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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和全球化的时代，对现有体制以及该体制之基本理念进行反思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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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达跨越文化和政
治界限的声音，以应对全球治理及科技时代给人类带来的重大挑战。

我 们 的 宗 旨
O U R  M I S S I 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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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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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吸引中国最杰出的
思想家来共同研究、理解人类面临的变革与挑战，发
展并分享他们的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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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多媒体传播产品以及其他项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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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委员会
主席致辞

几年来，我们一直热切地关注着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的发展，看着它由一个

卓越的理念一步步发展壮大，最终于2018年12月正式成立。在这一过程中，中心开始在博古睿研究院与

北京大学的合作下建立管理和研究团队。学术领袖将为中心发展提供前沿的愿景，我们自豪地宣布，以

下杰出学者成为中心学术委员会的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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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敏锐地意识到，大变革时代正在重塑人类生活、重建社会秩序，并且重新设定地缘政治世界的

每一个角落。这些转型是划时代的变化，而不仅仅是渐进的。它们正在我们的生活中发生，今后会在我

们子孙后代的生活中继续加速。中心的工作致力于加深我们对这些巨大转型的理解，寻求面对转型的

伦理对策，促进社会、政策决定顺应这种变革。特别是，我们有责任思考如何从不同文明的角度看待这

些剧烈的变化，以及如何在塑造人类应对变革所需的社会智慧的过程中，以包容的方式促进不同文化

传统相互学习。由此，我们激活重要的文化互动，而有所作为。

我们继续与忙碌的博古睿团队及研究员密切合作，探讨令人激动的主题，即理解人工智能和新生物

技术将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人类体验，以及可以利用哪些文化资源预测新地缘政治秩序的几何级增长。

中心的根基现已牢固确立，持续培育其强劲的创新增长关系着中心未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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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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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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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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主任致辞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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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巨大变革的时代，全球风险日益加剧——前沿科技迅速发展迭代，地缘政治格

局失衡，撕裂性国际政治在全球蔓延，气候危机不断深化，数字化时代贫富差距加深，流行病的威胁时

隐时现。这些全球性的变革与挑战给全人类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博古睿研究院的使命是培育关于人类未来和全球治理的基础性与创新性思想，塑造有全球影响力

的思想、决策与行动。我们认为，面对全球性变革与挑战，必须充分利用东、西方思想资源，开拓新思维

和创造性的解决方案。鉴于此，我们在2018年12月与北京大学成立了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以下简

称“中心”），吸引中国最杰出、最具创新性的思想家来共同研究、理解全球面临的变革与挑战、发展并分

享他们的新思考。同时我们也希望中心的研究项目能够推动并形成足以应对全球变革及挑战的思想和

政策解决方案。

2019年，中心在研究项目与机构建设上获得了快速的发展。我们在两个项目上取得了重大进展—— 

人工智能遇见中国哲学家”以及“‘天下’体系与地缘政治”——目前，这两个项目都进入了图书出版阶段。

我们是全球首批致力于汇聚人工智能科学家与中国哲学家，促进他们相互理解，培育创新思想的研究机

构之一，也是着力挖掘非西方思想资源来理解和诠释数字时代中国和全球治理实践的先行者。

一年来，中心在创始研究员赵汀阳、干春松和曾毅的努力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19年，我们又迎

来了一批新的研究员：郝景芳、何怀宏、汪阳明和吴天岳。中心的团队进一步扩大，目前已有五名年轻且

富有才华的专职人员。中心的发展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奉献与幽默感。

值此之际，我们还要感谢所有在学术与组织上给予我们帮助的个人、机构和合作伙伴，感谢他们坚

定的支持与建设性的意见。鼠年即将到来，我们期待在新的一年继续见证新思想的绽放与智慧的火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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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遇见中国哲学家” 
第二次工作坊

“中国和数字治理：我们在什么阶段？”
第一次工作坊

“跨文化何以可能？”
工作坊

读懂中国广州会议

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北京)

中心学者头脑风暴:
关注研究题目和合作

“人工智能技术在精准医
学中的伦理问题 ” 工作坊

“基因编辑和艺术” 
第一次工作坊

“古代印度与古代中国国际思想
比较” 国际研讨会

“全球视野下的人工智能治理”
国际会议讨论

*与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合办

 博古睿讲座第一期：
“人是生物吗？”

