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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Deep Learning: How the Mind Overrides Experience

超越经验之需求
对于踏入同一条溪流的人来说，不同的水在流淌。
——Heraclitus[1]
没有什么会像鸡蛋那样，因为外表相似就期望它们都拥有相同的口感和味道，没有。
——David Hume[2]
生活即变化。自然的力量在不断地“揉搓”着我们的物质环境，就像宇宙面包房中的生
面团，同样我们的社会环境也很少有一成不变的特征，哪怕是对于同一代人。人类如何生存
于这无处不在的变化之中？我们如何应对和适应环境的变化？我们是如何启动变化并创造新
奇事物的？由于 20 世纪晚期自然科学的发展，这些问题变得比以往更难回答。
对于孩子、诗人和任何有灵感的人来说，没有什么变化会比季节变化更令人陶醉而无法
自拔。在四季分明的地方，风景的主色调从绿到红再到白，视觉转换令人震撼。一场早秋的
暴风雪景定能击垮那些北迁至温带气候带的第一波狩猎采集者，并且使他们深信世界末日即
将到来。
然而，孩子、诗人和狩猎采集者都错了：很显然，季节变化本来就是不变的。冬天确实
取代了夏天；但冬天逝去，夏天复回，一如既往。这种变化是周期性的，因此是稳定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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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并非变化。世界从未改变，它只是处于运动之中。据此观点，变化是一种假象，因为现实

～

的景象只是自然永恒法则的一种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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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那些能够记忆、推理、想象和计划的生物便可以通过积累经验、提取基本规律、
将其投射到未来并做出相应行动的方式应对表面的变化。狩猎采集者只需要透过短暂的暴风
雪看到往复的季节顺序，预测夏天的到来并储存食物，便可生存。从书写文明开始，对于世
界和心智之间关联的描绘便主宰了西方的思想传统。
事实证明，这种描绘是一种幻想。我们生存的世界中，变化并非虚幻。欲适应这样的世
界，需要具有超越传统观点的认知能力。

1.1

混乱的时钟
自 17 世纪科技革命以来，自然科学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它们将自然看成是不变的机器，

只是像万花筒那样产生变化的外观而已。 [3] 天文学家们透过夜空的复杂表象，探究出一个简
单的几何学体系，即星体遵循着永恒的定律和普适的常量围绕着太阳在椭圆形的轨道上不停
地运转。[4] 从黄昏到黑夜，日复一日，月月循环，夜空中的变化是清晰可见的，然而变化其
实并不存在，一切只是由于人们从地面上观察稳定行星系的局限视角所致。
在地球上，钟摆、抛物体和滑轮都可认为是同一种机械运动的例子。[5] 所有这样的运动
均由恒定的重力所致。随着时间的流逝，物理学家开始意识到观察者可以选择参照系，某一
参照系中运动的物体在另外一个参照系中却是静止的。因此，运动（位置的变化）并非真实
的变化，而只是一个物体出现于视野中某一位置的方式。数学方程阐述了这一现实，它们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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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明了参照系之间的转换，但其本身并不随参照系而变化。
在对不变规律的探索中，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并非是仅有的成功案例。回头来看一下多
种多样的物质材料，它们都有属于自己的颜色、熔点、气味、味道、质地、重量等。化学家
们同样发现了一个包含少量基本成分的简单系统，那就是原子以及能把原子组合成更大结构
（分子）的共价键（即范德瓦尔兹力），而分子决定了物质材料的观测属性。[6] 化学反应可能
将反应物转变成非常不同的物质，但其中却不存在根本变化，而只是这些永恒的基本成分的
4

