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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 31: TRANSHUMANISM 

  反人本主义              

                

                                  作者  海伦·巴瑞特 

                  By Helen Barrat  

 
 

        将科技整合入人体，这在以前属于科幻领域，如今成为现实。反人本主义声称，这将不断

发展直到我们出创造出半机器人，那时我们由机器和人共同组成。他们认为如果人类未来要保

持领先地位，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现状。反人本主义的思想迫使我们思考人类物种的问题。
 

 

        所有人类加强科技，都

从我们可以克服目前的局限

性这一前提下开始。开发抗

衰老技术是我们一直的愿

望。反人本主义者的想法更

进了一步，希望创造一个更

“好”的人。可能通过遗传

改良或开发半机械人，或创

造超人类- 因为他们已经做

了足够多的改变而成为自主

设计的物种。 

      反人本主义者认为，人

性还在不断发展，“（人

性）是个半熟的开端，我们

可以按照我们的意愿重塑

它”。[1]反人本主义的背后

的哲学是使人类超越其目前

的状态并充分发挥其潜力。

它声称，我们不再需要被生

物进化绑定，我们可以利用

技术选择自己的进化途径。

反人本主义来认为，“自进

化”时代已经开始，现在人

类的进化是我们自己的责

任；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要成

为什么，以及我们想如何成

为它。 

      到目前为止，反人本主

义运动在过去的二十年发起 

 

 

 

并在不断发展，但它的起源

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代的

理性人本主义。它坚持人类

的创造力和努力和个人权

利，拒绝任何超自然的力量

控制或指导我们的信念。事

实上，反人本主义共享人本

主义的许多元素，包括尊重

理性和科学，鼓励进步。然

而，反人本主义超越人本主

义并坚持渐进的自由主义生

物伦理，并需要扩大和改善

人体机能的动力。 

      超人本主义也反映了现

代和后现代思想的各个方

面。现代主义的信仰建立在

巨大进步和科学技术上。自

主性至关重要，并且每个人

都有权利掌控各自的进化。

后现代主义拒绝客观真理，

并相信认为人的形象没有内

在价值。因此人类可以选择

任何方式改变自己。 

      此外，超人本主义者的

立场是极端唯物主义。他们

认为人类不过是另一种机

器，是可以而且应该得到发

展和完善的。 

    超人本主义的大部分理念 

 

 

 

与基督教伦理相冲突，基督

教认为人类是照着神的形象

所造，因此，人能够代表和

反映造物主，是神至高无上

的创作。反人本主义声称，

人类有能力掌控神在地上的

代表并加以改造以符合我们

自己的蓝图。 

 

       超人和后人类 

      使用科技加强人类已经

引发了无数科幻小说作家的

想象力，如 HG 威尔斯，并

催生了无数的好莱坞电影，

如加蒂卡与 AI。然而，提高

人类的本性的动力慢慢进入

主流科学文化，在2001年美

国科学基金会，美国科学和

技术委员会，美国商务部出

版了“会聚科技提升人

类”，体现了政府对提高如

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

科学技术的支持。 

    一群学术哲学家和科学家

都努力让大众在思想上接受

反人本主义。其中突出的人

物是尼克·博斯特伦和大

卫·皮尔斯，他们俩于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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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创办了世界超人协会

（WTA）。博斯特伦曾任耶

鲁大学哲学系讲师，现在在

英国牛津大学任职。 

      另一个超人是雷丁大学

控制论教授凯文·沃里克。他

认为，他是世界上第一个

“电子人”，因为在1998

年，他在他自己的手正中神

经植入了电极。这个电极连

接到微电子，能靠计算机发

送和接收无线电信号，这使

他能够控制简单的远端机器

手。 沃里克的“超人梦”的

程度可以从《连线》杂志的

记者采访看出，沃里克著名

的话[1]：“我出生是人，但

这只是关于时间和地点的意

外命运。”[2]他认为，如果

我们想与未来智能计算机竞

争，我们得与机器连合。 

      反人本主义者创造了

“后人类”这一术语，后人

类的基本能力大大超过现在

的人类，以致他们不再属于

人类。他们声称，由于这种

能力的增强，后人类可能是

完全人工合成的人工智能，

或者干脆是传统人类生物体

的许多小而深刻的拓展的结

果。 

      虽然我们无法想象后人

类到底会是什么样，感谢科

幻作品，我们可以设想那些

远远比我们更聪明的人类，

可以在几秒钟内阅读完书

籍，或创作出惊人的美妙杰

作。反人本主义者认为，我

们需要相信更大能力的可能

性以及其可能带来的价值。 

 

