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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来的人类和人类的未来

　 　 当代世界史坛出现的“后人类史学”探索，顾名

思义就是希望探讨是否走出以人为主的史学传统，
另辟蹊径，探究历史研究和书写的新方法、新视角。
“后人类史学”在近年的兴起有一大契机， 那就是近

几十年来医学、药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电脑科技、
基因工程等学科和领域的重大进展， 特别是被人简

称为 ＮＢＩＣ 的新兴科技领域：纳米技术、生物科技、
信息技术和认知科学的巨大成果， 让人看到了一个

“后人类”的现象。 其基本含义是由于 ／借助这些科

学技术的新成果， 人的演化、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崭

新的阶段。 譬如人工智能研究的长足进展， 使得机

器人（或“赛博格”， 也即“生化机器人”， 为控制论

和生物体的合写）在许多方面， 已经超越了人类的

能力。 谷歌的 “阿尔法围棋” （又音译为 “阿尔法

狗”， 因为“狗”是日语对围棋的称呼）击败了世界

上顶尖的围棋手， 便是一个显例。 而“赛博格”缘起

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太空技术。 宇航员为了克服上

百光年的高速旅行所带来的不适， 在人体上移植了

机械的神经控制机能， 让人能承受外部空间的挑

战。 这种生化机器人既是机器， 同时又是人， 具有

人的感情、情感和思维。 显然， “赛博格”在许多方

面不但超越了“阿尔法围棋”， 而且还远胜于人类。
医学和药理学的发展， 也同样改造了人。 以写作

《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而闻名遐迩的福山， 在

２００２ 年出版了《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科技革命

的结果》一书。 他在其中指出， 当代神经药理学的

发展， 使得“百忧解”和“利他林”这两味药颇为畅

销。 前者治疗忧郁症， 而后者则针对多动症。 福山

指出， 这两味药的研制及其成功， 本身体现了科技

的成果， 但它们也代表了一种潜在的危险后果， 那

就是让人可以通过药物来控制原来的喜怒哀乐等自

然情感。 福山认为， 这两味药现在看起来有益于病

人， 但其发展方向则十分堪忧。 如果政府能强制人

服用这些药， 那么在药物的作用下， 将来的人便不

会乱说乱动， 即使受了委屈、压榨和欺负也会毫无

苦痛之感， 更无反抗精神。 所以福山认为这样的

“后人类”状况， 其前景不堪设想。
而就“赛博格”而言， 其含义颇为广泛， 因为其

原意是指虽然是生物体， 但又植入了机械的装置，
获得了超越人类的能力。 以当今世界而言， 整个的

生化机器人大多出现在科幻小说和电影（《星球大

战》《机器战警》等）中。 虽然它拥有人类的情感，
但在其他地方， 却又迥异于人类。 比如作为生化机

器人， 理论上它不会衰老、病死。 这一长生不老的

物种（加上其他类型的机器人）， 在现代科技的发展

下， 将会以不同的形式不断研发出来， 那么人们应

该怎样与之相处呢？ 同时， 以人类本身的进化而

言， 在新的药理学的帮助下， 医学界已经研制出不

少新的方法， 延缓人的衰老， 克服了一些以前致人

类于死地的病症等。 ２０１８ 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

学奖就授予了美国和日本的两位科学家———艾莉森

和本庶佑， 因为他们研制出了新的治疗癌症的方

法， 用提高人自身的免疫系统能力来对抗癌症。 其

实在他们获奖之前， 已经有人断言， 将来的人们不

用闻癌色变。 新的药物已经在不断地研发出来， 如

“派姆单抗”等， 癌症将会像其他曾经困扰人类的病

症一样， 得到有效的控制和克服。 对于这些医药界

的成就， 人们一般都会感觉欢天喜地。 但从另一个

方面考察， 当代世界许多国家已经进入老龄化社

会， 如果将来人类真的进入不死的境界， 那么我们

将如何对待和处理人类与自然界相处的问题呢？ 也

许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２０１８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授予了诺德豪斯和罗默， 这两位美国经济学家的贡

献是指出人类的活动、生存、持续发展及其最终未

来， 必须考虑与自然界的联系。 显而易见， 自然资

源并不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而“人类世”的出现，
已经对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挑

战， 改造了地球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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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十年来， 不少思想家就当代出现的这种

统称为“后人类”的状况， 做了许多理论上的思考和

探索。 这些探索有不同的称呼， 如“后人类主义”或
“超人类主义” ， 乃至“反人类主义”等。 海勒是在

这方面较早进行探究的学者。 她在 １９９９ 年出版了

《我们怎样变成后人类》一书， 指出在统称为“控制

论”的领域， 生物、信息科技、人工智能的最新突破，
已经让人达到一个新的认识论的高度———人的理性

无法像 １８ 世纪启蒙思想家所描述的那样， 从感知

事物出发逐渐获取理性的归纳、总结和分析。 相反，
人的认识过程就像一个“反馈回路”， 人的认知对象

和人的感知与思维之间交相互动， 没有以前所谓的

主观与客观之分。 因此海勒认为， 所谓的 “后人

类”， 不是指人类的终结， 而是指人类作为世界的

主人、主体和主宰这一类观念的结束。 换言之， 人

类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 在这个新的时代， 人必须

学会与其他物种和平共处。

二、展望“后人类史学”

