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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3日

博古睿中国中心向华润武钢总
医院捐款18万元人民币，支持
武汉抗击新冠疫情

4月6日

21世纪理事会等国际组织成员发
出“致二十国集团成员倡议书”，
呼吁各国协调行动、共同抗疫

3月30日

中心与博古睿洛杉矶中心分享居
家隔离安全事项，加利福尼亚进
入针对疫情的封城

5月18日

中心员工向博古睿洛杉矶中心
介绍中国健康码系统

7月6日

我们回到办公室工作！

2月3日

员工开始居家办公

4月14日

首场直播活动“人工智能遇见中
国哲学家”在第一财经陆家嘴读
书会开播。此后，中心所有活动
转移到线上

4月初

中心向博古睿全球学者邮寄口
罩等防疫物资 

中心和
COVID-19

当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我们的员工分布
在世界各地。中心得到了北京大学、博古
睿研究院的强力支持，我们也从彼此身上
汲取力量。新冠疫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
式、交流渠道以及工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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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睿中国中心向华润
武钢总医院捐款18万元
人民币，支持武汉抗击
新冠疫情

21世纪理事会等国际组
织成员发出“致二十国集
团成员倡议书”，呼吁各
国协调行动、共同抗疫

与财新传媒联合主办“世界
思想家系列”活动，首场邀
请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
amond）进行了题为“全球
疫情和危机管理”的直播

博古睿研究院
哔哩哔哩账户开通 

博 古 睿 研 究 院 公 布
2020—2021博古睿
学者名单

中心学者团队建设：
关注研究主题与合作

“博古睿讲座系列”首次转
到线上，安乐哲主讲“温故
而知新：儒家常识遇见人工
智能革命”

首场直播活动“人工智
能遇见中国哲学家”在
第一财经陆家嘴读书会
开播

《智能与智慧：人工智能
遇见中国哲学家》由中信
出 版 社 出 版 ； 截 至 1 2 月
底，售出6300多册

中心积极参与北京市协作
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协
作者）的慈善项目，为打
工子弟小学学生提供课外
教育服务

“中国科幻中的人工智
能叙事”线上研讨会在
哔哩哔哩同步直播；这
是与剑桥大学利弗休姆
未来智能研究中心的第
二次项目合作

2020
特别的一年 

2.3 4.6 7.2 7.14

11.142.15 4.14 7.12 9.27

10.30 11.17

2020年主要里程碑活动。项目详情请见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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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委员会主席
致辞

2018年12月，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从愿景变为现实。2019年，中心上下全力以赴，呈现出与博古

睿研究院、北京大学两家机构相匹配的管理和研究水平。在这一年里，中心成员队伍不断壮大，保障了

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同时，多位杰出学者受聘博古睿学者，推进了中心的科研议程。

2019年秋季，我们与中心学术委员会成员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袁明、北京大学

哲学系教授尚新建与中心联席主任宋冰、刘哲，首席运营官李潇娇及运营团队召开会议；并与2019年度

博古睿学者会谈，听取了中心运营报告及下一步打算。在会上，学术委员会一致表示，完全认可中心在

第一年的工作和研究成果。我们也很高兴得知，中心办公楼的翻修工作已处于规划阶段。

尽管新冠疫情带来一定困难，但中心在成立后的第二年里仍然一直稳步前进。2020年11月，学术委员

会收到中心工作报告，详细介绍了近期的研究计划、在线会议、出版物进展、博古睿讲座系列、成员聘

任以及疫情期间社区服务情况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心正在通过在线公共平台，努力扩大各项活动

的覆盖范围和影响力。面对当前多重复杂局面，中心将持续探讨人工智能和新生物技术将如何从根本上

改变人类社会，以及从文化角度出发对新地缘文明秩序等主题的研讨，推动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

林建华
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联席主席
北京大学前校长

安乐哲
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联席主席
北京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人文讲席教授
博古睿中国中心高级学术顾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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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主任致辞