重组。

图 1-1

对于钟表式系统，过去的行为可以推测将来

在上述以及其他科学突破中，自然界就如钟表一般，不断重复着相同的运动。图 1-1
阐释了这一类比。这些运动推动了事物的表面活动，或像表针的连续位移，或像月相的连
续 更 替， 但 其 本 质 的 运 动 机 制 并 未 改 变。 引 述 科 学 先 驱 Robert Boyle、René Descartes 和
Johannes Kepler 的话，历史学家 Steven Shapin 写道：“在所有的其特征可以作为自然界模型
的机械结构中，没有任何其他事物比钟表更能获得许多早期自然哲学家的青睐。”[7]
科学家们发现，他们可以用线性微分方程来描述钟表装置的性质。线性微分方程是一种
可以得出系统未来状态的数学工具，它需要两条信息：系统的当前状态和描述系统各种属性
之间关联方式的方程式。时间是这类方程式的重要部分，但它在过去和将来之间是对称的。
用以计算月亮一百年前位置的物理方程式可同样轻松地用来预测月亮一百年后的位置。因为
在钟表式世界中没有任何事物发生真正的改变，所以过去和将来互为镜像。
这一方法的成功使得科学家们将那些可以用钟表式思维理解的自然系统看作是自然界的
原型。那些变化表象和潜在机制间存在明显联系的系统成为科学案例，使得一代代的学生必
定会学习钟摆、抛物体以及与灯泡相连的电池等知识。钟表式模型的极大成功致使人们几乎
意识不到并非每一个自然系统都遵循这一模型。如果一个系统并不遵循钟表式模型，那么它
将会被认为是分析过程中可忽略的暂时状态或者是自然中微不足道的或次要的部分。
在 20 世纪的最后 20 年中，科学家们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观点来系统地阐述物质实
体，这着实令大众甚至科学家自己都感到无比震撼。我们来看一下高山河流。河水沿着河岸
不断奔流。钟表式物理中的线性微分方程已无法再预测漩涡的出现。水文学家可能尝试将河
水运动描述成构想的小水立方的移动，但那样的描述并不能预测何时何地会形成漩涡。这种
构想无助于诉诸概率。只有当潜在系统服从随机原则时，统计总体的描述才能成立，但河水
并不符合。科学家们在忙于描述，但河水却在肆意奔淌，甚至拍打到他脸上；这种湍流并不
会减。[8]
高山河流代表了一类自然系统，科学家称之为混沌的、复杂的、动态的和非线性的。为
了简化，我将使用单一术语复杂。[9] 这类复杂系统的例证还包括蚁丘、地震、瘟疫、森林火
灾、暴风雪和火山。总体来讲，复杂系统具有并不适用于钟表式模型的描述特征，或者说只
有克服极大的困难才能用于钟表式模型。
并非围绕着固定的运转轨道周而复始地运动，复杂系统有其自己的产生、运转和停止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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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也就是说，它们有自己的历史。一棵树发芽，成长，成熟，倾倒并腐烂；一场暴风雨聚
集，释放能力并减弱。当某个系统大到一眼无法尽览，或者其持续时间长过人的一生，那么
它的历史特征将很难建立，但科学家还是发现气候带、大陆和生态系统均属历史实体。根据
宇宙学家推崇的大爆炸理论，宇宙自身也具有发展历史。 [10] 宇宙从一个难以想象的浓厚的
核心团开始，发生爆炸并迅速扩大，在此过程中产生了空间和物质。宇宙还在持续扩张，但
在未来某一天它可能会反向变化、收缩，并最终以大塌缩的形式结束。
在历史系统中，过去和未来并非镜像。变化是不可逆的，无法重复或循环。一旦到达平
原地区，河流便会蜿蜒曲折缓缓流动。 [11] 它慢慢地、耐心地改变着路线，随着时间的流逝
而愈益弯曲。一条弯曲的河流可能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发生改变，但是它不会自发地使自
己再次笔直流淌。始终显著的弯曲并不能表征河流一生的状态，其间会夹杂着较小的弯曲。
同样，火山轰隆，爆发，继而恢复休眠。这导致的变化并非只是表象。喷发会撕裂高山，并
以火山口取代之，这会影响到周围的生物、地理和气候。这一影响可能被随后的地质过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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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改变，但却不能反转；高山一旦被炸开，它将永远不会恢复原貌。与钟表式系统的循环
过程不同，这种变化是时间定向的；它们从过去到将来一直在进步或发展。[12]
对于复杂的系统来讲，变化并不是虚幻的，也不仅仅是由潜藏于事物表象背后的恒定因
果定律所导致的表面现象。相反，变化是深入彻底的。河水的动荡并非由水的流动而引起，
其本身就是水的流动。并不像表针就是时钟内部状态的表征那样，狂风也不是暴风雨的征
兆，它们就是暴风雨。在永不停止的运动过程中，并不存在什么稳定不变的实体，有的只是
运动本身而已。
如果这种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我们也不能保证这些规律随着时间的变化保持不变。即
使在钟表式思维较强的领域（天文学和力学），科学家们也在讨论这些自然规律是否在任何
时间任何地点都稳定不变的问题。[13] 牛顿物理中核心的万有引力常数 g=9.81m/s2，它是宇
宙中永恒不变的常量，还是会随着宇宙扩张而缓慢推移的变量？即使常量和定律的变化有其
自身的规律，我们依然无法保证这些二阶定律就是稳定的。如此下去，现实也许就是躁动不
定的。
我们必须从多个系统水平层面来理解复杂系统。在每一个水平上，系统成分都表现为该
水平特有的属性，且这些属性以独特方式相互作用，进而决定下一更高系统水平的属性。比
较典型的例子有物质科学中的粒子 - 原子 - 分子 - 物质序列和生物学中的多细胞 - 器官 生物体 - 物种序列。系统的每个水平均在大小、时间或其他一些维度上具有复杂性的特征标
度。系统水平 N 上成分和过程的相互作用向上传导，决定了水平 N+1 的成分、过程和系统
特征。由于系统特征的不同，上述传导过程可能具有不同的模式，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一些系统由性质上不同类型的成分构成，通过性质上不同的方式相互作用。通常，每种
类型只有很少几个甚至只有一种成分。人类的身体和汽车引擎就是很好的例子。人的身体只
有两个肾脏、一个心脏和一个胃，肾脏与心脏的相互作用方式不同于其与胃的相互作用。类
似地，汽车发动机中只有少数几个汽缸，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分别与汽车喷油嘴、变速器相互
作用。在这种类型的系统中，每个水平的细枝末节几乎不能影响较高水平。尽管人造心脏的

