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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这一年

3 月 22 日

4 月 22 日

7 月 3 日

3 月 25 日

6 月 1 日

8 月

“当科学与人文一起面对生命”系列启
动，第一次对话邀请赵汀阳、白书农
讨论“科学家与哲学家面对生命时的
时空尺度是一样的吗？”

“想象未来”项目第二次研讨会
探索人类社会如何在大变革带来
的挑战中演进，通过哲思与远见
思考技术的颠覆与限度，构想良
善的全球未来

中心与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
等研究所联合主办第三场“世界思
想家”系列对话，邀请 2021 年博古
睿哲学与文化奖得主彼得 · 辛格教授
分享其对“动物与伦理”的见解

中心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与认知科学交
叉平台、服务器艺术联合主办“贞下起元：
真实之虚拟、虚拟之现实”会议

博古睿研究院出版的中文杂志 
《萃嶺》首发

“北京大学博古睿机器人和
人工智能伦理”翻译系列译
著之一《机器人伦理学导引》
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8 月 18 日

9 月 17 日

9 月 17 日

中心举办第三界“天下”国际会议“为行
星视野下的国际治理建构 ‘最小限度道德’”

“共生”系列第三场学术研讨会“共生的边界、
凝聚力与行星治理”

作为“共生”系列的特别环节，吕植、
项飙对话“自然与人的共同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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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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委员会主席致辞

2022 年行将结束之际，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也走过了成立之后的第四年。从想法
落地到蓬勃发展，我们与学术委员会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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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与宗教学系教授尚新建，再一次高度赞扬中心联席主任宋冰、刘哲，副主任李潇娇和其他辛勤奉献的每一位
员工。他们坚守中心的远景目标，并以此指导和开展研讨会、项目、系列讲座及出版物等实际工作。

人才是这个中心的核心资产。很高兴能够代表委员会，欢迎项目协理林仁阳和运营协理任蒙萌两位新人加入我
们的团队。还有一件值得庆贺的事，今年是迄今为止博古睿学者申请人数最多的一年。经过富有挑战性的选择，
一批专业背景多元的人才脱颖而出，反映了中心所关注的广泛议题。在此祝贺新晋博古睿学者，他们是科幻小
说作家宝树、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道家与道教文化研究的陈霞研究员、中山大学佛学与思想史的龚隽教授、北
京师范大学心理学与脑科学的刘超教授、艺术策展人龙星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吕晓宇博士和山西大学哲
学社会学学院梅剑华教授。

年初，我们推出 “当科学与人文一起面对生命”系列研讨会，探讨人类面临的“人类是什么？”“生命是什么？”
等最根本的问题。首场对谈在赵汀阳和白书农两位资深专家之间展开。第二场我们邀请到今年的博古睿学者陈
霞研究员同北京大学哲学系王颂教授展开对谈，他们从道家文化与佛教思想的视角探讨了这一主题。

今年的世界思想家系列活动邀请到 2021 年博古睿奖得主彼得·辛格（Peter Singer）教授就“动物与伦理”
主题发表演讲，清华大学汪晖教授、山东大学郭鹏副教授等分别为主持和评论嘉宾，300 多名国内外专家学者
通过 Zoom 线上会议参与活动。

中心持续关注人工智能和新技术引发的思考。“元宇宙”概念触发了公众的想象力，一场关于人类未来的全球
讨论随之而来。基于此，3 月下旬，中心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与认知科学交叉平台、服务器艺术联合主办线下
论坛，邀请 19 位来自高科技行业、学术界和艺术界的嘉宾发言。英伟达中国区 Omniverse 负责人何展，经
济学家朱嘉明教授等嘉宾分别围绕元宇宙底层技术、未来社会前景、加密艺术实践与虚拟现实等主题展开思考
和讨论。

“想象未来”项目延续去年的讨论，第二个研讨会邀请到基因编辑、虚拟现实、人口与经济、气候与生态以及
人文研究等领域的 16 位学者和科幻小说家，着重探讨了前沿技术的前景和预测。研讨内容包括这些技术将对
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未来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塑造人类对全球气候和生态变化的反应等会产生什么
样的影响？

“生命科学中的 ‘共生’ 与东方 ‘共生’ 哲学”系列研讨会在 9 月召开了第三次会议，主题为“共生的边界、凝
聚力与行星治理”。主要讨论构建一种真正跨物种、跨族群、跨文化的新型“行星秩序”（Planetary Order）
的可能性。18 位与会嘉宾分别来自人工智能、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生态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等领域。作为
研讨会的特别环节，德国马克斯 · 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项飙教授和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吕植教授，
就“自然与人的共同焦虑”主题进行线上对话。会议成果《跨语境共生》（Gong Sheng Across Contexts）正
在编辑中，将于 2023 年由帕尔格雷夫 · 麦克米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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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天下”的第三次国际会议今年召开，主题是“行星秩序下的最小限度道德：多元文化的视角”，著
名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是主旨发言人。代表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儒教、犹太教、
撒哈拉以南地区的班图精神和自由主义等“厚的道德”的 23 位学者，研讨了就“接近实质的”薄的道德达成
共识的可能性，以期将支离破碎的人类世界再度拼成一个整体。会议成果正在编辑中，将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
出版；这也是继《比较视角下的天下：地缘政治秩序的替代模式》之后本系列会议的第二本文集。 