8

我们正在见证全球性变革的关键时刻。2020 年危机四伏，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全球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世界格局加速
震荡、重构；中国和西方在贸易、投资、技术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冲突日益白热化；美国和欧洲内部的政治极化、社会
撕裂加剧。

面对这个更加复杂多变的世界，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致力于培育开拓性思维、汇集东西方的智力资源以应对当下
全球挑战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显得弥足珍贵。

突如其来的疫情给工作和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今年 3 月我们及时将中心的活动转移到线上。到目前为止，已经就“人
脸识别与隐私”、“中国人工智能叙事”举办了五次工作坊。“博古睿讲座”系列自 7 月在线上恢复，目前已举办四
期：“儒家常识遇上人工智能革命”、“COVID-19 与护理机器人”、“数字人格：人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天使 / 幽灵”
以及“AI 是无心的吗？智能机器与情感道德”。

新冠全球大流行带来的意想不到的积极影响是，人们在线上的沟通和连接反而增强了。抓住这个机会，我们与社交平
台哔哩哔哩密切合作，开发线上直播活动。我们联合财新传媒推出在线公共项目“世界思想家系列”，并有幸邀请贾
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主讲了以“全球疫情和危机管理”为主题的首场对话。 

这一年，中心第一个出版项目《智能与智慧：人工智能遇见中国哲学家》（宋冰 / 主编）一书在 2 月由中信出版社出
版，目前售出 6300 多册。该书主编和多位撰稿人接受了《新京报》、澎湃新闻、《光明日报》、《解放日报》和中
信读者俱乐部等媒体、机构的采访报道。第二个出版项目成果《什么是天下：东亚语境》（安乐哲、干春松 / 主编）
一书也即将出版。10 月，中心推出了新的线上内容产品“睿 n”，发布博古睿研究院刊物 Noema 的优质译文，以及
国内外思想家、博古睿学者的原创文章。“睿 n”观照“变革时代新思想”， 我们希望“睿 n”成为思想者的交流平台，
各方大家在这里分享、讨论和推广新思想、新观点。明年，我们还计划与出版社合作，定期出版“睿 n”图书。

中心在年中还迎来了新一批博古睿学者，他们是北京大学教授白书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段伟文、科幻作家和研
究者郝景芳，以及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陆俏颖和王小塞。此外，中心聘任研究专员展翼文博士，负责设计、拓展
研究项目，维护与合作机构及学者的关系。

这一年，我们通过各研究项目与多家机构建立了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其中包括剑桥大学利弗休姆未来智能中心、微
软中国、财新传媒、中信出版集团以及北京大学各学院等。

中心积极参加社区活动和慈善项目。2 月 3 日向武钢医院捐款，支持武汉抗击疫情；参与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
中心的慈善项目，协助为打工子弟小学提供课外教育服务。

2020，我们“乘风破浪”，齐心协力共渡难关。在此，我们向学术委员会各位老师、中心勤奋且富有创造力的团队、
我们的合作机构及其他机构和个人，表示最衷心的感谢。感谢您在过去一年中对我们的信任、支持和反馈。

在牛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满怀期待，新的一年必将又是硕果累累的一年！

宋冰
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博古睿研究院副院长

刘哲
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北京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副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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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项目

前沿科技与社会
数字治理

全球化与地缘文明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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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们一两百年后才可能进入强人工智能时代，哲学家、思想家针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现在起步也不能

说是太早。从当下开始，我们要对人类历史进行反思，讨论不同文明的价值观与共同的人文关怀如何应

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自2017年年底以来，我们通过数次工作坊和研讨会，推动人工智能科学家和哲

学家的交流、沟通。2020年2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智能与智慧》一书，就是这些观点讨论与思想

激荡的初步成果。另一个跨文化对话系列计划于2021年启动。

《智能与智慧》，中信出版社，2020年2月

前沿科技与社会

项目
人工智能遇见中国哲学家1

科技不仅仅推动了技术应用的迭代，也促使我
们反思奉为圭臬的哲学理念和框架，推动人类
深刻地自省、自觉。如果从“道”与“术”的
角度来看，当下的讨论更多关注“术”。既然
前沿科技有如此颠覆性和深度融蚀的力量，我
们是否应该在提出具体伦理原则和制定伦理框
架之前，思考一些更根本性的问题？

