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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人禽之辨”是儒家文化中的一个古老话题。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特

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人类在享受机器人带来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对如何处理

“人与机器”“人与机器人”的关系，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类文明的长远影响等问题，产生了深深

忧思。2018 年 12 月 1 日，在国际儒学联合会、《光明日报》社、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联合

举办的 2018 年孔学堂冬季论辩大会上，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吴根友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学

院院长孙向晨教授、浙江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董平教授、湖北大学哲学学院院长戴

茂堂教授围绕“儒家‘人禽之辨’对机器人有效吗?”这一主题进行了论辩。本期推出以上专

家们的思考、忧思与对策，希望能引起更多的有识之士对此问题做更深入的思考。

儒家的“人禽之辨”对机器人有效吗?

吴根友

摘 要: 儒家的“人禽之辨”，是中国传统儒家为人类文明确立的一个底线标准，其具体的内容

与要求可以伴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调整，但其中所蕴含的肯定人文与人道的基本哲学精神，具有

恒久的价值。当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机器人———机器的人化与人的机器化，将会越来越与我们

“自然人”构成一种密不可分的新“人机”关系，人类的伦理道德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儒家“人禽

之辨”的古老伦理戒律对于广义的机器人而言，是否有效? 我们将如何才能守住人类的文明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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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人与禽兽之间的区别，高度肯定人伦

的价值，是先秦儒家所坚持的一个基本主张，也

是儒家区别于道家“自然主义”的主要理论观

点。当人类文明已经高度发达，而且已经产生

了严重异化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重提儒家

的“人禽之辨”? 主要原因是当今科技的进步

已经严重危及“自然人类”( 相对于由科技手段

所创造的新的而非自然的人类而言) 的生存安

全了。我们这些经过上万年进化的自然人，在

几千年的文明进化过程中，摆脱了野蛮、愚昧的

状态，使得自己与禽兽之间有了明确的人伦与

文明的区别。但伴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与

发展，我们这些自然人类很可能被技术人( 基因

编码人类) 、机器人所取代。面对当前人类所面

临的巨大生存危机———我们暂且将其称为“人

机之辨”，我们是否能够从传统的文化资源中寻

找到有价值的思想观念来应对? 传统儒家所强

调的人与禽兽之间相区别的伦理原则，即“人禽

之辨”，在理论上是否还有其现实意义与未来价

值?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又将该如何应对

已经出现的危机? 又将建立什么样的人伦关系

来更好地应对这一新的危机?

一、先秦儒家“人禽之辨”的基本内涵

先秦儒家对于人禽之间的区别非常关注，

不同思想家的观点、说法不尽相同，但其思想倾

向是基本一致的，即人伦———人的有伦有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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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高于禽兽的自然生存状态。孔子在

论孝时说:“今之孝者，皆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

有养，不敬，何以别乎?”［1］85 对于这一段话的具

体解释，后来的学者并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

的，即强调人的尽孝行为，不同于犬马一类的出

力气的行为，而是包含着一种对父母的敬爱之

情，这一点是禽兽所没有的。① 可见，孝不是一

种简单的供养父母身体的行为，而是包含着人

类所具有的文化的特征———敬爱之情。孔子在

实现自己理想的过程中，到处碰壁，有人劝他放

弃理想，但他不愿意逃避到荒野之地，过与鸟兽

为伴的隐居生活，而是要与人为伍。说道: “鸟

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1］1270

这也是强调人的类生活的重要性。
战国时期儒家的另一位大思想家孟子私淑

于孔子，对“人禽之辨”有更多的、更加明确的论

述。综述孟子关于“人禽之辨”的论述，大体有三

层意思: 一是他清醒地意识到人与禽兽之间的差

别是极其微小的事实，如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

禽兽者几希。”［2］567 而指出这一事实是要告诫人

们努力维护人类的文明成果，不然就很容易退回

到禽兽的状态。二是将“人禽之别”奠基于他所

设定的“四端之心”上。孟子认为，人都有恻隐、
辞让、羞恶、是非这样的“四端之心”上，这四端之

心如火之始然，泉之始达，非常微小，但人可以通

过持续不断地存存、保养，逐渐地让“四端之心”
变得强大有力，进而可以成为每个人一身之主的
“大体”。孟子非常强势地论证道，如果每个人没

有或丧失了四端之心，就是非人，就同于禽兽，所

以他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2］233 其三，孟子

强调的“人禽之辨”，与儒家提倡的人伦教化、人
伦秩序密切相关，如他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
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矣。”［2］386 而人伦教