中心的大量研究成果结集出版。由尚新建教授和杜丽燕研究员翻译的《机器人伦理学导引》系“博古睿翻译系
列”的又一力作，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中心在 2019 年发起的研讨会成果， Bridging Two Worlds: 
Comparing Classical Political Thought and Statecraft in India and China 将于 2023 年 1 月由加州大学出
版社出版，同时出版的还有赵汀阳的《惠此中国》一书的英文版 The Whirlpool that Produced China: “Stag 
Hunting” for Control of Tianxia on the Central Plain of China。中心还与北京大学出版社和香港城市大学出版
社合作出版“天下”第一次会议的中文文集《重思天下》。博古睿研究院出品、中国中心策划并编辑的《萃嶺》
杂志于 2022 年创刊发行，这份中文出版物收录了中心许多项目的文章。

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情深深地影响着中心的每个人，6 月我们的资深研究员张祥龙教授遽然辞世。他是一位深受
中心所有师生同仁尊敬与爱戴的学者，我们的各项研究与议题能够有幸得到张祥龙先生热忱的参与和指导，对
此我们深感荣幸。

这场旷日持久的疫情让本就复杂多变的环境更加充满挑战，但在有力领导和敬业团队的努力下，中心的工作一
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在撰写本文之际，中国刚刚放宽疫情管控措施，取消了常态化核酸检测及对健康码时效的要求。仅数天之内，
博古睿中国中心三分之二的员工就感染上新冠病毒，所有同仁还需照顾同样染疫的家人。尽管是意料之中的事，
但疫情蔓延速度之快，超过了人们甚至超过了公共卫生专家的预料。面对这样的状况，我们从容应对，依然
保持旺盛的士气，有序推进忙碌的年终收官工作。  

回顾过往，我们中心是在全球局势不确定和重重危机下创办与发展的。2019 年地缘角力不断升级，而那一
年是中心正式成立的第一年。创立之初，我们仅有的两三位员工，一方面四处奔走，组织安排机构设立事宜，
另一方面广泛求教，拓展项目领域，试图找到中心不同于传统的学术界和其他研究机构的定位。接下来的三年，
新冠疫情肆虐，病疫阴霾始终不见消退，我们积极调整工作内容与方式，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在面临诸
多挑战的四年中，我们发展成为有九名全职员工和数位顾问共同组成的团队。中心也逐渐成为创新思想的荟聚
地，吸引了众多富有创新、深刻见地甚至颠覆性思考的思想者。每位员工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职业态度、不屈韧性、
聪明睿智、乐观与创新精神已经深深注入了整个中心，这些将成为我们得以继续发展的优异品格。  

就项目关注的领域而言，我们力求独辟蹊径，和其他智库和学术研究机构形成差异化格局，从而补足与丰富创
新研究及思想的生态系统。第一个研究领域探索前沿科技与哲学的碰撞、相互启发与交融。我们邀请科学家和
哲学家聚集一堂，研讨儒家、道家和佛教等东方哲学以何种方式思考与看待，自工业革命以来被视为理所当然
的人类观念和社会结构。中国哲学也促使我们在急遽变换的数字时代里深刻地自省、自觉。到今天，在这一领
域已经启动了两个项目：其一是“人工智能遇见中国哲学家”，其二是“生命科学中的 ‘共生’ 与东方 ‘共生’ 哲学”。
第二个研究领域聚焦古典智慧和行星治理，探索中国和印度的古代世界观如何激发应对全球事务的理念框架和
基本价值观的重思，以及为何当代人类所处的状况要求领导者需要拥有超越民族国家拘囿的眼光与行动。地缘
格局深刻变革、新冠大流行和气候变化等多重全球危机交织，为我们重思数百年间全球秩序背后的逻辑和民族
国家的框架提供了动力和可能性。中心的旗舰项目“天下”，今年进入了第四个年头。它将继续汇集该领域卓
越人才，我们也将集结并陆续出版这个项目产出的丰硕成果。第三个研究领域专注于“创意未来”。我们邀请
科学家、哲学家、科幻作家、艺术家和策展人共同畅想未来的多样图景。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中心的博古睿
学者将与科幻作家共同组织多场工作坊，并策划一场关于多样未来的展览。  

我们关切的问题是全球性的，甚至是行星性的。当寻找灵感和答案时，我们深掘塑造它们的底层思维，并试图
撼动、突破和重塑这些思维。在方法上，我们力图破除学科和专业间的壁垒。作为 “思想反应堆”或新思想孵化器，
中心藉此探索沟通不同学科感通之新路径，培育研究和思考之新领域。为此，我们有意识地开发一些试验性的，
甚至是猜想性的项目。今年中心策划、编辑并推出中文杂志《萃嶺》，希冀捕捉我们项目领域中冒出的“新思
想火花”；创刊号着重讨论了行星治理与共生思想。

由衷感谢这些年来汇聚在我们身边的博古睿学者和思想家们。他们或在各自领域已取得卓著成就，或极富创造
力和试验性而最终将取得不菲成绩。我们一起踏上发问、求索、交流，甚至互相辩驳的思想旅程。大家对中
心项目领域的热忱让我们感到荣幸之至，在此对他们的开放态度和热情支持表示诚挚的谢意。张祥龙教授在东

中心主任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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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冰
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博古睿研究院高级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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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

西方哲学比较、现象学和儒家哲学等领域造诣深厚，成就斐然。履职博古睿学者期间，他对中心和年轻人的
影响至深。其学术遗产和不断拓展思想视野的精神，将在未来许多年里始终激励着我们。

