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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汇集全球最先进脑科学与人工智能领域专家，研讨目前全球最炙手可热的脑科学、人工智
能最新发展态势，并就人工智能（AI）未来发展提出方向性展望
科学家嘉宾：诺贝尔奖（18 位）、沃尔夫奖（2 位）、拉斯克
奖（2 位）、图灵奖（1 位）、麦克阿瑟天才奖科学家（1 位）、杰出
科学家（2 位），
中国两院院士科学家（5 位），
计约 31 人；
主
席：
马丁·赫尔曼，
2015 年图灵奖
演讲或参与提问及讨论的科学家：
梅·布莱特·莫索尔，
2014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爱德华·莫索尔，
2014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亚利耶·瓦谢尔，
2013 年诺贝尔化学奖

艾伦·巴德，
2008 年沃尔夫化学奖
约瑟夫·泰勒，
1993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邓肯·霍尔丹，
2016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马丁·赫尔曼，
2015 年图灵奖
余金权，
2016 年美国麦克阿瑟天才奖
毛军发，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上海交大副校长
杨雄里，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脑科
学研究院首任院长

聚焦世界顶尖科学家脑科学与人工智能论坛

人工智能，因人类智慧更精彩
■解放日报记者 杜晨薇 李成东 本
报记者 须双双
在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最后一天的脑
科学与人工智能（AI）论坛上，
7 位顶尖科学
家接连发布了关乎人类脑部健康、
记忆、
脉
冲星、
量子力学、
碳-氢键催化等多个跨界领
域的最新科研成果。
科学家们认为，AI 不但可以进一步地
赋能和培训，有望成为像人脑一样的复杂
网络；还可以注入类似人类神经调节所释
放的模拟信号，使它具备情感反应；而一
旦 AI 出现负面行为，则可以通过控制机制
及时叫停；更为惊奇的是，通过 AI 快速运
算模拟人类大脑发育变化，还有望帮助了
解人脑中可能出现的病变的机理……

须更好更合理利用 AI
说到 AI，就不得不提到计算机科学领
域的最高奖项——图灵奖。在本次论坛
中，
2015 年图灵奖获得者马丁·赫尔曼在演
讲中讲述了如何安全利用好 AI，使科学更
好地推动人类社会进步。
“人类作为生物物种，一直会有像小

孩子一样的行为，所以我们需要长大，才
能更好地、更合理地利用科技的力量，创
造美好的生活。”对于 AI 的消极反应，甚至
作为武器被犯罪分子利用的问题。赫尔
曼表示，AI 不同于能够带来致命威胁的核
武器，它本身的属性决定它不是威胁，我
们反而通过 AI 等科技的力量，实现了让人
类拥有类似上帝的力量。它就如同双刃
剑，关键看如何安全使用它。
对于 AI 的未来利用和设想，赫尔曼大
胆进行了想象，
“随着 AI 的发展，未来我们
的电脑肯定也会越来越聪明。但是类比
人类中有精神疾病患者，那么电脑有可能
会有自闭症，甚至因为恶意软件或病毒进
入，让它成为一个疯子。”

修饰和优化，从而改变了最初的大脑网
络。正是这漫长的人生体验，决定了人的
决策和情感反应。
“如果我们可以把人脑中美妙的模拟
信号和个性化的数据导入 AI 中，赋予它神
经调节的功能，AI 是不是就可以做出人的
反应，并且更加类人？”冯国平的设想引发
了现场听众的思考。更绝妙的是，人类大
脑可能拥有一定比例的精神类疾病，影响
了个体的行为。
“ 可惜我们不能在人脑里
装一个刹车板，去制止他的不利行为。但
AI 不一样，我们可以对它进行干预，有任
何错误的行为都可以及时制止。”

AI 也有人类般情感

发现

国际知名神经科学家、本场论坛的青
年科学家代表冯国平，当场描绘了一幅脑
科学和 AI 相得益彰、相互促进的科学图
景。
他指出，人类出生之时，脑回路的连
接已经形成。往后的人生经历和与外界
展开的互动，会对原先的神经元连接造成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副校
长毛军发说：
“AI 这么热，是不是有一天会
战胜我们人类？我个人认为这一点遥遥
不可期，
甚至不大可能。”
毛军发当场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案
例：中国人的口语表达“我吃食堂”，原意
是“我去食堂吃饭”，可 AI 的翻译是“I eat