——《智能与智慧》，2020年2月    



7月12日

博古睿讲座10 | 温故而知新：
儒家常识遇见人工智能革命

1514

8月18日，艺术家、华东师范大学学者邱岸雄在第一次工作坊讲解“从山海经的角度看现代
世界”

11月17日，南方科技大学教授吴岩在第二次工作坊介绍“改革开放早期的
人工智能科幻小说”

8月18日，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张柏春在第一次工作坊讨论“先秦思想家对机械发明的态度及
其影响初探”

人工智能的影响将是全球性的，人们对它的态度将影响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以及相关标
准、法规和政策的制定。而文学、哲学甚至流行文化等因素，也都将导致人们对待技术的
态度产生差异。只有通过建立跨地域和跨文化的合作，我们才能尝试发现不同世界观是如
何塑造这种希冀和忧惧之间的平衡。

作为与剑桥大学利弗休姆未来智能研究中心合作计划的一部分，我们通过跨学科、跨文化
的交流，了解人工智能在中国社会中的本地化叙事。

今年已经举办了“中国古代经典对人工智能叙事的影响”和“中国科幻中的人工智能叙
事”两场线上工作坊。项目汇集了很多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并计划于2021年在英国和
中国分别出版项目图书。

项目

中国人工智能叙事

其 他 项 目

10月25日

博古睿讲座12 | 数字人格：
人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天使/幽灵？

8月6日

博古睿讲座11 | COVID-19
与护理机器人

12月10日

博古睿讲座13 | AI是无心的吗?
智能机器与情感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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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治理2
项目
人脸识别与隐私

人脸识别技术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就已经是讨论热点之一。“人脸
识别与隐私”项目汇集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律专家和来自人工智
能领军企业的研究人员，旨在对面部识别行为、政策如何最大限度
地反映文化价值与社会实践进行探讨。2020年该项目举办了三次闭
门研讨会。

全球化和地缘文明3
“天下”是源自中国哲学、历史的一种世界观，它观照包容性、相互性、相互依赖
性和全球事务的关联性。该项目重点讨论“天下”系统是否可以成为思考世界新秩
序、新模式的思想框架。第一次国际会议研究成果《重思天下：家国天下与新国际
主义》即将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赵汀阳代表作之一《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英文版，计划于
2021年6月由博古睿研究院合作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项目

什么是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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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

影响力T

面对2020年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致力于打造线上与线下协同运作

平台，进一步扩大中心影响力。“博古睿书系”的第一本图书由中信出版

社出版，受到了众多媒体的广泛报道。中心与财新传媒合作，启动“世界

思想家系列”，并邀请贾雷德·戴蒙德教授作为首位嘉宾。该系列将在

2021年推出更多新内容，继续扩大杰出思想家阵容。这一年中，中心的学

者与联席主任受邀参与包括世界经济论坛等国内外有影响力的平台，探讨

有关技术与社会的议题。为了让更多人参与主题讨论，中心开通了视频内

容平台哔哩哔哩账户，并在微博和微信上发起传播与对话。这些媒介将与

我们创立的新线上内容平台“睿n”一起，探究全球变革和人类未来正在经

历的深刻变化。

18

《解放日报》刊发宋冰专访
《中国哲学家眼里的人工智能》

《新京报》采访何怀宏和宋冰
《何怀宏×宋冰：我们的生存矛盾来自于自控与控物的不平衡》

澎湃新闻专访宋冰
《专访|宋冰：对人工智能的恐惧，本质上是对人的恐惧》

《智能与智慧：人工智能遇见中国哲学家》封面

中心第一个出版项目成果《智能与智慧：人工智能遇见中国
哲学家》一书，在 2 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截至 2020 年底
已售出 6300 多册。该书主编和多位撰稿人接受了《新京报》、
澎湃新闻、《解放日报》等媒体的采访。

图书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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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