在兔年即将来临之际，我们再次嘉奖和感谢勤勉与上进的团队成员，以及不吝支持的学术委员会。凭着坚韧、
乐观和进取的精神，我们已准备好迎接未来的任何风险和挑战。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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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领域
前沿科技与哲学

创意未来
古典智慧与行星治理

其他长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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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S

前沿科技与哲学

我们生活在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在前沿科技的推动下，人类正以前
所未有的方式和速度认识世界 ; 与此同时，前沿科技也给人类认识自
身带来了全新的视角。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数字化技术和认知科学的
进步，不断刷新和挑战人类对心智的理解，而日新月异的生物技术又
为我们带来了全新的伦理问题。

我们主张充分利用全球思想资源，挖掘能够回应前沿科技范式挑战、
具有跨学科启发性意义的、沟通过去与未来的哲学议题，培育并塑造
有时代影响力的人文思想和科学技术理念。

12

研究领域

近几十年来，共生和共生现象是生物学和进化理论领域中热门的研究和辩论主题。 在中国和日本，“共生”一

词被用来翻译生命科学中无处不在的“共生”生物现象。 古代文献中很少提及“共生”这两个字，迄今为止

的研究也没有发现这个词何时成为现代中国和日本社会的高频词。 但是，近年来“共生”已经成为东亚社会

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的一部分，以至于人们很少停下来思考这个概念的起源和哲学基础。出于对这种情况的好

奇，并意识到这一概念的潜在全球意义，中心于 2021 年 8 月启动了“生命科学中的 ‘共生’ 与东方 ‘共生’ 哲

学”项目，邀请生命科学、哲学、国际法理论以及环境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广泛参与到项目的讨论中。

“共生”理念意涵着世界由相互嵌入、共存和共融的实体组成。在东亚背景下，“共生”思想源于万物一体的

本体论。换言之，宇宙及其无限的形式是“道”或“自性”的表现。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所有的事物都

是相互联系的，都是同源的。儒家和道家在人与宇宙万物一体性方面有着相同的理论传承，道家也在坚信天人

同构的基础上，发展了详尽的医疗和精神实践。另一方面，佛教则以其错综复杂的因果律和缘起理论而闻名，

这些理论解释了包括人类、动物、植物和无机物在内的所有事物的非线性因果关系网。

在这些探讨中，共生观念中相互依赖、相互嵌入，以及“生生”的精神，都得到了突出的体现。在方法论上，

一体论与共生观要求我们必须以关联和整体的眼光审视自己，我们与他人，以及我们与环境的关系。在伦理

上，这两个概念强化了团结的概念，提倡自省、自制、关注他人的美德、合作以及互助。因此，以一体论为

内核的共生观在范围上是行星性的，更确切地说是宇宙性的。它规避二元对立思维，超越人类中心主义，颂

扬万物共通。它还修正极端个人主义，提倡自我约束，遏制零和竞争心态。当今世界，地缘政治生态不断恶化，

技术和商业竞争日趋激烈，社会和种族分裂加剧，自然环境进一步退化。难道我们人类不应该提高集体意识，

接受不同的哲学观来组织自身以及我们的环境吗？

2021 年 8 月举办的第一次研讨会以“共生：生命科学与哲学视角” 为主题，分享了生物学领域中“共生”的概念，

以及中国哲学中对“共生”的阐释。

以“‘共生’ 概念的内涵及其建构”为主题的第二次研讨会于 2021 年 10 月举办，着重探讨“共生”的概念与内涵，

及其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意义。

于 2022 年 9 月举办的第三次研讨会，来自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生态学以及国际关系等领域的研究者共同

探讨了一个跨民族、种族、文化的“共生”框架。

该项目第二个项目报告“共生：边界、凝聚力与行星治理”于 12 月发布。

生命科学中的“共生”与东方“共生”哲学

项目

https://www.berggruen.org.cn/activity/gongsheng-iii-conference-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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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研讨会“共生的边界、凝聚力与行星治理“，
9 月 17 日，北京

作为“共生”系列的特别环节，吕植、项飙对话“自然与人的共同焦虑”，
9月17日，北京

扫描阅读

生物学家和人文学者都认同“人是生物”吗？“人”与“生物”之间有边界吗？如果有，这个边界划在哪里？
如果没有，“人”是什么？这种划界对理解人类、理解生命有意义吗？

“当科学与人文一起面对生命”系列邀请生命科学、人文及社会科学学者、艺术家等跨界思想者，一同解读不
同观念体系下对“人类是什么”、“生命是什么”等话题的理解，促成相互理解和启发，为更透彻、本质地理解
人类变革提供思想支持。

于 3 月 22 日举办的第一次对话以“科学家与哲学家面对生命时的时空尺度是一样的吗 ? ”为主题，邀请哲学
家赵汀阳、生物学家白书农探讨轴心时代以来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并提出这些问题与人类的生存能力、创新、
人性、人类社会和世界的生命系统之间的关系。这次讨论由刘晓力教授主持。

以“不同观念视域下的 ‘生’、生命与人类”为主题的第二次对话于 8 月 8 日举办，道家哲学学者陈霞和佛家哲
学学者王颂探讨以下问题：中国哲学思想传统中有着怎样的对生命的看法？ 中国哲学传统中对于“什么是人”、
以及人与其他生物之间的关系有着怎样的观点？ 中国哲学传统中对于什么是“生”（“活”）、什么是“死”有着
怎样的观点？在这些观点下，所谓的“生”与“生命”是一回事吗？

