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了二十余年的小说， 初心

倒还大致记得，最早只是改变，渴

望走出小县城， 见识那个传说中

的风暴大海，而写作所打开的，无

疑是一个比日常现实要广袤阔大

的存在，直接对接着“人类群星灿

烂时”。 接着，很多个接着……慢

慢觉得写作是一个认识自我、摆

脱自我的过程。

首先是认识自我。 在这个孤

独旅程中，渴望与此时代及其历

史、未来建构起重重关系。 比如

广度上要知道事物的多少，尤其

是那些层出不穷涌现的新事物，

各种异域奇观、 极端性场景；深

度上要知道它们各自的腔调及

逻辑，知其然，知其所以然；高度

上能用一个叙事，通过对人这个

主体性的凸现 ，统摄万象 ，确认

它们互相联系的结构与模型，发

现那些真问题（包括老问题与新

问题 ）及其对立面 ，与那些璀璨

星辰一样无以伦比的美；维度上

尽可能打通人文学科与自然科

学之间的森严界限 ，毕竟 “根据

已有的物理理论，我们所处的宇

宙在最根本的层面上遵循量子

法则”， 而文学不仅能完成自身

叙事（主要是抒情与修辞），也可

对“各种不断精细化的学科及知

识体系”进行叙事，让栖身在“知

识洞穴” 里的人能够彼此理解，

形成共情与对话，沟通就是生产

力吧。 还有温度，始终抱有一个

人子应该有的真挚与诚意，他人

的不幸即是我的苦，他人犯的罪

即是我做过的恶……这些想法 ，

在内心里真实不虚地出现过，像

山峰与河流，尽管有沧海桑田的

掩埋 ，只要去找 ，还是多少能找

得出一些蓝田玉暖。

其次是摆脱自我， 又或者说

知道了“我是我的敌人”。 人知道

自我的匮乏与有限， 知道个体意

识“自我”的普遍崛起，其实是一

个很后来的事， 是基于工业化及

现代性浪潮而起。 构成社会基本

单位的， 是沿着血缘关系所建立

的氏族，继而家庭，“自我”首先是

作为这种血缘关系的一分子而存

在的……主要是这个 “匮乏与有

限”，前些时候还在微信上开玩笑

说，“真希望平行宇宙的理论是真

的，能把各宇宙的那个自己，懂数

学的，懂物理的，懂各种学科知识

的，一起汇总，说不定就是一个奇

点了”。

摆脱自我， 倒不是说一个生

旦净末丑的戏精上身， 而是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更勿施

于人。坦率说，这些年下来效果不

大好，那个由分娩而出的“自我”

