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　　年   二 O 一九年  第三期

135Mar.   2019

2018 年 11 月，“首届未来哲学论坛”在

上海召开。细胞生物学家裴钢院士、机器人专

家陈小平教授，及中外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

勒、赵汀阳、孙周兴、陈嘉映、科斯塔斯·泰

尔齐迪斯、马库斯·加布里尔等，以无法抑制

的迫切感，就“技术与人类未来”展开对话。

会议的核心议题聚焦于“人类文明的巨大断裂 ：

机器人、智能人的出现将使自然人遭遇什么样

的困境”。这是中国哲学家首次因科技迅猛发

展并担忧人类措手不及而发起的一场关于“后

人类”处境问题的跨界高端讨论。

其实这个题域，当代科幻电影已经进入一

段时间，相应的热点也一直在中国观众中引发

争议、困惑和思考。这一次中外科学家、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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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联手介入，可谓相当及时，为我们考察当

代科幻影片的重大变化提供了难得的契机。迄

今为止，科幻电影出品数量最庞大的还是美国

好莱坞。而越来越多的好莱坞科幻片，已开始

焦虑地关注科技发展与人类前景的关系问题。

梳理近十年科幻电影，会发现一个明显变化 ：

科幻片内容渐渐从对“幻想”“奇观”的追求，

走向对现实生活和人类命运的关注。这种变化，

与“首届未来哲学论坛”的题旨不谋而合。

时空探索片的科学性与非现实性

从题材衍变趋势讲，从超级英雄系列、时

空探索系列到外星生物系列、后人类现象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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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当代科幻影片不仅类型丰富，而且越来越

让人产生由“幻”而“真”的感觉。超级英雄

系列主要是人类意志的主观投射，且研究者众

多，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围绕时空观念展开的

科幻类影片，倒是与本文所关切的后人类生存

处境相关，但囿于人类目前的认知限度和想象

力不逮，此类影片的神奇性、迷惑感虽也曾引

发不少宇宙探索的兴趣，但对人类心理的具体

影响并不是那么直接、紧迫。

哲学家康德认为，“时间不过是内部感官

的形式，即我们自己的直观活动和我们内部状

态的形式”① ；爱因斯坦曾怀疑“时间”是顽

固地盘踞在人类头脑中的“幻象”；现代物理

学一般把时间看作人类描述事物运动过程的

“度量”和“参数”；大爆炸理论则认为，宇宙

产生于一个奇点，大爆炸“之前”根本不存在

时间。由此可见，时空问题远远超出了一般的

经验和知识能力，这也正是大量科幻片围绕时

空主题进行探索的原因。时间、空间以及奇点

的概念，不仅是一系列科学范畴的命题，也是

一系列哲学命题，并与每个人的生活世界和人

生体验方式息息相关。

近几年，关于时空探索的科幻片不少，诸

如《星际穿越》《源代码》等都是对时空问题

进行的阐释和演绎。虚拟的银幕世界给人们带

来很强的视觉冲击，“幻想性”特别突出。这

类科幻片放眼不可知的未来，猜谜似地建构起

可以被人们理解的宇宙故事，占有一定的收视

率和市场份额。然而，它们讲述的并不是迫在

眉睫的明天或后天的故事，而是在无穷遥远的

将来，在人类掌握了时空奥秘并突破了技术瓶

颈后，人类的命运将如何的故事，所以，往往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影片的时空尺度越大、内