3.22

3.27

3.29 6.24 9.17 10.26-28 11.11-14

5.26 7.10 10.19-20 11.5 12.13

“人工智能和隐私”
 第一次工作坊

2019
精彩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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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项目

前沿科技与社会

数字治理

全球化与地缘政治

读懂中国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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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旨在支持对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进行哲学和伦理思考，并支持东西方在此方面的对话。我们

组织研究儒家、道家、佛家的中国哲学家与人工智能科学家进行对话。《智慧与智能——人工智能遇见中国哲学

家》将于2020年春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赵汀阳在“人工智能遇见中国哲学家”第二次工作坊
3月22日，北京大学

“人工智能遇见中国哲学家”第二次工作坊     3月22日，北京大学

佐仓统在博古睿讲座第二期“机器人、浮世绘和猿人”
5月23日，北京大学

前沿科技
与社会

项目
人工智能遇见中国哲学家1

项目邀请中国哲学家、人工智能领域和生

物科技领域的科学家、法律专家、科幻文学

作品作者、艺术家，共同探索前沿技术如何

影响和重塑我们对人类本身的思考，研究

生命的本质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以及

我们与机器和其他生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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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尔塔·德·梅内泽斯（Marta de Menezes）、汪阳明、魏颖、王皓毅、高璐、彭耀进，“编辑未来”公开讲座， 11月12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哲学、科学、艺术对生物科技怎样挑战人类
自我定义的研究与探索。

   11月11日-14日，北京大学

“基因编辑和艺术”工作坊 其 他 活 动

5月23日

博古睿讲座2：
 “机器人、浮世绘和猿人” 

   11月11-14日

“基因编辑和艺术”第一次工作坊

   12月13日

“人工智能和隐私” 第一次工作坊

  9月19日

  博古睿讲座4：
“前沿科技，颠覆性科学和人类未来”

5月26日

全球视野下的人工智能伦理

11月19日

博古睿讲座7：
 “什么是人工‘智能’？探索‘智能’  
的实质”

   11月1日

   博古睿讲座5：
“人工智能伦理：为责任而设计”

项目
编辑未来：基因编辑和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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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治理2
大数据和算法正在改变政府对社会、经济的治

理方式，这些变化在不同的社会、政治和文化

环境中有不同的表现。我们联合研究社会信

任、信用体系、公共政策的社会学、哲学、法学

和人文社科领域的专家，探讨未来数字治理趋

势的分歧与融合。

杨大利、宋冰、曾光辉，“中国和数字治理”第一次工作坊  3月29日，北京大学

孔令栋、翟学伟、谢蕾，“中国和数字治理”第一次工作坊  3月29日，北京大学

项目
中国和数字治理：我们在什么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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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于中国、印度经典思

想中的方法论和理论框架，寻

找当今国际关系理论的思想

资源。

全球化与地缘政治
古代印度与古代中国国际思想比较

“天下”是源自中国哲学、历史的一种世界观，它关

注包容性、相互性、相互依赖性和处理全球事务的关联

性。本项目探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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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与地缘政治
天下和地缘政治

全球化与地缘政治
跨文化交流

   2018年6月16-17

“什么是天下：东亚语境”
     国际会议

6月22日

博古睿讲座3：
文化融合的困难和意义

6月24日

 “跨文化何以可能？”工作坊

  7月10日

 “古代印度和古代中国国际思想比较”国际研讨会

全球化与
地缘政治3

当今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主导性

研究方法被现实主义和强权政治

主导。民族国家、国家利益、零和

竞争、大国竞争为这些辩论奠定

基础，并影响政策制定。这些观念

虽然有助于分析现今国际事务，

但是不足以帮助我们理解政策背

后深刻的驱动因素、以及未来政

策制定的方向等。深入研究内在

价值观、哲学传统和历史经验将

推进深层次的跨文化理解，并对

大国间建立战略信任关系提供条

件。我们从中国、印度、非洲文化

和穆斯林世界中探索新的治理模

式，组织了包括“古代印度与古代

中国国际思想比较”、“天下和地

缘政治”等国际研讨会。

当今国与国之间很多误会来自于对彼此政策背后哲学和文化的误读。“互观人类学”可以成为文化间交流的方法。学者

们讨论是否每一种文化都有权观察质疑其他文化，同时也有权被观察、被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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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合作伙伴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国创会），