7

工作模式与人体心脏存在很大不同，但有些个体依靠人造心脏依然能存活一段时间。所以心
脏如何泵出血液并不重要，心脏泵出了血液这很重要。类似地，如果我们将汽车的内燃机引
擎换成电动引擎，那么汽车的内部结构和功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这对交通系统并没有多
少影响。我们依然会遇到堵车、交通高峰、超速罚款、停车位不足以及青少年周六晚上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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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系列问题。所以，从交通系统来看，引擎如何驱动汽车并不重要，但它驱动了汽车这很
重要。总而言之，只有系统水平 N 的整体特征才能成为系统更高水平的原因。我将之称为
直接影响。它主要发生在较高水平的系统运作依赖于较低水平的单一、独特成分的情况下。
包含多种成分的系统经常表现出链式因果：系统水平 N 的属性引发了水平 N+1 层面上
现象的变化，并依次向上传递决定了更高水平的系统特征。如果作用链受到抑制，那么效
应将会在每一个递阶水平上越来越小。一只狐狸的意外死亡可能会对当地被猎食动物的数量
产生影响，但是在整个生态系统层面，这只狐狸的死对大自然的发展来说微乎其微。对大自
然来说重要的情况是因果链的放大，那样的影响将会在层级间呈现量级式增长。例如，全球
平均气温即使发生微小变化，也会引发气候的变化：极地冰山的消融、洋流流动模式的改变
等。小小扰动的扩大式蔓延，就是著名的“蝴蝶效应”，从技术上来讲，就是对初始条件的
敏感性。放大的链式因果使得系统过分地依赖于精确属性以及成分间的相互作用，而这是导
致系统不可预测性的一个来源。
链式因果可以产生出较高系统水平的涌现模式，也就是说，无法通过较低系统水平的描
述来进行预测，至少在实践中是这样。此处同样以蜿蜒流淌的河流为例来具体阐述。 [14] 是
什么使得一条笔直的河流越来越弯曲？河流携带着沉积物——淤泥、砂土和碎石砾，沉积物
的含量随着河水流动的速度而变。在河流回弯处，内侧河岸河水变缓，淤泥沉积，覆盖河
底，延展了相应河岸。与此同时，外侧河水流动湍急，冲刷外侧河岸。两个过程同时发生，
将导致内侧河岸变厚并向河中央延伸，而外侧河岸将被冲刷，向后回缩。最终结果将导致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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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向一方偏移。在河流两岸流速不同的任何点上，上述过程将被重复，结果形成弯曲河流
的蛇形模样。河流可能甩出一个小的自我相连的圈状湖泊，见图 1-2。当高山河流流至平原
时，人们可以站在岸边轻松地观察到这些景象。然而，对小的内含小岛的圆形湖泊的描述并
未脱离对海量水分子的统计操作范畴。这是河流的一种涌现特征。