化的核心内容就是有君有父: 所以他批评杨墨的

理由是:“杨氏为我，是无君也; 墨氏兼爱，是无父

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2］456

荀子在人性论的问题上与孟子有很大的差

异: 孟子认为人先验地具有“四端之心”，这是

人区别于禽兽的先验根据; 荀子则认为人性就

其自然性而言，没有任何先验的善端，人之所以

能够高于禽兽，是因为有圣人的教化，接受了圣

王的人伦法则，故有善性。但是在“人禽之辨”
的问题上，荀子与孟子有些说法是一致的。如

荀子说: “人之所以为人者”，“以其有辨也”。
而这种“辨”( 即区别) 不仅仅是因为人有两条

腿，没有毛，在生理上区别于大猩猩、猿猴，更主

要的是因为人有人伦，而禽兽没有伦序。如荀

子说:“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

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

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3］79 可见，在荀子的

思想中，父子之亲，男女有别，君臣上下之分，构

成了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社会要素，而这些因

素构成了人与禽兽之间的根本区别。
荀子还从更加广泛的比较中辨别了人与无

生物、生物、动物之间的区别，说道:“水火有气而

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

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3］164

荀子上述的这些论述，都是从儒家文化重

视人伦的社会、政治属性角度区分了人与禽兽

之间的区别。类似以上三家的说法还有很多，

如《礼记·曲礼上》说:“是故圣人作礼以教人，

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4］11 近期出土的

文献《性自命出》中说: “牛生而长，雁生而伸，

其性使然。”“人而学或使之也。”这些说法都共

同指向一个集中的主 题，即 人 因 为 有 人 伦 秩

序———父子之亲，君臣之分，男女之别等纲领性

的原则，从而在天地万 物 之 中 显 示 出 高 贵 的

价值。
上述儒家的这些说法，在今天看来好像有

人类中心主义的嫌疑，但在上古时代，人从大自

然的状态下脱离出来的时间很短( 此时还残留

着殉葬制度) ，强调人区别于禽兽，以人的方式

对待人，其历史进步意义自不待辩。可是，当代

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与禽兽的区别已经不

再成为重要的时代问题了，人与机器人或曰技

术人的区别，将会成为新的时代主题，儒家的

“人禽之辨”还有意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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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85 － 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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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人需要

何种新伦理原则?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儒家“人禽之辨”
的原则都具有进步的意义，它高扬了自然人类
( 相对于技术人) 的存在价值与意义，使人从伦