用大数据寻找科学新

canteen”
（我把食堂吃了）；同样，中国人说
“那辆白车是黑车”，这里的“黑车”
表示“非法营运车辆”，AI 翻译
会变成：
“That white car
is a black car”
（那 辆 白
色的车是辆黑色的
车）。
“ 至少目前来看，
AI 的局限性还是非常
明显的，它有智能但
是没有智慧；它会计
算，但是不会算计；它
有 智 商 ，但 没 有 情
商。这与人有本质区
别。”
不过，毛军发也充分肯
定了 AI 在科学领域的实际应
用。他甚至展望，中国下一位屠呦
呦般的诺奖得主很可能会在 AI 的帮助下
诞生。
“屠呦呦发现青蒿素，是翻阅大量中
国的中医文献后受到的启发。可我们知
道，中医典籍浩如烟海，翻阅工作量非常
大，如果用 AI 来读古籍，然后利用大数据
去提炼，我相信会有更多有价值的发现能
够为人类造福。这是 AI 在医学领域运用
的重大前景。”毛军发说。

搞懂大脑，
更好开发人工智能
■解放日报记者 舒抒 黄尖尖
2014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
爱德华·莫索尔和梅·布莱特·莫索尔接受
记者专访时表示，人类与人工智能最大的
区别在于人脑所具备的情感记忆。

对人脑认知仍处皮毛阶段
梅与爱德华是诺贝尔奖历史上第五
对“诺奖夫妇”，他们因在大脑内嗅皮质中
发现网格细胞双双获得诺奖。
利用网格细胞构建地图，利用位置细
胞精准定位，人脑的这种定位方式“传授”
给机器，就能让机器像人脑一样进行导
航、定位和感知时间顺序。这将是梅和爱
德华的未来工作方向。

目前人工智能系统的开发，都是基于
对人脑运行机制和信息算法的模仿进行
的。
“我们只有搞懂了自己的大脑，才能更
好地开发人工智能。”爱德华说。
人工智能与脑科学研究的关系如此
密切，以至于人们开始担忧：是否有一天，
人工智能将超越人脑，
取代人类？
“电脑对于精确计算、快速处理大数
据是非常擅长的，但在执行认知、决策和
模拟感情方面是短板。”在记忆功能上，神
经细胞可以把情感传递出去，有情感的记
忆会更鲜活，这个结论爱德华和梅已经通
过实验证明。
“ 我们给计算机输入算法和
位置要素，让它实现导航功能，但我们却
无法输入情感。”
同样的道理，就算我们把人身体中每
个基因都复制给人工智能，它也永远不会

变成另外一个你。
梅以克隆大脑来做比喻。
“ 我现在活
了 55 年了，我有 55 年的体验和情感，这
是我的复制品没有经历过的。人之所以
为人，是因为我们的生物组织在不断与
环境交互。对机器，我们可以给它所有
功能性细胞，但要把记忆和体验都传递
给它才是目前人工智能研究最大的难
点。”
既然人工智能的研究基于对人脑的
开发，那么目前人类对大脑的了解达到什
么程度呢？
“乐观地说，我们今天知道的比昨天
更多了，但无可否认，目前我们对人脑认
知还只是皮毛阶段。”爱德华表示，神经科
学发展速度非常快，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

阿尔茨海默病须提前介入
人们有时会觉得自己没有方向感，会
不会是大脑出现了问题呢？梅笑着说：
“我
觉得这其实只是一个注意力问题，如果你
关注一些移动的物体和人，就会有很好的
方向感，
如果不注意就会迷失方向。”她说，
认路是一种注意力和记忆结合的能力。
梅与爱德华的工作还有一个重要的
意义，就是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目前阿尔
茨海默病的诊断，主要还是在患者出现患
病症状以后才到医院做脑电图进行确诊。
“其实一个 50 岁患阿尔茨海默病的人，
在他 20 岁的时候，大脑细胞上就会出现症
状。”梅指出，他们在实验室里对动物脑细
胞进行标记和监测的方法，可以作为早期

诊断阿尔茨海默病的工具。
“ 提前介入治
疗，
缓解组织细胞的死亡和病变，
这将有望
成为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有效手段。
”
当手机成为现代社会人们离不开的通
讯与娱乐工具，
“网瘾”
“游戏成瘾”等话题
常常让人疑惑，是否我们大脑发出了什么
信号，让人类对一些事物如此痴迷？对于
记者的提问，
爱德华说，
其实玩网络游戏上
瘾和对其他东西上瘾没有特殊差异，比如
对毒品的上瘾就是大脑中发出了强烈的信
号迫使人们做出一些激烈的行为，同样的
原理也可以发生在对网络游戏成瘾中。
他表示，大脑结构复杂，掌控着我们
所有的行为。
“对于脑科学来说，人类为何
对某些事物成瘾只是我们研究的很小一
部分，因为还有更多与大脑有关的研究领
域等待着我们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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