赵汀阳、白书农参加第一次对话“科学家
与哲学家面对生命时的时空尺度是一样的
吗 ? ”3 月 22 日，北京

王颂在第二次对话“不同观念视域下的 ‘生’、
生命与人类”从佛教角度探讨何为生命，8
月 8 日，北京

陈霞在第二次对话中探讨道家如何定义人
类以及人类与其他生命的关系，8 月 8 日，
北京

当科学与人文一起面对生命

项目

扫描了解更多

研究领域

14

https://www.berggruen.org.cn/activity/workshop-do-scientists-and-philosophers-face-life-on-the-same-spatio-temporal-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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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宇宙”概念吸引公众的想象力，引发关于人类未来的全球讨论。我们关注虚拟现实和物理世界的共同融合
将如何影响人类，以及它们将以何种方式重组人类社会并塑造地球的未来。在此关头，我们再次面对长期存在
的哲学问题：现实的本质是什么？什么是真实？我们能否认识现实，又该如何认识现实？

3 月 25 日，中心与中国人民大学、服务器艺术在北京联合举办了“贞下起元：真实之虚拟、虚拟之现实”会议，
围绕当下备受关注的区块链、虚拟现实和元宇宙等数字技术的最新进展进行跨界对话。会议邀请了 19 位来自
高科技产业、学术界和艺术界的专家，包括经济学家朱嘉明、英伟达中国 Omniverse 业务负责人何展，以及
加密货币与 NFT 专家段永朝等。会议涵盖“元宇宙的底层技术与未来场景的畅想”、“加密艺术”、“虚拟现实
与造世伦理”等主题。     

贞下起元：真实之虚拟、虚拟之现实

项目

“贞下起元：真实之虚拟 虚拟之现实”会议，3 月 25 日，北京

朱嘉明在会议上作“元宇宙：人类大转型时代下的革命性选择”报告，
3 月 25 日，北京

王飞跃、刘晓力、朱锐、段永朝讨论“人类认知新世代：虚拟现实
与造世伦理”，3 月 25 日，北京

扫描了解更多

研究领域

创意未来

数字技术、基因编辑和其他深刻改变世界的科技的快速
发展和广泛应用正在深刻改变我们对未来的想象。 

我们邀请人工智能、机器人、基因编辑、气候变化方面
的科学家，以及虚拟现实、游戏和在线应用方面的技术
专家来描绘他们的研究愿景，并预测人类社会和地球系
统的未来情景。同时，科幻作家、艺术家和策展人创造
对未来的想象，把我们带到想象领域的叙述和故事。

17

https://www.berggruen.org.cn/activity/real-fantasy-virtual-reality


18 19

为进一步拓展多学科的视角，4 月 22 日至 24 日举行的本系列的第二次研讨会邀请关注基因编辑、虚拟现实、
人口与经济、气候与生态环境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与人文作家一同畅想未来，在现实与想象、技术与伦理交织之
处“大开脑洞”、碰撞观点，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前景作出可能的推测。

项目报告《科技与社会：三十年以后的人类》于 12 月发布。

想象未来

项目

“科技与社会：三十年以后的人类”第二次
研讨会，4 月 22—24 日，北京

汪阳明在第二次研讨会上讨论“迈向生物工
程之无尽的前沿”，4 月 22—24 日，北京

刘 宇 昆（Ken Liu） 在 第 二 次 研 讨 会 上 作
“人造的故事，可持续的故事”报告，4 月
22—24 日，线上

扫描阅读

研究领域

基于博古睿学者陈海丹在脑机接口（BCI）领域的研究，项目从中国科学研究者、医生以及病人的角度来审视
此科技，探讨它将如何影响人类、人类社会的未来。

第一次工作坊于 4 月 15 日举办，清华大学脑机接口研究专家高小榕教授回顾了各种 BCI 范式，并提出了广义
BCI 技术的演化模型，该模型包括接口、交互和智能，这三个模型是逐步过渡的。高教授还强调了新 BCI 技术
研发中的挑战、机遇和未来前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杰出学者特聘教授朱锐从哲学角度分享了“从异常一元
论和行为神经学模型看脑机接口的可能与局限”。

于 7 月 28 日举办的第二次工作坊中，科幻小说作家宝树，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小刚、
北京大学科技法研究中心主任刘银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研究员尹洁围绕脑机接口的数据隐私、脑机增强、人
机关系等问题进行讨论。

脑机接口与未来社会

项目

高小榕分享“广义脑机接口：接口、交互和智能”，4 月 15 日，北京

朱锐讨论“从异常一元论和行为神经学模型看
脑机接口的可能与局限”，4 月 15 日，北京

博古睿学者陈海丹、葛鉴桥主持讨论，
4 月 15 日，北京

扫描了解更多

研究领域

https://www.berggruen.org.cn/activity/technology-and-society-humanity-in-thirty-years-II
https://www.berggruen.org.cn/activity/workshop-brain-computer-interface-and-future-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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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作为一个实验性策展系列，邀请艺术家与科学家以“时间痕迹”为出发点，
将“痕迹”作为一种追踪时间的方式，通过情境共设，编绘出一张由痕迹出发
的未来场景推演。11 月 6 日，艺术家郭城、张文心与生物学家白书农、张蔚
在第一次工作坊中，通过各自专业领域的实践探讨“时间的痕迹”。