时间

图 1-2

对蜿蜒流动的河流的持续观察和圆形湖泊的产生

与直接影响和链式因果形成对比的第三种描述概念称为自组织。[15] 这一概念适用于由
大量相似成分构成的系统，其中各种成分根据局部规则相互作用，且这种规则对于任意成对
的相互作用都是相同的。自组织也能产生各种涌现特征。依据一定的规则，各种成分共同构
成一些稳定的结构，而这些结构具有与其构成成分不同的特性。蚁丘便是一个典型案例。 [16]
蚁丘复杂的社会组织并不存在任何总体规划，而是由蚂蚁个体间的相互作用而形成。数以千
计的蚂蚁以相对简单的规则相互成对作用，形成个体层面并不存在的复杂模式，我们称之为
防卫、觅食、筑巢和抚育幼崽等。
第四种描述概念是水平恒定性。由于一些模式并不受相关系统材料组成的限制，因此
它们会在多重系统水平上重复出现。 [17] 有时这被称为自相似性，即系统在每个观测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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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与其自身相似。在地图上，一条大河的小支流看起来和大河相同：河水逐渐变宽，且随地
形蜿蜒蔓延。如果不借助地图比例尺，我们很难确定眼前的河道到底有多大。众所周知，英
国的海岸线地图在各种不同的比例尺下看起来都是相同的。[18] 自然和社会科学家提出了更
为抽象的例子。进化生物学家讨论自然选择是否具有跨水平的稳定性。 [19] 有机体、物种甚
至类群等较大系统水平都可能是选择的单元。从微观来看，一些生物学家认为个体基因也
会受到自然选择的影响。在经济学中，经济学家认为供需之间的相互作用既适用于农村的
露天市场，也适用于全球经济。[20] 在这一描述概念中，系统水平 N 中的单元表现出某种特
性 P，而当这些单元组合成更大尺度的单元时，新的单元依然具有属性 P。40 年前，Arthur
Koestler 指出在大多数分层系统中，行为规则在各个分层水平上是相同的，由此预测了水平
恒定性在当时系统理论中的中心作用。[21]
大多数物质系统与它们的环境存在相互作用，且外部事件会对它们的发展轨迹产生重大
影响。经济学家提出一个简单的术语——外部效应，用来指代那些本身并不具有经济性状却
可以产生重大经济性结果的事件（如旱灾、技术发明、战争等），这一概念在经济学以外依
然有用。一个众所周知的外部效应的例子就是流星，在大约 6500 万年前，流星撞击了地球，
导致了恐龙的灭绝，却因此给了哺乳类动物发展的机会。[22] 复杂系统研究中对于外部效应敏
感度的强调与钟表式科学鉴定物质系统的策略大相径庭，因为后者与环境彼此分离，导致它
们的状态变量可以用彼此的数学函数进行表达。表 1-1 对复杂系统的关键属性进行了总结。
表 1-1
属

性

历史性
不可逆性
彻底性变化
多重水平

复杂系统的主要属性
描

述

无循环性的行为；从过去到未来是一个单向发展过程；过去和未来并不是镜像关系
变化是不可逆的；未来发生的变化可以消除过去变化的影响，但是系统不可能恢复到先
前状态
变化的规则在于规则自己在变；没有永恒的变化常数或定律，没有固定的基本成分
系统必须在多重分析水平上进行描述；水平 N 的属性或变化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向上映射，
进而决定系统水平 N+1 的属性或者变化