联席主任刘哲参与2020世界经济论坛的“面向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人工智能路线图”专题论坛。

11月9日 

作为前沿科技与伦理方面的资深专家，博古睿学者段伟
文在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共
同主办的第二届世界科技与发展论坛上，展示了“中国
学术界最关心的科技伦理问题”调研结果。

10月1日

联席主任宋冰在“POLITICO人工智能峰会2020”上发
言。此次峰会聚焦全球与区域治理中的人工智能。1620
人注册参会，23175人观看。

主任和博古睿学者活动  

新冠全球大流行带来的意想不到的积极影响是，人们在
线上的沟通和连接反而增强了。我们联合财新传媒推出
在线开放项目“世界思想家系列”。

7月2日，首场邀请普利策奖得主、《枪炮、病菌与钢
铁》作者贾雷德·戴蒙德进行了一场题为“全球疫情和
危机管理”的直播活动。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的背
景下，戴蒙德从他的最新作品《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
危机的转折点》，谈及如何理解和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
问题。这一高端对话受到国内外观众的广泛关注。该系
列在2021年将继续推出更多主题和思想家。

世界思想家系列 | 博古睿研究院、财新传媒
对话贾雷德·戴蒙德    

7月2日，对话贾雷德·戴蒙德：“全球疫情和危机管理”

影响力T 影响力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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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n”是中心在2020年10月正式推出的全新品牌。我们秉承“思想改变世界”的理念，从全球
性大事件、大议题入手，观照“变革时代新思想”。“睿n”将依托深厚的学术基础、大人文的
思想高度以及拓展性的前沿视角，开辟介于传统学术期刊和当代新媒体碎片化内容之间的、针对
思想性大议题的阅读与讨论空间。

我们推出有关哲学、新技术、生命伦理、地缘文明、政治经济等诸多跨领域的文章、访谈、视频
以及艺术作品。从人工智能、观念数字艺术、文明体系与价值观的融合，到数字社会、气候危
机，“睿n”将关注这些由人类变革与全球格局骤变带来的崭新议题，寻求对21世纪最紧迫挑战
的深刻理解。

推出新线上内容产品：睿n    

影响力

我们新创建的Bilibili账户已经发布了70多
个长短视频，吸引了大量观众。数据显
示，已经结束的三场在线直播活动，吸引
了超过4万人次观看。

我们的微博在9月被重新激活，粉
丝数量较之前已经增长了3倍。

微信公众号是重要的信息共享平台，
拥有4000多名长期关注粉丝。

线上多平台协调发展  

哔哩哔哩：@博古睿研究院

微博：@博古睿研究院

微信

影响力T

睿n微信公众号 睿n网站官方

博古睿学者白书农开辟专栏，首篇文章《“轴心时代”之前的10000年人
类是怎么活下来的？》

博古睿学者赵汀阳的文章《存在论级别的生命升级诱惑——从“自然
人”到“自定人”》在“睿n”同名微信公众号的浏览量超过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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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积极参与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协作者）的慈善项
目，为打工子弟小学学生提供课外教育服务。我们期待通过自己的
分享，为小朋友打开看世界的窗口。中心联席主任宋冰是协作者理
事会成员。

社区活动和慈善项目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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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心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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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景芳
小说作者、研究员；2020-2021博古睿学者

白书农
生命科学学者；2020-2021博古睿学者

王小塞
哲学学者；2020-2021博古睿学者

段伟文
哲学学者；2020-2021博古睿学者

陆俏颖
哲学学者；2020-2021博古睿学者

白书农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自从
1983年开始接受研究生训练以来对不同植物发
育事件的实验研究，引导他对植物发育形成了不

王小塞（Sebastian Sunday Grève）是德国哲学
学者，现任北京大学助理教授。他对实践和理论
问题都很感兴趣。在博士论文《技能与怀疑论》
中，他发展了一种新的直觉技能理论，该理论的
作用是证明达到可以被称为“真正的”哲学技能
的重要性，以释放人类和人工系统中高智能机构