容越令人惊诧，反而越能有效阻止观影者的现

实联想。

相对接近观众感知水平的是《火星救援》。

这部影片讲述了人类对火星生存可能性的探

索 ：主人公马克·沃特尼克服了火星恶劣环

境带来的重重生存困难后，终于成功返回了地

球。影片不少设想是建立在真实的科技成果之

上的。其拍摄，得到了美国宇航局 NASA 的

极力支持。电影中的很多情节及内容都取自

NASA 本身的研究和活动，以便还原最真实的

太空宇航员形象和最客观的行动效果。影片的

拍摄时间大约花费 70 天，展现 NASA 的一些

细节就花费了接近三分之一的时间。美国宇航

局也坦言，影片一开始的火星任务，正来自

NASA 打算实施的宇航计划。

从总体上看，人们对时空这个亘古之谜怀

有不懈的兴趣，科幻电影导演对深邃的时空问

题保持着一贯的思考热情，故可以认为，时空

探索将一直是科幻片的重要题材。尽管如此，

本文更关注外星生物系列和后人类现象系列的

科幻片。这是因为 ：时空探索类影片毕竟距离

大多数人的实际生活非常遥远 ；更重要的是，

时空探索的主体依然是人类，无论影片涉及的

宇宙尺度有多大，影片的感知要求有多难，但

它们所表达的一切，都还没有真正触及人类自

身已面临的人性变异和类属性危机。

外星生物片的主体交互探索

以外星生物展开故事的影片，其实是电影

史上最早出现的科幻类型。梅里艾的《月球旅

行》，在 20 世纪初已把人类好奇的目光引向了

“外星人”。但那时候，外星人还完全是一种凭

空臆造，一种与人类生活毫无关联的虚拟化的

生物想象。而纵观最近十年来讲述外星人的科

幻片，其内涵已呈现出想象日渐被现实化的趋

势，尤其随着现代科学思维的发展，人们对外

星生物存在的可能性也越来越趋于肯定。外星

生物正在“走进”我们生活的世界，一个突出

的探索主题是，如果外星人的确存在，那么人

类应当与他们形成什么样的关系？

在宇宙中，人类文明可谓沧海一粟 , 地球

之外的浩瀚星空人类知之甚少。按照目前掌握

① 康德：《纯粹

理性批判》，邓晓

芒译，北京：人

民出版 社，2010

年，第 36 页。



青　　年   二 O 一九年  第三期

137Mar.   2019

的科技手段，人类能够实现的最远软着陆只能

到达土卫六，即土星的一个卫星而已。但人类

已抑制不住地展开了对外星空间的想象性探

索，以外星生物为主的科幻片便是这类想象展

开的主要场域。《异形》《E.T.》《黑衣人》《明

日边缘》《环太平洋》等，这些影片都是以外

星生物为题材的好莱坞商业大片。此类影片中，

影响较大的两部影片是 2009 年的《第九区》

和 2016 年的《降临》。

《第九区》一上映就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当时，这部投资仅有 3000 万美金的小成本电