复数的未来

项目

研究领域

艺术家郭城分享展览项目“地 气”，11 月 6 日，线上

艺术家张文心分享她的展览项目“次表面湿生”，11 月 6 日，线上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巨大变革与转型的时代。前沿科技迅速发展迭代、地缘政治角力加剧、
多国政治极化、社会撕裂、气候危机不断深化。这些全球性的变革与挑战深刻地影响着
人类社会。

借助古代治理智慧的精华，充分利用全球思想资源，探讨和挖掘契合全人类及其生存环
境整体利益的、面向未来的全球性治理理念，培育并塑造有全球影响力的新思想、新观
念与新实践。

中心希望进一步拓展治理方面的探索，关注源于全球哲学、文化、历史传统的价值观体
系是如何塑造和限制当下全球社会的治理理念与实践。我们鼓励挖掘底层思维，在个人、
社会、政治、及文化生态等多个层面对人类关系理性的本质进行反思，探索如何在超越
已有系统局限性的基础上走向一种真正开放多元的、兼具全局性视野的价值观体系。借
助对这一价值观的探索，我们将致力于思考如何构建以全人类及其生存环境整体利益为导
向、体现和谐共生的“行星式思维”的未来全球组织及治理模式。我们鼓励跨学科、跨
领域的思考者加入我们的项目，共同推进这一意义深远的思想转向和升维。

古典智慧与行星治理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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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领域

什么是天下？

项目

“天下”在英文中被译为“all-under-Heaven”，这是中文日常语境中的一个常见用词，也就是“世界”的意
思。但是“天下”也是一个地缘政治术语，贯穿于中国古代典籍之中，有着更深层次的哲学和历史意义。在过
去几十年里，不断有学者在论著中讨论这一术语——有时也称其为“天下体系”，认为它是中国人思考新兴的、
不断发展的世界秩序和世界治理模式的一个可能性框架。

2022 年 8 月，我们举办了第三届“天下”会议，主题为“为行星视野下的国际治理建构 ‘最小限度道德’”，会
议的灵感来源于主讲人迈克尔 · 沃尔泽（Michael Walzer）的著作《厚与薄：国内外道德论争》（Thick and 
Thin: Moral Argument at Home and Abroad ）。所谓“薄的道德”并不意味着它是一种次要的或情感肤浅的
道德；相反，单薄性和强度结合在一起，才能够成为一种“接近实质的道德”。我们从自由主义对最小限度道
德的思考，又转而涵括其他文化传统——佛教、印度、伊斯兰、班图精神、日本、欧洲、犹太、儒教等等——
它们将如何应对破碎而溃败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性”这一当代难题，从而重新审视作为“天下”的世界呢？

目前，我们正在筹划 2023 年第四届“天下”会议，其主题是“作为参与行星秩序之框架的文明对话”。比民族
国家及其装配的抽象二阶概念更为根本的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生活，它们覆盖在各种相互渗透的活动中：政
治、经济、文化、技术、环境、宗教、安全、健康等等。在超越于民族国家的生态层面上，我们生活在一个聚
合且相互作用的文明世界里。这些文明具有不断变化的视域，而非固守于自身的边界，它们更多地以共同的价
值观和历史而非国家认同来定义。在文化认同的最高层面上进行文明对话，而不是以民族国家的方式处理地缘
政治话语，这能否改变参与的框架，并使我们更接近共同的行星秩序？

项目报告《行星秩序下的最小限度道德：多元文化的视角》于 12 月发布。

第三次“天下”国际会议“为
行星视野下的国际治理建构
‘最小限度道德’”举办，8
月 18—19 日，线上

扫描了解更多

扫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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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erggruen.org.cn/activity/tianxia-2022-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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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领域

对话彼得·辛格：动物与伦理， 7 月 3 日，线上

其他长驻项目

世界思想家系列

项目

世界思想家系列邀请对不同文明的演化与世界史宏大图景有深刻洞见的思想家分享他们的知识与智慧，以期增
强各文明之间了解和信任，减少偏狭、傲慢与误解。

2022 年 7 月 3 日，世界思想家系列的第三场对话邀请了 2021 年博古睿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人类价值中心
生物伦理学教授彼得 · 辛格分享了他对“动物与伦理”的见解，清华大学资深文科教授汪晖作为主持嘉宾，山
东大学动物保护研究中心主任郭鹏等作为评论嘉宾参与此次对话。辛格认为在人类的历史中，动物的角色是不
断变化的。从人类生存的威胁，变成生产工具，从多数人的粮食，变成可饲养的宠物，再到今天，逐步成为
我们道德关怀的对象。人类自身历史演进的过程也是一个重新认识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的过程，我们经历过卑
微渺茫，也经历过狂妄自大，不过最能体现人类文明的闪耀之处的可能是当拥有了深刻改造世界的能力之后，
我们到底会如何对待那些自然中的、非人类的存在者？

2021 年 8 月 19 日，世界思想家系列的第二场对话邀请了历史学家、汉学家、香港大学前校长王赓武教授，就“世
界历史中的中华文明”分享他的研究和观点。本系列第一场对话于 2020 年 7 月举行，由《枪炮、病菌与钢铁：
人类社会的命运》作者贾雷德 · 戴蒙德教授主讲。