博古睿研究院的21世纪理事会于10月26-28日，在广州举办

了第四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会议主题是“中国下一阶段

的改革开放前景”，以及“新全球化”。

作为博古睿研究院“地缘政治和全球化”的旗帜项目，2010

年成立的21世纪理事会汇集了世界各国40多位有影响力的

政界、学界和企业界领军人物，旨在应对当今相互依存但日

益分化的世界中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挑战。理

事会与国创会定期举办“读懂中国”国际会议，迄今为止已

举办了四次会议。

“读懂中国”会议， 10月26-28日

读懂中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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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

我们是全球首批致力于汇聚人工智能

科学家与中国哲学家，促进他们相互

理解，培育创新思想的研究机构之一，

也是着力挖掘非西方思想资源来理解

和诠释数字时代中国和全球治理实践

的先行者。

24

1月5日，波多黎各

中心联席主任宋冰和学者曾毅参加由生命

未来研究所（Future of Life Institute）主办

的“Beneficial AGI 2019”会议并发言。

7月19日，北京

中心联席主任宋冰和学者曾毅参

加由Minderoo基金会、清华大学

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博古睿研

究院合办的人工智能技术与治理

论坛。

7月11日，英国剑桥

中心联席主任宋冰、刘哲，学者曾

毅，参加由剑桥大学未来智能研

究中心和Nuffield基金会合办的

“中国视角下的人工智能伦理讨

论”工作坊。

5月26日，南京

中心得到中国人工智能学会邀请，在其年

度人工智能大会上承办“全球视野下的人

工智能伦理”论坛。

在担任博古睿学者期间，曾毅教授被选为中

国科技部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

员会委员，并开始担任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

究院人工智能伦理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作

为研究类脑人工智能的科学家，曾毅参与了

众多人工智能伦理国际讨论，代表中国科学

家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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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发起的与公众分享对话系列

影响力
博古睿讲座系列

*以中文首字拼音顺序排序

我们很荣幸
与一流机构合作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卡罗尔•贝尔亚太事务学院

北京大学法学院

北京大学医学部

北京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

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

布鲁金斯学会

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

剑桥大学未来智能研究中心

Minderoo 基金会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山东大学公共治理研究院

世界和平论坛

微软

中国科技大学

中国科学院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央美术学院

题目涵盖“人工智能与社会”、
“生物科技与伦理”、“跨文化概念”等

700位受众参与了9次
与专家深入对话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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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委员会

宋冰、安乐哲、中川黎明、林建华、袁明、刘哲、尚新建、王博（由左至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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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博
学术委员
北京大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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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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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睿学者
（中国中心）

©unsplash//@evelyn205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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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研究员

2019-2020 
科幻作家，雨果奖获得者

2018-2019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2016-2018
北京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人文讲席教授

2015-2017 
布朗大学教育与人类发展教授

2018-2020
中国科学院类脑智能研究中心教授

2017-2018
夏威夷大学东西方中心亚洲研究发展项目主任

2016-2017
维思大学东亚研究弗里曼讲席教授

2019-2020
北京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副教授

2019-2020 
北京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
 

2018-2019
北京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

2016-2018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2015-2017
肯扬学院社会学和亚洲研究副教授

2016-2018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系副教授

2016-2017
印度（新德里）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郝景芳

汪阳明

曾毅

干春松

赵汀阳

何随德

安乐哲

安靖如

李瑾拉贾维•巴哈加瓦

孙笑冬

白彤东

慕唯仁

何怀宏

吴天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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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冰
联席主任

李潇娇
首席运营
xiaojiao.li@berggruen.org

向群
办公室经理
xiangqun@berggruen.org

田馨媛
项目协理
tianxinyuan@berggruen.org

胡雪玥
项目协理
shelleyhu@berggruen.org

李贺
策划兼内容总监
lihe@berggruen.org

刘哲
联席主任

团队

©unsplash/@ling_gi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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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        Berggrueninstitute
微博：        @博古睿研究院BI
领英:            Berggruen Institute
Facebook: @BerggruenInst
Twitter:     @berggruenInst
Instagram: berggrueninst
Youtube:     Berggruen Institute

Berggruen.org  
Berggruen.org.cn©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 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