倒有点像关汉卿笔下的铜豌豆，

砸不扁，锤不烂。只能说更多的倾

听，努力提高一点共情能力，每日

三省吾身。 但有个想法却在这个

“认识自我与摆脱自我”这个博弈

过程中日渐清晰，即：

肉体或许就是一个被发明的

硬件系统 ，而所谓灵魂 （知识与

人格）基本等同于不断迭代更新

的软件操作系统。

这个说法似乎不大新鲜。 十

八世纪的法国人拉·梅特里就写

过一本《人是机器》，从当时的医

学、生物学、解剖学等材料出发，

强调肉身官能对人之思维与心

理结构的决定，思维不过是生命

机体自我保存的本能要求，是大

脑的技能，就像可供鸟在空中滑

翔的那对翅膀，所谓心灵即身体

各零件的功能总和。 这种极其粗

糙的机械论腔调，自然遭遇了足

够多的批判与反讽，三百年来编

排出来各种段子引发的笑声至

今还在我们头顶飘荡。 但问题是

AI 来了啊！ 这是前所未有之事。

曾几何时， 因为 “千古无同

局”，围棋被视为人类最后的尊严

所在。 到 2016 年，我们都知道了

阿尔法狗对人类围棋顶尖棋手的

辗压。 阿尔法狗还是一个从人类

经验（棋谱）出发的算法。一年后，

阿尔法元横空出世， 就不看棋谱

了， 只保留策略与价值两个网络

树，自我对奕，强化学习。 短短三

日， 对阿尔法狗的战绩是 100 比

零。 这意味着什么？ 是人类的匮

乏？ 人类的自以为是限制了机器

的想象力？就围棋原理来看，起码

可以说人过去所有的经验都可能

是错的，或者是效率低下。

2019 年，马云与马斯克有一

次对谈，其中谈到棋是人发明供

人与人下的。 这种辩解听上去很

高明， 有点人本主义者的意思。

细究一下，棋发明根源是对数的

发现。 人在这里没有知识产权。

基于“数”，AI 大概率能创造出一

种我们人类无法理解的“棋”。 围

棋在后者面前相当于四则运算

对应微积分。 如果说我们做四则

运算很快乐 ，这没问题 ；但不能

说四则运算比微积分牛逼。 马斯

克是对人类这个共同体有危机

感的，马云没有。 除了一个商人

的现实逻辑外，这也与东方哲学

里的天人合一、顺天知命的精神

有关。

阿尔法元，这个“元” 字意味

深长 ， 是指一个新纪元的开启

吗？

芯片业有个摩尔定律，隔 18

个月，性能翻番。 斯坦福大学的

AI 指数 2019 年度报告认为 ，AI

总体算力三四个月翻一番，再加

上谷歌宣布的“量子霸权”（其研

发的量子计算机在 3 分 20 秒时

间内完成传统计算机需 1 万年

时间处理的问题）， 这又意味着

什么？

再看看那些正在我们身边发

生的现实吧。 可以肯定地说，以

AI 为首的 ，融合生物技术 、大数

据、云计算等为一体的新技术革

命将彻底重塑这个星球。 这是一

个对支配世界运转的底层代码的

重新书写，一个如同命运交响曲

的澎湃书写，也还是一个具有凛

冽北风残酷性质的书写过程。 人

的数字化不可避免。 包括这次全

球疫情风暴，也在加速此过程。

AI 在变得越来越像人，而人

在变得越来越像机器。

这很荒谬。 一个让人笑不出

来的荒谬事实。

我喜欢人，人是万物的尺度。

人，这种知道阴阳寒暑的奇妙存

在 ，在我眼里要高于 “神圣自然

律 ”， 高于晨曦破晓与月上柳

梢———没有人约黄昏后 ，月上柳

梢给哪个物种看？

这些年， 我最大的乐趣是对

人进行叙事，试图用人的主体性，

在这个由科技与资本建构的世

界，发现美与激情，重新审视爱与

恨，对抗滞重与虚无，构建一个人

的乌托邦；对个人作为“风暴中的

岛屿”是如何保持其稳定结构，又

如何在日常秩序中完成观念建

构、逻辑自洽及美学淬取等，无不

津津乐道。 可问题是，窗外飞来

的那架无人机让我没办法再理所

当然自嗨下去。 我不是技术主义

者，也不是瞎子，对 AI 时代打开

的景深，对技术进步及其导致的

风险与各种伦理困境等等 ，没法

视而不见，我得在这个亘古未有

的时代，在这个知识生产呈指数

增长的 “新现实 ”里 ，找到一个

“万丈高楼平地起”的重心，才能

继续行走。

人是这个熵增宇宙的奇迹 ，

是造物主对自身的复制与迷恋，

所以“人类大脑结构和宇宙结构

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又或者说，

人类就是宇宙的大脑。 在这个恢

宏框架下，我们开始讨论数千年

来的哲学家对人分析与定义，人

的内核与边界，人的历史何以延

续，何以如此叙述，人是否配享信

仰，值得被给予关于天堂的允诺，

又是否应该拥有科技之力，对此

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讨论人还

可能拥有什么样的未来图景，而

构建未来的关键节点与变量蕴藏

何处，又如何找到激发节点引擎

的能量，等等。

我想找到的“重心”显然不能

指望向神灵祷告。

又或者说，旧神已死，新神诞

生。 自“哥白尼革命”起，作为真

理 、客观性 、自然律化身的科学

逐渐成为新的神祇。 技术溢出，

介入社会运行，由点滴至涓流至

浩荡江河，而今更在资本与消费

主义的加持下，把人类社会原来

那个由价值理性搭建的内在框架

尽皆拆毁，取而代之。 技术治理

时代来临，这已经是全球范围内

的普遍现象。 科学管理、社会工

程等理论术语已为公众广泛接

受， 成为日常用语。 对人的叙事

起支配作用的， 不再是人文那套

思想体系，不再是哲学宗教艺术、

传统语境里的文学，而是科学，是

技术的日新月异，是大数据、物联

网、生物技术、基因工程等。

更重要的是： 我们大概率已

经来到一个技术奇点的前夜，不

要说科幻电影里的那种强人工智

能，就前两年的阿尔法元，若把它

运用在写作上， 只要为之建立相

应的架构与算法， 一个整体宏观

描述及其结构性的呈现， 以及相

应的语法啮合与语义啮合， 完全

有理由得到一个类似莫言或者其

他诺贝尔得主那样水准的写作。

写作者还能干什么？ 换句话

说，人到底是什么？

是否有可能像《西部世界》电

影里所想象的那样， 人不过就是

10274 行粗糙原始的代码。 那些

触及人类心灵最深处的东西，不

过是千亿神经元突触间的信息传

递。而人的自由意志，这个让人在

虚无与荒诞中得以厘定自身尊严

的最后之锚， 其实质还是某个既

定程序对信息进行整理加工的另

一种说法罢了———这会让他们还

有勇气活下去，说几句“头顶的星

辰与心中的道德律”之类的话。就

像那段让侯世达备觉困扰的 AI

创作的旋律， 虽然是作用于人类

灵魂层面， 却根源于一个极简单

的机制。

算法即魂灵，算力即肉身，两

者之和即为生命？

我们老觉得世界万物 （真

理真实真相 ）总是在那的 。 博学

之 、审问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笃

行之 ，总能不断拉近这段距离 。

但这存在的真相倒更可能是量

子力学所描述的 ， 不仅是一个

因为人的观察而塌缩的量子系

统 ，人类的内心 ，也是一个量子

纠缠与量子退相干的作用 。 并

没有一个真实不虚的自我在意

识层面坐镇中军 ，运筹帷幄 ，而

是我们大脑里那由数千亿个神

经元突触 （一个比在地球上生

活过的人类总数还要多的天文

数字 ）构建起来的网络系统 ，在

接受到外界信息刺激后做出的

一个又一个决定 。 这些决定并

不完全依赖理性逻辑 ， 还同时

从直觉 、信仰汲取力量 。 这些决

定各有其风险与收益 ， 彼此还

可能抵牾 ， 它们就像那个被列

为七个 “千禧年大奖问题 ”之一

的纳维叶 -斯托克斯方程所试

图描述的湍流 ，是这些 “决定 ”

的总和构成我们 ， 构成一个人

的命运赋格……诸般念头纷至

沓来 ，如镜中摇曳影 ，影中又有

镜 ，重重叠叠 ，几至于无穷 。

所以我说“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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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写作者心灵的迷思与标准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