              不朽的科学 

      反人本主义力求超越一

切限制、生命、智慧、自

由、知识和快乐，并认为尤

其是要消除最大的敌人-死

亡，必须采用科学、技术和

推理。博斯特伦认为增强技

术要克服的局限之一是人类

相对较短的寿命。这也许是

最终的限制。称为“生物老

年医学”，其任务是跟踪分

子进化和老化的社会原因，

使我们在生命的尽头可以获

得额外多年的时光，这不是

增加一些疾病和衰弱的年

岁，而是许多更快乐、健康

和有生产力的岁月- 扩大人

类生存年限。 

      反人本主义者不情愿地

说，死亡应该是完全自愿

的，人们有权利拒绝生命延

长技术而选择死亡。必须尊

重各自的选择。在知情同意

的情况下，自愿安乐死也是

反人本主义者世界观中人类

的基本权利。然而，反人本

主义者批判为死亡和老化找

借口的“死亡主义者”，也

警惕那些他们认为鲁莽和危

险的的“死亡主义者”哲学

家的无助说教和消极教唆。 

 

              超人的科技 
 

      随着提升人类的讨论激

增，似乎那些超人本主义者

的突出的哲学和政治理念要

增加。生物老年医学也是如

此，还有其他一些新兴技术

也可能是如此。 

      21 世纪初我们对遗传

非常乐观，而对超人本主义

者来讲，这潜力是巨大的。

可能几乎所有的疾病和大多

数人的特征如智力、气质、

外貌等都存在一些遗传贡

献。反人本主义者希望基因

工程使定向改变遗传物质，

使其不但能治疗疾病，还能

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本性。 

      涉及将人类与机器整合

创造出半机器人的控制论研

究，也提供了其他潜在的途

径。沃里克坚信它具有深远

的后果：“最终，人类无法

与半机器人竞争，从而成为

生命的低级形式。”[3] 

 

      治疗还是加强？ 
 

      反人本主义者声称，在

一定程度上那些依靠技术创

新，如隐形眼镜，助听器或

义肢的人都可以被看做是半

机器人。但更准确的说法

是，半机器人不只是使用工

具的人，他们利用的机器是

他/她身体的组成部分。因

此，我们有必要区分使用工

具的人和在技术上得到加强

的半机器人。这可以看作是

治疗和增强之间的差异。这

是超人想象力的飞跃。 

      虽然超人仍然夸夸其

他，有必要定义治疗已知疾

病的“治疗”和改变身体

“正常”工作的“增强”之

间的区别。2001 年至 2005

年美国生物伦理委员会主席

莱昂·卡斯指出，“治疗在道

德上永远是允许的，而增强

是值得怀疑的，至少在表面

上。囊性纤维化的基因疗法

和治疗抑郁症的百忧解是允

许的；插入基因以提高智力

或奥运健儿的类固醇是不允

许的。”[4]他的例子中区分

允许和不允许似乎很明确，

但真的那么容易吗？例如，

延长寿命是否构成通常意义

上的医疗救治？延长目前的

平均寿命是否超出了医疗治

疗的范围？ 

 

      消除疾病如囊性纤维

化，或讨论自然过程如老化

只是暂时遇到的争论，如果

我们采取反人本主义并以创

造“更好”的人为目标，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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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通过控制论，我们将遇到