郝景芳是小说作者、研究员。自2006年开始小说
创作。在2016年第74届世界科幻大会上，她凭短
篇小说《北京折叠》获最佳中短篇小说奖。研究
兴趣包括：科技创新原理、创造力生态打造、科
技发展对社会认知影响、社会不平等问题、人类
历史中的治理与发展等。

陆俏颖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科学技术哲学教研
室助理教授，主要从事有关基因概念和演化论
的哲学研究。对基因和演化论的研究使她对演
化解释进路在认知科学的应用产生了兴趣。她
在中心的工作将主要探讨演化进路视角下的“最

段伟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科技哲学研究室
主任、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科学哲学、信息
技术哲学，近年来关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哲
学、伦理和社会研究。同于主流的观点。在对植物发育

现象研究和思考的过程中，他还
对生命的本质、教育的本质等问
题进行长期的思考。

的独特潜力。在聘期内，王小塞
将探索图灵的智能哲学，认为这
种哲学比以往更加引人注目，依
然新颖而富有启发性。

现任学者 

（按姓氏拼音排序）

2019-2020 汪阳明
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教授

2018-2020 曾毅
中国科学院类脑智能研究中心副主任

2018-2019 干春松
北京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

2016-2018 慕唯仁 (Viren Murthy)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系副教授

2016-2018 白彤东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2016-2017 拉贾维·巴哈加瓦（Rajeev 
Bhargava）
印度（新德里）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2015-2017 孙笑冬
肯扬学院社会学和亚洲研究副教授

2016-2017 安靖如 (Stephen Angle)
维思大学东亚研究弗里曼讲席教授

2015-2017 李瑾
布朗大学教育与人类发展教授

2019-2020 何怀宏
北京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

2019-2020 吴天岳
北京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长聘副教授

2018-2019 赵汀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2017-2018 何随德（Peter Hershock）
夏威夷大学东西方中心亚洲研究发展项目主任

2016-2018 安乐哲 (Roger T. Ames)
北京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人文讲席教授

历届学者

小认知”，以此扩展到对于
人类认知和 AI 认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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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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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哲
高级学术顾问

李贺
策划兼内容总监

宋冰
联席主任

向群
办公室经理

刘哲
联席主任

展翼文
研究专员

胡雪玥
高级项目和传播专员

史淑颖
副主任

田馨媛
项目专员

李潇娇
副主任（公共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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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委员会

林建华
联席主席
北京大学前校长

袁明
学术委员
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

尚新建
学术委员
北京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

安乐哲（Roget T. Ames）
联席主席
博古睿中国中心高级学术顾问
北京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人文讲席教授

王博
学术委员
北京大学副校长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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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于 2018 年 12 月 19 日正式成立。中心
由博古睿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共同发起，办公地点位于北京大学校园
内。中心致力于汇聚最杰出的中国思想家，共同研究、应对人类面
临的变革与挑战，发展并分享他们的新理念。

中心研究人员和访问学者关注前沿科技和治理创新等主题，特别是
人工智能与基因编辑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以及数字治理和全球
化等议题。博古睿研究院承诺投入 2250 万美元用于中心建设，包
括设立“博古睿学者”项目，举办学术讲座、学术研讨会，支持学
术出版，推出全媒体传播产品以及其他项目活动。

在“技术全球化”时代，对现有机制以及其价值理念进行批判性反思至关重要。

作为一个国际性的“思考和行动”网络，我们力求汇集最优秀的人才，发起跨越文化和政治界限的
沟通，以应对全球治理和科技迭代对人类带来的重大挑战。

我们的宗旨

博古睿研究院成立于2010年，致力于增
进人类对这个变革时代的深度理解，培育
和发展新的思想和理念，助力全球各机
构、政策制定者以及公众应对影响人类的
深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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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     Berggrueninstitute
微博：      @博古睿研究院BI
哔哩哔哩：      博古睿研究院
抖音：     博古睿研究院
Facebook: @BerggruenInst
Twitter:     @berggruenInst
Instagram: berggrueninst
LinkedIn:    Berggruen Institute
YouTube:     Berggruen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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