　 　 哲学界、思想界对现代科技的发展所开拓的

“后人类”社会及其未来的思考， 林林总总、众说纷

纭。 与上述这些理论思考相比， 历史学家在理论思

考方面尚没有太多明确的贡献。 但环境史、动物史

的研究， 在许多方面实践和论证了思想界对“后人

类”状况思考的结果， 可以视为历史学界对这一“后
人类”现状的回应。 在此基础之上， 笔者还想就思

想界对“后人类”状况的论述， 对历史观念、历史研

究和历史书写将会产生的潜在的挑战， 提出一些个

人的观察。
首先， “后人类”状态的形成， 将会改变历史研

究和书写的对象。 姑且不论环境史家如何描述地球

的历史、动物史家如何讲述动物的故事， 即使我们

还是以人类活动为历史研究的中心， 那么现代科技

的发展， 也已经让史家不得不重新审视研究的对

象， 因为人类所构成的原有的两性关系、家庭结构、
群体意识和社会构成， 本是历史书写的主要内容，
但在现代都有了显著的改变。 比如人的寿命之延

长， 已经促使人重新定义青年、中年和老年的区分。
人际关系起始于家庭的构成（父母子女等）， 而在现

代， 除了有许多单亲家庭， 还有不少同性的家长，
也即两位同性恋者组成的家庭， 其子女（常常从试

管中诞生）与其家长的关系显然与众不同。 还有

“赛博格”等机器人的出现， 已经参与、介入了人类

的情感、家庭生活。 现代有不少人选择与机器人相

伴， 反而与其他人类疏远。 这些新型的家庭、社会

关系， 将会成为未来史家注意、分析的对象， 因为

它们已经是社会和历史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了。
其次， 如果“后人类”状况的出现， 促使史家书

写一种“后人类史学”， 那么这一史学的主题， 即便

还是以人的活动为重点， 仍将会与之前的史学呈现

相当大的不同。 因为从历史学的起始， 人类的生死

搏斗和爱恨情仇， 便是永恒的主题， 经久不衰。 西

方的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写作《历史》， 起因是想记录

希腊人殊死反抗波斯帝国侵略的丰功伟绩， 而司马

迁的《史记》也以描述荆轲刺秦王、项羽乌江自刎等

事件而流芳百世。 但如果人的生死、爱恨及人的弱

点、缺点都被现代科技所改造和克服———如有人选

择与机器人生活， 就是因为后者完全顺从人的意

志———那么这些爱恨交织、荡气回肠的历史书写主

题（如古希腊美女海伦背叛其丈夫而引起特洛伊战

争的事迹）， 都必然会被取代。 “后人类史学”的主

题内容， 更多会处理多种“物种之际”的历史。
复次， “后人类史学”在方法论上， 也将有很大

的改变， 因其处理、描绘的对象， 往往， 甚至一定不

被文献资料所包含。 近代历史学的发展， 循着一条

化约式的道路行进， 其结果是将历史学的研究范围

愈缩愈小， 常常局限在政府档案所呈现的史实之

内。 而实际上， 人类活动远远超出了这些范围， 二

战之后妇女史、劳工史、日常生活史等学派的出现已

经对这种治史理念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 而如果再

进一步， 从“后人类”的视角出发， 将人类史只看作

整个历史演变的一个部分， 那么文献资料也就自然

而然不是历史书写的主要依据了。 如何扩大史料的

范围， 将挑战历史学的未来。
最后， “后人类史学”将对人们的历史观、世界

观和宇宙观， 产生一个剧烈的冲击。 在此，笔者想

再用一部电影———２０１６ 年美国拍摄的《奇异博士》
为例来做一说明。 在这部电影中， 医学博士、外科

医生史传奇由于车祸而损伤了双手， 为此他辗转找

到了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至尊魔法师古一， 希

望得到她的帮助而治愈他的双手。 但古一见到史传

奇傲慢自满， 便教导和演示给他看， 人类所见到

的， 不是一个“单一的宇宙”， 而应该看到一个“多
重的宇宙”。 古一还把史传奇丢弃在喜马拉雅山的

顶上， 说他如果能克服自我中心的意识， 便能穿越

空间， 顿然回到她的身边。 我想这部科幻电影所展

现的， 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后人类史学”的主旨，
那就是人需要克服自我中心的观念， 看到在自身世

界之外， 天外有天， 存在着更为宏观、广阔的天地。
笔者以为， 不管我们是否同意或认可“后人类”状态

的存在， 我们也许确实应该抱有这样开阔的胸襟、
培养这种开放的心态， 以迎接和参与历史学的更新

和变化。
　 《史学集刊》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原题

《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
“后人类史学”的挑战》，约 １３０００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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