影，让同时期的大制作《特种部队 ：眼镜蛇的

崛起》都略显暗淡。在《第九区》中，人类与

外星人的关系，虽不是纯粹的对抗关系，但仍

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片中，人类虽然

接受了外星人，还专门为他们划分了居住区，

但这种包容是有限度的。处在弱势地位的外星

人，不得不服从人类的意志，并一直处于被驱

赶的境地。《第九区》的叙事缘起是外星人在

进入地球之前，其领导团体大部分成员由于感

染病毒而死去，剩下的外星人逃到地球寻求出

路。故事一开始，政府为外星人设立了用以隔

离的“第九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

排挤外星人，想把他们赶出地球。但外星高智

能武器的诱惑，使“跨国联合组织”（MNU）

不停地通过外星人活体实验来提取 DNA 以激

活外星武器。主人公维库斯，起初就是 MNU

组织的执行官，负责驱赶外星人，但在一次行

动中，由于感染病毒，自己的身体变成了外星

人的躯体后，他不仅没有得到同情和安慰，反

而遭到了 MNU 的绝命追杀。这部科幻片看似

是讲外星人迁移与人类生存之间的矛盾，深入

分析可以看出，故事讲述的其实是“人性”的

自私与人性的“异化”。外星有生命的物体我

们总是喜欢称之为“外星人”，从字面上就能

看出，这个“人”有两层含义 ：其一，因为人

们对外星生物的想象是一种纯粹的“神话思

维”，①是以自我“体认”的方式想象“外星人”，

所以大多数的外星生物，形态都与人有邻近性 ；

其二，通常我们称之为“外星人”的生物，或

多或少都具有“人性”特征，其心理活动与人

类有某些相似之处。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

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

巨大的甲虫。”卡夫卡《变形记》的经典片段

在《第九区》中得到了有效重现。对于感染病

毒的维库斯来说，人类究竟是敌还是友呢？生

日庆祝会上，维库斯不堪病毒发作，晕倒过去，

当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手已经变成了最

厌恶的外星大虾的手。在维库斯身体、生理发

生变化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孤立和各种关系

的疏离甚至敌意。亲友关系的突变，导致维库

斯无法在人类社会中生存，只能躲藏在大虾生

存的第九区，生存上的焦虑让他产生帮助大虾

返回飞船之后来搭救他的希望。MNU 组织利

用他身体的变化，想要对他实施解剖，借以控

制外星武器 ；而外星大虾发现他体形变化后，

却开始对他产生了认同，并愿意与他并肩作战，

一起逃出地球。当维库斯的希望被迫完全寄托

于外星大虾时，我们不得不意识到，当你被认

作异类的时候，人类并不是你可以信任与依托

的朋友。

在如何与外星人相处的问题上，大多科幻

片情节、主题的变化幅度相当明显，即从相互

对立、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转而成为相互探

询、相互理解的包容关系，并以此纳入更多的

对人类自身问题的拷问。在“UFO”的报道不

时出现的当下，影片《降临》同样讲述了与外

星生物有关的故事，但该片已不再局限于自我

“体认”式的人类中心主义想象，而是开始思

考与外星人的交往问题。这意味着人类思维发

生了重大变化，即在种群差异的基础上，承认、

尊重外星生物的生命主体性，并尝试着去与完

全陌生的“他们”进行沟通。

这是基于人类真实认知基础上的思考，所

以“幻”的感觉不再强烈。在《降临》中，篇

① 神话思维：直

观的以体认的方

式认识世界，并

以自己的生命形

式“命名”和想

象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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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没有大量用于描绘外星人的奇特形状、体貌，

情节也不再靠狂轰滥炸夺人眼球。当十二艘外

星飞船抵达地球时，人类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

如何与外星人进行沟通？“沟通”可以说是一

个特别具有现实感和未来感的真实主题，这一

主题在此指向了宇宙尺度上的物种间关系的探

讨。《降临》模拟了人类面对陌生物种时的基

本困境，它所呈现的交流难题，正是一个科技

高度发达时代的硬命题。随着人类星际探索范

围的日益扩大，在其他星球上发现生物存在的

可能性也在增强，一个需要人类预先面对的问

题出现了 ：发现外星物种后我们怎么办？

首要的问题当然是沟通。《降临》讲的就

是一个关于“沟通”的故事。影片请语言学家

路易斯和物理学家伊恩去完成这一尝试，以寻

求能帮助人类与外星人相互沟通的媒介。在这

里，语言文字不仅是地球文明的重要标志，也

是了解外星物种来地球意图的关键。这部影片

最“幻”的点其实是语言之幻，原著作者或导

演围绕语言文字的构想是贯穿整部影片的核

心。影片所想象出来的圆形外星文字，说明外

星人的认知方式大不同于人类的线性因果逻

辑，而是非线性的和因果同在的。主人公路易

斯掌握了外星文字之后，同时也获得了预知未

来的能力，其在拯救地球人之后，即便提前看

到了自己最终的结局，依然能够毫不气馁地接

受自己的生活，迎接必将到来的命运。

严格意义上来讲，《降临》这类科幻片的

重心并没有落在“外星人”身上，而是落在人

类与外星人相遇之后的“交往”上。这样的构

思，不仅唤醒了逼近观众的危机意识，而且提

前预演和回应了未知物种出现时，人类该怎么

办的问题，从而引导人们在转换自己的感知结

构和世界定位的基础上，提升直面命运的力量

和勇气。涉及外星人题材的影片，是近年来各

类科幻电影中主题变化最为明显的，从对星际

及外星生物的纯粹想象，到对人类生存处境的

探索，人物和主题越来越接近人们当下的真实

生活感受，越来越关切主体间关系的重建和调

适，这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精神启示意义。

后人类现象片的伦理困惑

如果说外星生物系列还是侧重反思人类自

身的人性异化，那么，后人类现象系列则将反

思纬度推向了“技术”，即海德格尔所谓的那

个使人与大地相隔离，并可能改变人类自然属

性的技术“座架”。

目前，人类已经破解基因编码，并可以测

定大脑神经系统的基本序列 ；通过基因改造

的科学婴儿也已经问世 ；人工智能技术日趋完

善，智能机器成为打败天下无敌手的弈者 ；经

过外在增补的不断丰富，人工智能还可以通过

互联网的形式使远程的非体验式感觉、记忆成

为可能。面对突飞猛进的科技发展，有人欢喜

有人忧，无论欢呼还是质疑，都使当代科学哲

学、科学伦理学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可以预测，

探索和呈现后人类处境，必将形成 21 世纪科

幻电影新的发展方向。事实上，以“后人类”

现象为题材的科幻片，也是近几年主题变化最

为深刻的科幻类型。

2018 年，影片《克隆人》问世。这部影片，

明确把现代高科技对人类生活的实质性改变，

带入人类当下的真实生活，以引起观众对“技

术”的警觉和重新审视。对于生物克隆技术，

人们并不陌生，早在 1997 年 2 月 24 日，英国

《泰晤士报》就披露了一则重大科技消息 ：通

过无性繁殖，“克隆羊多利”诞生了。从第一

只克隆羊到《克隆人》上映，经过了整整 21

年，科技发展的速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影片开篇就是一台手术，要将一名死去士兵的

