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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刊》：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院是中科院建制化的智库研究机构，凝聚了中科院科

研院所、学部、教育机构“三位一体”的优势，为国家提供科技战略咨询和决策支撑，为

我国宏观科技发展把脉。您最近提出了“科技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有怎样的缘起？

潘教峰：现代科技发展到今天，人们时而感到困惑，科技发展到底为了谁？比如，随

着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的发展，人类忽然发现自己可能正在慢慢失去对科技发

展的控制：将来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繁殖后代的功能将可以被替代，科技自身就可以创

造新生命；另外，人工智能在某些方面开始超越人的智力范围，如在智能相关的人机大战

中，人类选手屡屡落败。这样发展下去，未来世界将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界？一些人开始产

生一种对未来的困惑，甚至恐惧。

我们提出科技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厘清科技发展的本源问题——科技发展依

靠谁、为了谁？“依靠谁”是清楚的，只有依靠人。“为了谁”，我想应该被更清晰和突

出地提出来，即“为了人”。

从历史上看，人类社会从蒙昧走向文明，并不断地向前发展，背后起革命性作用的，

就是对自然规律的不断认识，进而将其物化为工具，为人们生活创造更好的物质条件。在

这个过程中，技术是一种物质性的财富，用来改造自然；而人类对于规律的认识本身则内

化到人类自身，科学对人的观念和思想的影响，区别于技术的财富性，它是一种精神性的

财富。科学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技术发展也有自身的逻辑，科学技术与人类和经济社会

的关系也在不断演进。因此，我们提出“科技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在科技发展

突飞猛进、进而可能对人类社会产生革命性影响的时候认真地思考这一根本问题，不忘

“为了人”这一初心。

《院刊》：科学和技术过去是在人主导下发展，未来是否会超出人类的控制？

潘教峰：科学发展的目的，是使人类与整个自然的相互关系和适应性变得更好，同时

也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一种知识源泉和认知基础。但技术的发展会渐渐出现伦理问题，我

想人类不能让技术损害人的尊严，更不能让技术失去控制成为损害人类社会的一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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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发展看，技术有异化的可能，如果人类不能用人性和理性的力量来驾驭技术的话，那将是非常危险

的。比如，我们刚才已经提到的两个方向，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如果创造出的新物种、新生命在各个方面都比

人强，这会不会对人类发展带来灾难性影响？再比如，各国现存的核武器不知足够毁灭世界多少次。

我认为要切实防止科技的未来发展超出人类的控制，就要让科技在人类主导下发展。因此，今天世界各国的决策

层在面对关于科技未来发展的问题时，应该倾听多方面、多层次的声音，慎重决策。研究无禁区，应用要谨慎。

《院刊》：能否就您的研究系统地表述一下科技发展如何坚持“以人为本”。

潘教峰：我们简单地归纳为 3 个方面。

（1）拓展人的能力，而不使之失去控制。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是人类不断拓展自己的能力和将能力外化的过

程，既然如此，人类就应当始终站在能够控制它的位置，防止能力异化。

农业社会时代，劳动工具非常简单，更多依靠人力和畜力。随着蒸汽机、纺织机等的出现，人力、畜力开始转

向机械力，这种机械力是一种超脱于自然的能力，本质上也可以认为就是技术的力量。机械力本身成为一种独立的力

量，必须有动力，从蒸汽机到内燃机、再到电机，机械力一步一步地发挥到极致，伴随而来的是不断产生新的能力外

化的形式，汽车让人类跑得更快，轮船让人类跨过海洋，飞机让人类腾云而上，大的机械工具开山搭桥不断扩展人类

的臂力……。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计算机科学的出现，人类又开始了知识程序化进程，算法开始应用，这代表了机械力之外

的另一种能力——智力。这种“智力”开始出现时非常简单，但不断发展，到今天随着对脑功能的认识，对人类意识

的认识，终于出现了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将具有深度学习能力、逻辑推理能力、计算能力……。继人类将自己的机械

力外化之后，现在又可以将智力外化了。

人的能力，整体上来讲可以分为 3 类，机械力、智力和繁衍能力。那么近代以来科技的发展，使人类已经具备了

将机械力和智力外化的能力。生育能力、繁衍能力，人类现在也有技术将其外化了。各种能力不断外化和完善，显然

能够创造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新世界。但是，归结到本源，既然技术发展是为了人类，那么人类就应该始终保持对技术