更多复杂的道德问题。按理

说，这不再是治疗问题，但

更多的是追求完美身体的合

理性问题。定出可接受和不

可接受的界限是极其困难

的，因为对一个人的治疗，

对另一个人可能是一种加

强。 

      然而，他们的目标超出

治疗。研究人员正在探索如

何将人文与科技结合到更根

本的层面。例如，超人本主

义者谈论到将人的思想和经

验下载到一些尚未开发的超

级计算机上，这将使他们能

够永远活着。在这个虚拟现

实环境中的“人”就可以永

远活在他或她的梦想里而不

受疾病或死亡的干扰。不那

么极端的建议是发展不断修

复我们的身体的技术，让身

体永不衰退。     

      从我们目前的现实来

看，这种增强技术似乎还很

遥远，但他们似乎给我们的

后代提供了一个更美好的生

活的伟大承诺。但是，这些

美好的前景同时带来了阴暗

的一面。作家像比尔·麦吉

本、[5]马克斯·韦伯[6]和李

银[7]的图书发人深省。他们

展示了未来后人类的潜在现

实，如安全和技术管理。但

他们不质疑开发增强技术的

背后动力和作为政治游说基

础的反人本主义态度。他们

只是相信智人正在开发当

中。 

 

             上帝的科技 

 

      不管反人本主义的宣

称，基督教承认对技术的追

求是神赐给人类本性的一部

分。亚历山大·丹尼斯指出，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因为

上帝自己是科技爱好者，并

最终促成人类的科技。”在

创世记第一章中，上帝从一

无所有中创造宇宙，并多次

评价他的创作为“好的”。

他同样赋予我们伟大的创造

力。[8] 

      技术不断提高人类世上

的生活能力，更有效地作为

神的代表并传播福音。在医

药领域，病人护理的巨大进

步是技术进步的结果。然

而，意识到这一现实非常重

要，就是虽然科技可以提供

巨大的好处，忽略上帝的愿

望意味着科技创新不会产生

真正的幸福。 

      基督徒通过“圣经”明

白上帝对科技和创造力的安

排。亚当和夏娃为神工作，

利用地上的资源来造福人

类。[9]这种作用在人类违背

上帝后仍然存在。这个“堕

落”的后果是工作变得更加

艰辛。[10]但是渴望忽略上

帝的期望似乎是在上升，上

帝赐予的科技和统治的礼物

越来越被滥用。后来在创世

记[11]通天塔的建设者打算

将塔通到天顶。他们的愿望

是“为传扬他们的名”。新

生儿科教授约翰·怀亚特写

道：“通天塔象征着技术的

神话，承认人类技术的无限

性- 这种技术是用来获取上

帝作为创造者独有的地位，

并推翻创造规律。”[12] 

 

                  老龄化 
 

      尼克·博斯特罗姆认为

寻求治愈老化“迫切，在道

德上势在必行。”[13]老龄

化的罪恶- 功能退化及退行

性疾病如阿尔茨海默氏病的

冲击- 是真实的，并且生活

在由罪蹂躏的堕落世界里。

但老化本身不是罪恶。圣经

教导我们尊重老人[14]表

明，时间能带来的智慧和理

解。[15]     

      上帝并不想让我们成为

独立的个体，而是创造了与

人类的关系，先是和神，然

后与世人。老龄化带来的疾

病为我们提供了学习给予和

接受关爱和支持的机会。根

据圣经记载，人类应该存在

于社区和“互相担当各自的

困难”。[16]    

    基督教和反人本主义一同

表达对疼痛及老龄化带来的

限制的愤慨，但是它不会减

慢老化，或鼓励在相互依存

的社区鼓励自主。 

 

   死亡：最后的敌人 

 

      超人本主义者把死亡作

为对人类的最终限制和人类

要克服的主要障碍。对于基

督徒来讲，死亡也是最后的

敌人，[17]这也不断提醒人

们违背神的后果。超人本主

义者拒绝上帝和他的律法，

也试图拒绝他给予的死刑的

惩罚。 

      圣经描述死亡进入世界

是亚当和夏娃无视上帝律法

的结果[18,19]。圣经认为死

亡是非自然的，不是神造人

的初衷。约翰·斯托特指出，

“只有当亚当违背了...他才

会“必死无疑”。他接着得

出结论，创世记 3:17-19 记

载了肉体的死亡在和亚当违

背神后成为凡人。[20]死亡

成为全人类的现实，人类现

在“像会死亡的畜类”[21]