大脑移植到机器人的大脑中，这就是所谓的记

忆移植。“记忆移植”在此片中出现并非偶然，

2018 年 3 月有消息称，科学家通过转移 RNA

成功移植了海螺的记忆，受体海螺或其神经细

胞记住了供体海螺在海里的经历。



青　　年   二 O 一九年  第三期

139Mar.   2019

在《克隆人》这部影片中，主人公不再是

外星人，而是现实生活中的人，这对观影人有

很强的代入感。故事起因于一场度假途中的车

祸，事故寻常得就像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一样。

随着剧情的推进，整部片子才由日常生活进入

了“科幻”情景。主人公威廉是一位研究记忆

植入的科学家，遭遇车祸后，妻子与三个孩子

同时遇难身亡，这使他悲痛万分。情急之下，

他决定先把妻子与孩子的记忆提取出来，再用

克隆技术把他们的躯体予以复制，然后把提取

出来的记忆传输给他们，以便克隆出从身体到

思维都一模一样的家人。这个故事，是生物技

术、亲情人伦、科学道德三者碰撞出的结果，

同时也是对已经被智能人、生物技术等嵌入的

后人类生活境遇的严峻思考。这部科幻片的深

刻之处在于，它直观地展示了高科技的双刃剑

性质 ：技术在成就人类亲情的同时，也将使人

类命运受制并毁灭于它的掌控。

人类发展科学技术的初衷是改善自身的生

存处境，让科技给人类带来更多惠及全球的福

祉。就像克隆技术，最初是为了克隆人体器官，

以达到救死扶伤的目的。1997 年第一只“克

隆羊”甫一问世，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就发

布命令，禁止将政府资金用于人体无性繁殖试

验，并呼吁全美所有科学医学组织、基金会、

大学及各种私立机构抵制此类研究。但是，谁

能抵抗资本的逐利性？影片《克隆人》中，威

廉出于亲情驱动，先是越过生命伦理的道德界

限，继而克服了技术上的难题，终于成功将人

类大脑复制到了克隆出来的家人躯体上，给予

家人第二次生命。当这一切都完美实现之后，

记忆移植技术的初衷就被不可避免地绑架了。

影片中的老板琼斯，在发现这一切后，让威

廉立即交出他复制的家人，遭到拒绝后，威廉

说，“我知道如何让 345 站起来，拜奥会成为

最成功的生物医疗公司”。此时的威廉，依然

想从救死扶伤的角度来运用克隆技术，并不愿

走得太远，但老板琼斯却毫无顾忌地摘下了面

具 ：“花那么多钱，难道只是为了救重伤的士

兵？别傻了，醒醒吧伙计，我们不是一家医疗

生物公司！”接着，资本的真正意图摊开了 ：“现

在你掌握了如何将人类意识传输到机器上，试

想一下，把最优秀的飞行员的脑子，放在几千

架无人机上 ；又或者把黑客的脑子加载到病毒

里。你到底知不知道里面的价值有多大？”很

直白，拜奥公司支持研发克隆技术的终极目的

是利益至上，而能使利益最大化的就是“战争”，

一如琼斯所想，创造出比人类大脑更精准、更

服从指令的机器人，将是战场上最厉害的武器。

这一核心桥段以科幻的形式揭露了生物技术终

将导致的结果，正如研究人工智能的法国当代

哲学家斯蒂格勒所说 ：“随着技术范围的扩展，

科学本身受其调动，和器具领域的联系越来越

紧密，它被迫服从于经济和战争冲突的需要，

所以，改变了它原有的知识范畴的意义，显得

越来越依附于技术。这种新型关系产生的能量

已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爆发。”①

影片后半部分，当移植了威廉记忆的机器

人“345”救出威廉的时候，一切猜测都得到

了确切答案，人果然可以创造出与自然人有一

样大脑，并在能力上更优于人类的“超人”。

其后果是，威廉一手制造的克隆人，彻底打败

了众多武器精良的自然人，高科技顺利变成了

资本家手中的敛财工具。影片的结尾发人深省，

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拿出一箱子钱来购买

第二次生命，而操控大局的却是拥有人类大脑

的机器人“345”。自然人与机器人的相互关系

一下子倒转了，人们不由得想问 ：人类孜孜以

求地创造出能够主宰自己命运的机器人，究竟

为的是什么？

另一部典型的后人类科幻片是《机械姬》。

影片讲述了一个科技公司老板邀请员工到别墅

对智能机器人进行“图灵测试”的故事，主题

聚焦于后人类生存状况的探讨。正如影片中科

技公司老板内森所说，“人工智能的最高成果

是自由和谎言”。当机器人懂得了阴谋论，懂

① 贝尔纳 · 斯蒂

格勒：《技术与时

间 1：爱比米 修

斯的过失》，裴程

译，南京：译林

出版社，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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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如何去利用人类的弱点，从而获得了“自