扫描阅读
讨论要点

博古睿讲座系列

项目

博古睿讲座系列为博古睿学者以及中心合作学者提供一个与公众分享他们最新研究成果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
他们可以在现场和线上与关注其领域研究的公众有深刻的交流。从 2019 年 3 月开始，中心已经举办 18 个博
古睿讲座，涵盖话题包括：“可遗传基因编辑”、“大数据对科学的底层思维之挑战”、“护理机器人和伦理”、“儒
家常识遇见人工智能革命”、“人工智能伦理：为责任而设计”、“不完美的基因：新基因起源中的人类演化”等。

黄宗洁教授从澳洲艺术家派翠西亚·佩斯尼尼的《迎
接宾客》等作品中对人和异类生物关系之思辨为起
点，继而以五十岚大介、松本大洋等日本漫画家的作
品为例，说明其中所呈显的种种基因变异、混种与边
界流动，如何带来后人类时代对于“共生之伦理”的
想象。师丹青博士从沉浸交互式展览设计，科学与艺
术的深度交叉融合等角度探讨“共生”。

研究领域

博 古 睿 讲 座 18“‘ 共 生 ‘ 的 伦 理：
从漫画、文学与艺术寻找跨界的入
口”，12 月 2 日，线上

博古睿讲座 18

“共生”的伦理：从漫画、文学与艺术寻找
跨界的入口

扫描了解更多

https://www.berggruen.org.cn/activity/Global-Thinkers-Series-in-conversation-with-peter-singer-ethics-and-animals
https://www.berggruen.org.cn/activity/berggruen-seminars-the-ethics-of-symbi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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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睿学者项目
“博古睿学者”项目是博古睿研究院致力于“培育可塑造未来的思想”这一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于 2015 
年推出，旨在突破文化政治界线，汇聚各路英才，通过跨学科合作，为这个时代最紧迫的问题寻找创新良策。
过去 6 年，该项目已经形成一个由 40 位现任学者和 110 位历任学者组成的交流互动网络。研究主题从关注比
较哲学和宗教，发展到聚焦重塑现代世界根基的深刻而急剧的变革。博古睿学者的独立研究和相互合作充实了
研究院“伟大变革”主题的项目内容，包括资本主义未来、民主未来、未来人类以及行星性等。

在项目初期，我们与哈佛大学、纽约大学、牛津大学、北京大学、斯坦福大学和清华大学等世界一流研究型大
学建立学术合作关系。自 2018 年，研究院开始与南加州大学合作，博古睿学者可以来到美国洛杉矶，在布拉
德伯里大楼（Bradbury Building）的研究院办公室以及南加州大学校园从事研究工作，这更好地促进了学者
之间的对话和合作。在聘期内，博古睿学者通过加入相关领域工作组，参与到研究院重点研究当中。我们认为，
提供必要的定期交流空间，可以丰富和拓展学者们的专业知识。

中国中心的学者项目邀请来自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学者，围绕包括“前沿科技与哲学”、“创意未来”、“古典智
慧与行星治理”等中心的研究领域展开探讨。7 位现任学者与 25 位历任学者为中心的研究工作做出了重要的
贡献。 

中国中心的“神仙午餐会”系列为学者及合作伙伴提供一个交流研究主题、寻求合作机会的平台，每月一次的
午餐会涵盖的主题包括“虚拟之真实与存在论”、“当科学家与哲学家一起面对生命”、“科幻中的神”、“探究科
学实践和未来社会中的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的伦理和治理问题”、“脑与社会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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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睿学者
按姓氏拼音排序

现任学者

宝树，科幻作家、译者，现任中国作家协会科幻文学专委会委员，科普作家协
会科幻分委会委员，世界华人科幻协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学士、比利时鲁汶
大学硕士。著有《观想之宙》《时间之墟》《七国银河》等五部长篇小说，中
短篇作品发表约百万字，散见于近年的《人民文学》《花城》《小说界》《科
幻世界》《知识就是力量》等文学及科普期刊，并已出版六部选集。屡获中国
科幻银河奖和华语科幻星云奖的主要奖项。多部作品被译为英、日、意、德、
俄等外文出版。主编有科幻专题选集《科幻中的中国历史》
《光荣与梦想：中国体育科幻精选集》，译作有《你的第一
本哲学书》《冷酷的等式》《造星主》等。在博古睿中心的
研究计划中，致力于依据中外科幻文化资源考察和反思近未
来私生活领域的变迁。

陈霞，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岗位教师，《哲学动态》《中国哲学年鉴》编辑部主任。曾经在西昌学院、四
川大学等高校任教，也曾为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高级访
问学者、布朗大学富布莱特访问学者、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波尔多政治
学院访问学者。专业研究领域为道家与道教文化、中国哲学、宗教学。著有《道
教劝善书研究》《道家哲学引论》《道教身体观——一种生态学的视角》，主
编有《道教生态思想研究》《王明集》，合著《雨花斋——一种新型的民间公
益养老实践》（王立胜、陈霞等），合编有《宗教学原理》（新版）等，参加
过《宗教观的历史·理论·现实》《古今中外宗教概观》《中国
道教思想史》的写作，以及《马丁 • 路德的神学》《道教与生
态——宇宙景观的内在之道》《人类的宗教》《中国传统哲
学纲要》《中国哲学典籍大全提要》等著作的英译汉、汉译
英工作，发表中英文论文、译文一百多篇。