我们被降级到其他动物的水

平。  

      反人本主义者似乎准备

用尽一切办法来保全生命并

推迟死亡和衰老。然而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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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有一个更好的答

案：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

们，基督来“释放那些生活

在死亡的恐惧中的人。”[22]

圣经给了我们一个巨大的希

望，信徒超越了坟墓。 

      在“圣经”中死亡并不

是一个完全负面的概念。在

创世记第三章人类堕落的故

事的结尾，上帝将亚当和夏

娃驱逐出伊甸园，所以他们

将无法吃生命树上的果子。

有些基督徒认为这是上帝确

保人类不能永生的方式。[23]

约翰·悦写道：“上帝眷顾他

的创作，因此人类不用永远

活在退化堕落的状态。人类

生命的有限，不仅仅是一个

诅咒，也是出于上帝的恩

典。” [24]   

      虽然超人本主义者很批

判“死亡主义者”为我们缩

短的生命找借口，对于死亡

的悲剧，基督徒保留本能的

愤怒，但是基督战胜死亡又

让我们对未来心存希望。此

外，尽管死亡是对人的贬

低，生命的尽头是神恩典的

确据，作家 CS 刘易斯称其

为“深切的怜悯”。 

 

             关于形象 

 
      反人本主义者也无视人

的本质和人在创造中的地

位。这与基督教中对人类的

地位-神的代表和至高无上的

创作的反映- 形成鲜明对比

[25]因此，杀人是被禁止

的，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

所造，[26]神的形象这个概

念将人类与其他的受造物区

别开来。它标志着人比任何

其他生物更像上帝。  

     在这种方式中基督教本

质上是“特别的”的，道德

上区别与其他物种，特别是

人类和动物王国的其余成

员。基督徒再一次与反人本

主义形成对比，因为反人本

主义拒绝人类任何独特的道

德地位[27]。 

      对超人本主义者来讲，

身体是任由我们支配的，甚

至是可有可无的。[28]根据

圣经，我们的身体非常重

要。这在基督受死和复活中

得到证实。耶稣肉体的复活

不仅肯定了神的原始创作的

美意，也是神照着自己的形

象造人的创造顶峰，创世纪

1:31 中用“很好的”形容人

的身体。 [29 ] 

  

                   结论 
 

      基督徒需要避免过度简

单化地抵制科技，应该承认

技术本身并不邪恶，并且可

以带来很大的好处。现在关

于提升人类的辩论似乎仅仅

是学术问题，但它在文献中

出现，其潜在的概念正渗入

主流学术界。 

     对于超人本主义，最担

忧的是它反对圣经中对人的

观点。圣经表明，人类区别

于其余的受造物，因为我们

每个人都是照着神自己的形

象所造。基督徒在基督的钉

死和复活中看到人的身体最

终被认可。在寻求如何最好

地利用新兴生物技术时，基

督徒必须遵循神对人的完美

意愿。基督徒承认罪和堕落

对神的创作造成的破坏，但

不能和超人本主义一样憎恶

人类的现在有限的状态。   

      似乎具有讽刺意味的

是，许多超人本主义者的目

标是免费提供给基督徒的。

因为神对我们的爱，他限制

我们在世上经历的苦难，并

让我们有机会从身体的痛苦

和负担中得到永生。然而，

反人本主义者靠自己的力量

拯救自己，而不领受上帝对

人的应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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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伦·巴瑞特是韦克斯

汉姆公园医院伯克希尔

的 PRHO。2004 年她被

授予圣玛丽学院(推肯汉

姆)的生命伦理学硕士学

位，并完成她的毕业论

文- 反人类主义和人类加

强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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