由”，那么这些体现了最高科技成果的人工智

能，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明天呢？影片中，

机器人伊娃利用一直单身的男主角迦勒对情感

的渴望，先假装与男主角产生感情，唆使他去

破坏闭锁自己的门禁系统，又通过改写老板秘

书的机器人程序，杀害了创造伊娃的内森，再

把拯救了她的迦勒囚禁于原本禁锢自己的囚笼

之中。在这一系列缜密的计算过程里，智能机

器人丝毫没有被情感扰乱，它依靠强大的逻辑

力量，从弱势到强势，俯瞰人类并利用人性不

完美的弱点实施了对自然人的完全控制。影片

最后，导演借内森之口，说出了整部影片的核

心内涵，即对后人类处境的预言，“将来有一天，

人工智能会回顾我们人类，就像我们回顾非洲

平原的化石一样 ：直立猿人，住在尘土里，使

用粗糙的语言和工具，最后全部灭绝”。

现代科技呈几何级数的发展所造成的不确

定性，给人类自身带来了严峻的危机感。科幻

电影对即将到来的后人类生存状况的关切，正

是对这一危机的有着一定科学依据的艺术回

应。可以说，现代科技的发展打开了一扇新的

大门，使科幻电影得以从幻想走向现实，走向

对已经到来或即将到来的各种可能的后人类生

存状况的探讨。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危机的存

在 ：由于生命科学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的紧密

结合，自然人与机器人的界限将日渐模糊 ；由

于人类心智的生命经验方式正在或将要被大幅

度修改，“人”的定义和“人”的类认同将日

益被颠覆 ；同时，被技术、资本、符号这新的“三

位一体”的“上帝”所控制的世界，已严重威

胁到自然人的生存 ；尤其是“人类纪”①的出

现，很可能彻底改变我们的存在环境，甚至可

能引发自然人被反噬、人类文明被灭绝的风险。

这就是说，以基因技术、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成

果为标志，加速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已严重

逼近和危及自然人类的生存边界。因此，科幻

电影在对后人类生存状态可能性的展示中，多

数影片对科技发展持悲观态度。但也有相反声

音的存在。有人认为 20 世纪后半叶兴起的反

科学浪潮，消解了科学的进步性，走向了科技

悲观主义。《流浪地球》的剧作者刘慈欣就对

科技发展持乐观态度。他在与上海交通大学科

学史系主任江晓原的对话中说 ：“人类对于整

体毁灭，还没有做好哲学上的准备。现在我们

就把科学技术这个异化人的工具和人类大灾难

联系起来。假如这个大灾难真的来临的话，你

是不是必须得用到这个工具呢？”②他认为未

来技术能帮助人类战胜大的灾难。不管对科学

技术持悲观态度还是乐观态度，科幻电影都是

基于科技对人类日常生活可能引起变化之上的

想象。虽然仅是一种想象，但这一想象与科技

发展前景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正如刘慈欣所言 ：

“科幻小说并不是在预测未来，它只是把未来

的各种可能性排列出来，就像一堆想象出的鹅

卵石摆在那里供人们欣赏把玩。这无数个可能

的未来哪一个会成为现实，科幻小说并不能

告诉我们，这不是它的任务，也超出了它的

能力。”③虽然科幻电影不必预测未来，但它

却把科技介入人类现实生活之后的各种可能性

摆出来，足以引起人们对后人类生存境况的思

考。

当下科幻影片的意义已经远超一般好莱坞

商业片。这一电影类型，以更加贴近人类现实

生活的艺术方式及主题表达，借助科幻形式对

科技发展前景给予探索，特别是站在后人类角

度反观高度发达的科技可能给人类带来的生存

境遇的变化，使观众在电影欣赏和电影消费中，

思考快速发展的科技与人类命运的关系，这正

是科幻电影近几年在创作上表现出来的发人深

省之处。“拿什么拯救我们的未来”，不但成为

哲学家、科学家关心的问题，也是“身临其境”

的科幻片导演们共同关切的话题。

编辑　张　蕾

① “人类纪“为

孙周兴在“首届

未来哲学论坛”

会 议 报 告《 现

代技术与人类未

来》一文所提概

念，指人类现代

高科技发展已形

成对地球及气候

的深层影响，形

成地质学上所谓

的“人类纪”。

② 参见《刘慈欣

VS 江晓原：为什

么人类还值得拯

救》，“叙拉古之

惑”网。

③ 刘慈欣：《我

写科幻小说，但

我不预测未来》，

《文 汇 报》2019

年 2 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