理上高于禽兽，同时也肯定了人类文明的价值

与意义。但伴随着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

这一伦理原则的价值与意义正在受到严峻挑

战。2017 年 10 月 26 日，沙特阿拉伯授予香港

汉森机器人公司生产的机器人索菲亚以公民身

份，人类历史上首位获得公民身份的机器人因

此而诞生。而南方科技大学的青年科技人员贺

建奎，在没有认真考虑科学技术伦理的前提下，

以技术的方式创造了首例基因编辑婴儿。如果

由此案例推衍，未来的人类在离开母体之前就

已经通过基因编辑的方式产生，那么人与人之

间的差别，将比人与禽兽之间的差别更加值得

关注。因为，以往，家庭背景的不同，父母个人

喜好的差异，人在社会中的差别是以自然遗传

的方式被继承下来，并且不断地被放大，而被编

辑基因之后的新人类———“技术—自然”共生

的人类生命结构在未来的几代人生命遗传中又

将如何? 我们几乎无法预测。因此，科学技术

对于自然人类的威胁，以及带来的生命伦理问

题，将会成为我们时代的核心伦理问题。为了

方便讨论，笔者将科学技术对于自然人类生存

可能造成的生存危机，简洁地称之为“人机之

辨”，以之与传统儒家提出的“人禽之辨”构成

一种对应的关系。
简洁地讲，“人机之辨”所要关注的主要问

题是: 如果未来的人工智能科技与生命基因工

程结合起来，使得人类的自然生命不断地朝着

人工化、机器化的方向发展，其结果将会是人的

机器化和机器的人化，自然人类所依赖的“人禽

之别”的伦理基础将会被人与技术人、机器人相

区别的新伦理原则所取代。众所周知，目前处

于较低级阶段的智能人是人创造的，体现了人

类少数精英的智力的伟大胜利。但如果有一天

智能人自己能够创造自己，并进而控制人类，则

我们今天自以为是的自然人类当中，将会出现

一大批闲人，并使这些闲人成为无价值、无意义

的存在者。到那时，当前“人机之辨”所包含的

伦理问题就会变成人类存在的现实灾难。而这

种可能会成为现实的人类生存的巨大灾难，从

目前看来并不是不可能的。
众所周知，工业革命时代，机器曾经剥夺了

工人的饭碗，让人不如机器更有价值，因而引发

了早期产业工人罢工运动，而在罢工运动中，工

人们捣毁机器的行为可以视为人对机器让人类

异化的第一次反抗。从今天的角度看，现代大

工业机器的出现，机械性的机器已经对人类的

存在造成了大范围内的异化。今天的人工智能

如果在不远的将来被广泛地运用于生产领域

里，势必制造出大批新的闲人，因而也将会造成

人类第二次大范围的异化。面对即将来临的科

学技术对人类的异化，自然人类是否还有能力

去反抗这种异化? 我们并没有足够的信心。而

人类对新技术的担忧与恐惧，是当前伦理学、哲
学、政治学需要加以认真面对的理论问题。

因此，人的价值在即将要到来的人工智能

时代里，将如何得到体现?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

的新伦理原则来处理人与机器，人与技术的关

系? 换句话说，人工智能时代出现的“技术人”，

将需要什么样的新伦理原则? 这是伦理学、哲

学最为紧迫的时代问题。传统儒家在“自然人”
的范围内所强调的“人禽之辨”原则，如何经过

现代的转化，有效地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类

的生存所提出的崭新挑战，也将是儒学研究者

所要认真面对的新课题。

三、守护人类文明底线，警惕技术文明

对人类的“异化”

就笔者目前的认识来看，儒家“人禽之辨”
的伦理原则与我们即将面临的“人机之辨”的伦

理原则，不是矛盾的关系，而是充分与不充分的

关系。“人禽之辨”是我们今天仍然要紧守的人

类文明底线，因为儒家的“人禽之辨”原则，主要

是为了突出人从自然的、野蛮的状态走出，走向

并维护、保持人类的基本文明状态。而“人机之

辨”的原则，主要是突出人类在新的科技时代里

如何维护自然人类的固有价值，努力不让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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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发展成为人类自我异化的异己力量。因

此，从价值目标上说，在肯定自然人类的价值这

一个基本维度上，两者之间的目标是共通的，而

不相反的。
相比较而言，我们今天所思考的“人机之

辨”，其主要理论关怀是警惕科技进步可能导致

人的异化这一核心问题。强调人与机器的区

别，思考并界定“技术人”与“自然人”的伦理边

界，实质上是要求技术的进步为人的全面发展

服务，而不是将人带入自己创造的文明奴役之

中。因此，我们的基本主张是:

首先，我们仍然承认儒家“人禽之辨”的伦

理原则具有现实的意义。因为在当今社会里，

有些人仍然时不时会做出一些不如禽兽的行

为，特别是有些战争中所出现的虐待战俘的现

象，因此，我们仍然需要坚持“人禽之辨”这一

文明的底线。
其次，对于“人禽之辨”的具体规定，需要

再进一步加以斟酌，如对同性恋以及同性婚姻、
家庭的态度，就需要仔细的斟酌。从儒家的立

场看，同性婚姻与人类“生生不息”的自我繁衍

要求是背道而驰的。这一点，或许可以从佛教

的中国化历程中获得某种启示。当初佛教传入

中国，中国的儒家学者及一些官员对于佛教徒

不结婚的行为也极为反感，并担忧人类的繁衍

问题。事实上，佛教徒的存在并没有影响传统

社会人口的繁衍。而真正影响人口增长与人类

繁衍的问题，还有其他观念: 如现代人的自我成

长与享乐观念，自然繁衍过程中每个家庭所承

担的巨大经济压力与巨大精力投入问题等。另

外，儒家的“男女有别”命题也必须奠定在现代

的男女平等观念基础上，并且要在社会政策层

面制定出有利于女性，同时也利于男性的具体

公共政策。这样，“男女有别”的命题在现代的

职业、分工中也会获得其新的意义，并发挥新的

积极作用。
最后，在守护文明底线的前提下，来讨论人

与机器，人与科学技术的关系，即将“人机之

辨”提高到当代伦理学、哲学、政治学的中心位

置加以思考。有些技术，如生物工程与仿生技

术，可能让人类部分肢体再生，这些技术的合理

应用，可以造福人类; 助听、助视技术，可以帮助

聋、盲人重新获得听力与视力。要而言之，凡是

造福于人类的一切技术手段，在可控的技术范

围内，以相对完备的法律体系加以有限制的使

用，进而确保技术文明朝着有利整个人类的全

面发展的方向发展。因此，“人机之辨”也不是

要否定人类技术的进步，也不可能阻止人类技

术的进步。但人类科技的进步要在不导向人的

异化，不制造更大的人类不公平的前提下展开。
这可能是我们今天提出的“人机之辨”新命题所

要进一步展开讨论的地方，也希望能引起大家

做进一步的理论分析。

四、结语

以色列青年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其

新著《未来简史》中曾经提出了这样的设想: 我

们这些“自然的智人”，是否会在今天的新技术

支持下变成“智神”? 那时，人类将会被极少数

精英所控制，大多数人会变成无所事事的闲人。
这一预言会不会实现? 并不完全取决于科学技

术的本身，而是需要我们很多人文与社会科学

的学者积极参与到新科技运动之中，对新的科

技文明保持一种清醒的批判意识与防范意识，

从价值观念与制度层面提出相应的应对方案与

约束制度，以保证科学技术的发展成为造福人

类的手段，而不成为奴役人的强大的异己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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