宝树
科幻作家， 2022—2023 博古睿学者

陈霞
道家与道教文化，2022—2023 博古睿学者

博古睿学者项目

https://www.berggruen.org.cn/fellows/95
https://www.berggruen.org.cn/fellows/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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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隽，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山大学比较宗教研究所教授，副所长，中山大学哲
学系佛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东方哲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
科院评价研究院宗教专业委员会委员，《新史学》学术编委，《汉语佛学评论》主
编，《人文宗教研究》编委等。2002—2003年度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访问学人，
并在北美、日本及港、台等多所著名学术机构进行讲学，或担任学术兼职。主要从
事佛教思想史、东亚禅宗、佛教经典解释、佛教与社会及生态伦
理等议题研究。已经出版的著（译）作有《作为“知识”的近代
佛学史论——在东亚视域内的知识史论述》、《中国禅学研究入
门》、《禅史钩沉：以问题为中心的思想史论述》、《修剪菩提
树――“批判佛教”的风暴》（译著）等。

刘超，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暨 IDG/ 麦戈文
脑科学研究院教授。密歇根大学安娜堡校区心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情绪与社会认
知神经科学，主要关注情绪在社会认知尤其是道德认知中的调控作用和脑机制，及
其在教育、管理与公共安全等领域的应用。在 Cerebral Cortex、Neuroimage、
Social Cognitive & Affective Neuroscience 等国际领域内知名期刊上发表责任作
者论文 40 余篇。目前担任中国心理学会情绪与健康心理学分会和文化心理学分会
理事、中国认知科学学会社会认知分会常务理事、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情感智能专委
会委员、国际社会神经科学学会中国分会理事、心理学报与心理科学进展期刊编委、
全国心理学大会特邀重点报告人。作为首席专家承担两项国家社
科重大项目《中国人道德认知和情绪特点的心理、脑与人工智能
跨学科研究》和《中国人社会认知的特征：心理与脑科学的整合
研究》。在任博古睿中心研究员期间，刘超教授将进行《人机共存
社会中智能机器习得社会情绪的哲学、心理与脑科学探讨》的研
究项目。

龚隽
佛学与思想史，2022—2023 博古睿学者

刘超
心理学与脑科学，2022—2023 博古睿学者

博古睿学者项目

吕晓宇，英国牛津大学政治学硕士、博士，曾担任澳洲国立大学研究员，供职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从事冲突协调和国际发展的工作。现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
理教授，研究方向是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冲突的实地研究，在叙利亚、黎巴嫩、
哥伦比亚和缅甸进行过田野调查。长期从事评论和非虚构写作，作品见于《单
读》、《小说界》、洛杉矶书评中国频道，《三联生活周刊》、澎湃新闻、《卫
报》、《外交家》等。出版著作包括 Norms, Storytelling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China: The Imperative to Narrate 和
《利马之梦：晓宇的拉美笔记》。他在博古睿中心的工作以国际
关系和人类学的交叉视角讨论“失序的天下”，探究在国际规范
面临挑战和颠覆重构生活的可能，把非人类学的主体纳入到共生
的框架以营造多物种的和平理念。

吕晓宇
国际关系，2022—2023 博古睿学者

博古睿学者项目

龙星如是一位独立策展人与写作者，研究方向为艺术与科技的跨学科地带如何
促进知识生产而非概念借用或普遍泛化。策划展览包括《撒谎的索菲亚和嘲讽
的艾莉克莎》（Hyundai Blue Prize 策展人奖），《他山之石，新代理人》（PSA
青策计划大奖），第三届今日未来馆《机器人间》等。2019 年担任 ISEA 电
子艺术研讨会国际评委。2020 及 2022 年担任计算机图形学会议 SIGGRAPH 
ASIA 艺术板块国际评委。研究发表于 ZKM 媒体艺术中心“艺术与人工智能”
会议，香港城市大学运算媒体艺术国际论坛（ISCMA），英国
格林威治大学数字人文与艺术研究国际论坛，ISEA 电子艺术
研讨会等。2021 年，她发起了“端口：云下贵州”项目，这
是一个关于中国科技基础设施的长期调研和策展项目。2022，
以驻地科学家的身份参与德国 ZKM 媒体艺术中心的工作。

龙星如
艺术与科技，2022—2023 博古睿学者

梅剑华，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哲学博士、《认
知科学》双语期刊主编。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与认知科学交叉平台研究员、中华全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理事、《信睿周
报》学术委员、《科学 社会 经济》期刊编委。曾任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
（2016—2019），萨尔茨堡大学哲学系（2012）、匹兹堡
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2015—2016）、罗格斯大学认
知科学中心访问学者（2016）。研究方向为：心智哲学、人
工智能哲学与实验哲学、形而上学与先秦哲学。致力于跨学科、
跨传统的哲学研究。在博古睿 2022—2023 的研究计划中，
致力于从东西方哲学资源探究虚拟现实的形而上学基础。

梅剑华
心智哲学，2022—2023 博古睿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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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睿学者项目

历届学者

2021—2022   

陈海丹 
北京大学医学院伦理学副教授

陈小平 
中国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

葛鉴桥 
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讲师

李沉简 
北京大学神经科学讲席教授

刘晓力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张祥龙 * 
北京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

2020—2021   

白书农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段伟文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科技哲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郝景芳
小说作者、研究员
雨果奖获得者

陆俏颖
北京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助理教授

王小塞 (Sebastian Sunday Grève)
北京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助理教授

