的问题可以是：“知识如何
可能？”
（*3）Joseph Weizenbaum 向我指出了，Turing 从计算机诞生的伊始就预计到了
计算机可以在理论上突破休谟问题的无限回溯。George Smith 也让我意识到了
Von Neumann 也有类似的见解。只有在电脑一个世代的发展后，通过非常细致的
模型，他们的远见才得以证明。而我们不能忽视的一点是，在宣言一种在理论上
的可能性后，需要其他人的研究才能揭示这个可能性是否在实际上能被做出来。
在人工智能出现之前，对于休谟问题能够通过计算机的概念迭代解决的信念为人
们提供了勇气，但使得心理学家与哲学家感到不堪。
（ *4 ） Margaret Boden 的 观 点 对 我 最 初 文 本 有 帮 助 很 大 。 她 在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Natural Man (Harvester, 1977) 中提供了有助于哲学家理
解人工智能的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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