的控制。

（2）维护人类尊严，维护人类社会秩序。科技发展“为了谁”的问题应始终放在一个突出位置上，科技发展不能

失去方向，不能失去基本伦理的规则，现在正是应该高度重视起来的时候了。

我们应当为未来的科技发展制订新的准则，这种新的准则应该以不损害人的尊严、不损害人类社会作为前提和条

件。并且在将科学原理应用于技术层面时，更加重视技术的伦理性。在这种准则下的“科学研究永无止境”，我认为

是可以的。

（3）拓展人类生存空间，保障人类永续发展。放眼浩瀚宇宙，地球无比渺小，自然造物，而人类的出现又是多么

幸运和奇妙。反观人类自身，生存需要多么苛刻的自然条件，温度太高无法生存、温度太低无法生存、没有氧气无法

生存、不能接受高频辐射……。宇宙虽大，但如此苛刻的生存条件，使得人类至今还未在地球之外找到另一个符合条

件的生存场所。所以科学技术的发展，应该是拓展人类生存的空间、保障人类永续发展，而不是用另一种科技或物种

来替代人。

最近的畅销书《未来简史》，讲到未来的科技，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人类的异化。我认为应该回归本源，科技的

目的应该是始终为了人，不断地拓展人类发展的新空间，不断地创造人类生存发展的更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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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刊》：在这样特定的、狭窄的生存条件下，人类从起源开始便为了生存，不断拓展自身的机械力和智力，这

是否也是拓展人类文明的一部分？

潘教峰：您说的非常好，我觉得科技正是应该围绕拓展人类文明来进行，而不是失掉这种文明！

过去的技术发展相对较慢，人与自然、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是在动态平衡中发展的。而现在新技术的应用越

来越快，这本身会带来很多问题，包括诸多新技术的负面效应叠加引起系统性风险，从而可能不再给自然适应人和适

应人类社会的足够时间，所以人类生存的风险逐渐暴露出来。

生态环境改变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对于一些进入食物链且可能造成长期遗传甚至改变食物链的新生物技术

应用，人类应该特别慎重。现有的知识，人类对自然、对生命的认识，还是很有限的、不完整的。如果基于现有的知

识，去盲目地应用这些技术，改变了食物链，改变了遗传链，后果也是难以预测的。总的来说，人类需要认真审视和

反思科技发展带来的问题和解决方案，不忘科技发展为了人这一初心无疑是必须的。

另外一个例子是基因编辑技术。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可能会带来一系列伦理问题。科技的发展，越来越触及到

生命的本质和人的本质，所以建立科技发展最基本的准则就显得特别重要，尤其是在技术应用领域。

所有的这些问题，应回归到科技发展“为了谁”的本源。以目前科技发展的伦理准则而言，我觉得至少要重视

以下两个方面：会不会影响人的尊严，会不会破坏人类的生命体系。当我们还在关注自然环境污染影响人类生存的时

候，技术对人类的生命体系自身正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所以，人类在得意于拓展自己能力、拓展自己文明的时候，应该有一种危机感，这种危机感促使人们回头看看科

技发展的最终目的，这应当是“以人为本”，为了人、发展人、发展人类文明。

《院刊》：您为我们阐述了一套科技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这将是处理科技发展带来的一系列伦理问题的

准则吗？

潘教峰：是的。食物链、遗传链等是人类生命相关的伦理问题，而人工智能、网络空间隐私等是人类社会相关的

伦理问题。

食物链、遗传链和人工智能，我们已经提到，再拿网络空间举例。我们知道“人肉搜索”这个网络热词，如果技

术不受控制，人都将变成网络上的透明人，完全没有隐私了，这是我们要追求的科技发展吗？所以，科技发展要“以

人为本”还是要“反人性”的问题，一目了然。

加强技术风险评估，加强技术伦理审核、审查，这是我们作为国家高端智库，要系统研究并向决策部门建言献策、

向社会公众阐释的内容。人的尊严、人的隐私和人类伦理，是伴随人而与生俱来的。失去准则，技术可能被异化掉，对

人类造成难以弥补的影响。所以我们强调，紧扣“以人为本”这一基本原则，始终牢记科技发展“为了谁”的问题，对

避免这种异化意义重大。

人类的发展，需要一方面不断利用新技术提高效率，不断丰富物质世界，但技术一旦不受控制，影响将是难以预

测的。所以我们提倡新技术应用要进行风险和伦理评估，尤其是多种技术的应用要综合评估其将带来的影响。

这是人类社会整体发展的大问题，正像人类从蒙昧时期过渡到文明时代，所建立的一系列准则一样，今天我们应

该本着“以人为本”再次精进我们的科技发展准则。科技发展本身在惠及人类的同时，也在对人类社会、生命本身带

来新的挑战。紧扣科技发展以人为本，建立科技发展新准则，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的伟大使命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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