2019—2020   

何怀宏 
北京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

汪阳明
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教授

吴天岳 
北京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副教授

2018—2019   

曾毅
中国科学院类脑智能研究中心教授

赵汀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干春松 
北京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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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祥龙教授于 2022 年 6 月病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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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睿学者项目

2016—2018   

慕唯仁 (Viren Murthy)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系副教授

安乐哲 (Roger T. Ames)
北京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人文讲席教授

白彤东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2016—2017   

安靖如 (Stephen Angle)
维思大学东亚研究弗里曼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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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瑾
布朗大学教育与人类发展教授

孙笑冬
肯扬学院社会学和亚洲研究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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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

32

博古睿议题有很强的开放性，不仅仅讨论最新的
自然科学进展，也讨论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前沿
的应对，几乎达到了与人类共同关注的重点、热
点话题的同频、共振。

陈霞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2022—2023 博古睿学者

特别有意义的是，中国中心能够将东方古典思
想、智慧与现代前沿科技的研究结合，为人类
所面临的危机与挑战提供有高度与宽广度的思
想资源。

龚隽
中山大学佛学研究中心教授，
2022—2023 博古睿学者

中心做的事情都是跨方向跨领域的，并且让学术
界、文艺界，东方、西方有交流的机会，它是一
个四通八达的路口，大家在居中的场域中可以碰
撞，思想就是这样涌现出来的。

宝树
科幻作家，
2022—2023 博古睿学者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中心主题涉及的范围之
广，让我作为一个微生物学研究者能够有机会与
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儒释道的人文学家有充分的
交流，给了我非常大的启发。

赵立平
罗格斯大学生物化学与微生物学系
埃弗里芬腾冠名终身讲席教授

credit：Morten Lasskogen

我们人类除了需要解决当下的问题，我们还有一
些重大的、比较遥远的问题得需要思考，这些东
西不带来现世的价值，但需要一个平台去交流交
会和畅想，世界上得有博古睿、中国也需要一个
博古睿，允许奇思妙想和共同交流。

李沉简
北京大学神经科学讲席教授，
2021—2022 博古睿学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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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萃嶺》杂志

图书

随着第一期《萃嶺》杂志的发行，博古睿研究院继思
想杂志 Noema 之后，实现并推出了全新的中文内容
出版平台。《萃嶺》由博古睿研究院出品，博古睿研
究院中国中心策划、编辑并推出，是一份融汇东西方
创新思想的杂志。在中文语境里，“萃嶺”有草木茂
盛的青山碧岭之意，与研究院名称的德文意涵相映成
趣。我们希望依托深厚的学术基础、大人文的思维广
度以及拓展性的前沿视角，聚焦全球性大事件、大议
题，观照变革时代新思想。《萃嶺》创刊号的主题是
行星智慧（planetary wisdom），聚焦博古睿研究
院近一年来所关注的与行星思维和行星哲学有关的思
考。

萃嶺全年在线发布，不定期印制一刊《萃嶺》。

“北京大学博古睿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伦理”翻译系列
译著之一《机器人伦理学导引》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
8 月出版。

影响力

Wechatcuilingmag.com《萃嶺》创刊号的主题是行星智慧

https://www.berggruen.org.cn/article/berggruen-institute-launched-cuiling-maga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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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和博古睿学者活动

中心联席主任宋冰参加“慧眼之家东西方对话”，探究解决包括乌克兰危机、气候变化等问题的解决方案。其
他参与者包括：基辛格、杨荣文、戈登·布朗、陆克文、塞迪略、阎学通、郑永年、博古睿、蒙蒂、李开复等。

中心联席主任宋冰在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主办的
“古典智慧解决当代问题”论坛讲话。

学者陈霞在“古典智慧解决当代问题”论坛分享 “人
类只给大自然带来负面价值吗？温和的 ‘人类中心主义’
观点”。学者宝树出版新书《我们的科幻世界》。

学者葛鉴桥加入可重复性与开放科学中文圈委员会。

6 月 13 日，威尼斯

7 月 6 日，雅典

7 月 6 日，线上

7 月

1 月

影响力

学者龚隽参加由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
举办的“跨国东亚佛教传统的前现代和现代表述”研
讨会。

中心联席主任刘哲在其新书《生成主体性：梅洛 - 庞
蒂与唯心论》研讨会发言。该书于 2021 年 4 月出版。

学者陈霞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丝绸之路上的科学
和文化交流”国际专题研讨会分享其关于哲学与青年
的看法。

7 月 29 日，线上

8 月 27 日，北京

11 月 18 日，线上

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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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直播

信息发布 短视频

观点

活动回放

视频号微信

微博 哔哩哔哩

社交媒体覆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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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团队
按字母顺序

38

李贺
策划兼内容总监

任蒙萌
运营协理

向群
办公室经理

李潇娇
副主任

宋冰
联席主任

林仁阳
项目协理

孙昕炜
项目协理

刘哲
联席主任

田馨媛
高级项目协理

39

学术委员会

林建华
联席主席
北京大学前校长

安乐哲 (Ro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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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明
学术委员
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

王博
学术委员
北京大学副校长

尚新建
学术委员
北京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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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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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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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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哲学、前沿科技与社会，
以及数字治理和全球治理变革等议题。博古睿研究院承诺连续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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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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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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信视频号: 博古睿研究院
Facebook: @BerggruenInst
Twitter: @berggruenInst
Instagram: berggrueninst
LinkedIn: Berggruen Institute
YouTube: Berggruen Institute

Berggruen.org  
Berggruen.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