映射的多重模式

水平 N 上的事件通过直接影响、链式因果或自组织等方式与水平 N+1 上的事件发生关联

涌现

向更高系统水平的映射结果总是不可预测的

外部效应

系统并未脱离其所处的环境，因此系统的发展轨迹可能受到遵循其他规则和原则的事件
的彻底影响，而不仅仅由其自身来改变

用诺贝尔奖得主 Ilya Prigogene 的话来说，历史性、不可逆性、彻底性变化、跨多重系
统水平的传递性、涌现和对外部效应的敏感性预示着“采用传统方式表述的物理定律描述了
一个理想化的稳定的世界，这与我们所处的动荡的演变着的世界非常不同”。 [23] 这一结论可
以扩展到钟表式科学的核心范例。科学作家 Ivars Peterson 总结了天文学的发展：“尽管太阳
系长期被当作是完美的宇宙模型以及可预测的机械世界的象征，但它已不再符合精密机械
的设想。混沌和不确定性已然悄悄地影响了这一钟表式系统。” [24] 总的来说，自然系统是不
可预测的。尽管钟表式科学作为科学争论的仲裁者做出了一些成功的预测，但是关于实验
室之外的自然系统的预测确实罕见。这一观点由来已久。早在 20 世纪初期，哲学家 Charles
Sanders Peirce 就曾写道：“在实践逻辑中，再没有比在某些方面彼此相似的事物在其他方面
也更为相似这一假设更大、更频繁的错误了。” [25] 相比过去，科学家们现在意识到这种不可
预测性并非例外，而是一种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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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性的缺失并不是由于规律的缺失，但是复杂系统所表现出的规律与那些支持钟表式
科学中预言的规律确实不同。很不幸，地震是不可预测的；也就是说，并不存在一种已知的
技术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某天的某个时间 t 将会发生 M 级地震，其震中位于地理坐标 x 和
y。[26] 即便如此，关于地震，还是有一些规律可循。比如，地震发生的频率和大小呈负相关：
小地震很多，但大地震却少有。这种关系可以由一个简单、简洁的数学形式表达出来。这不

～

10

是在单一地震中的规律，而是多次地震的统计分布规律，所以它并不能准确提供任何一次地
震的发生、地点、大小或演变等相关信息的预测。与之相似，气象学家现在甚至永远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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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对很长一段时间的当地天气做出准确预测。因为天气并非那种能够预测的系统。对于长
时期的天气——气候而言，突发的不可预测的变化依然可能是其主要特征。
大家都知道，我们不能完全相信天气预报，但是在过去我们认为这是由于信息资源的不
足或是预报员能力水平有限而导致的。在科学家看来，预测性的缺失要归咎于信息的不足、
相关系统的概率特征、收集相关数据在实践中的不可行性或者是作为最后一步的产生预测的
理论漏洞。过去认为所有物质系统在原则上都是可预测的，但是复杂系统革命告诉我们，可
预测性的缺失是世界的一个真实且核心的特征。进化生物学不能预测下一个进化的物种是哪
一个，甚至不能预测某一物种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如何变化。尽管如此，进化生物学依然
是最成功的科学之一。由于可预测性的缺失，我们不应该再把可预测性作为科学的一个典型
特征，但可称之为一门科学。
我们转而承认大多数物质系统具有复杂性质，却不该用这种转变来否认钟表式科学的成
功。然而钟摆摆动的规则性限制也并非虚幻。钟表式科学只适用于封闭环境。它往往认为系
统与环境几乎是不相关的，因此相对不受外部效应的影响，钟表式科学的这种典型策略可能
是产生封闭环境的主要来源。化学反应容器便是一个形象的例子，它被严格封闭以防止杂质
进入。封闭环境在空间上是局部的，在时间上是短暂的，而这些时空边界需要设定在研究系
统的合适尺度上。如果允许外部效应的存在，将环境在时空上进行扩展，那么即使最规律的
物质系统也将无法预测：如果绳子开始腐烂，那么钟摆将何以运转？
复杂系统一直备受关注，但过去科学家却将其视为终将遵从钟表式分析的顽抗案例。[28]
在 20 世纪的最后 20 年，复杂系统从研究的边缘发展成为研究关注的中心。 [29] 这与 300 年
来的自然科学所教授的内容形成对立：那些符合钟表式模型的系统才是特例，是不寻常且罕
见的。甚至在那些系统中，钟表式模型也只是一种近似，只在一些特殊条件下成立，比如在
高中物理中概括为无摩擦的光滑斜面。几乎所有的自然系统都是复杂的、不可预测的。为了
适应这种观点上的逆转，科学家们可能想要选择其他人工制品来取代钟表作为典型物质系统
的模型。一块面包也许可以成为这一模型：大量的材料相互作用，形成一个突发的、难以预
测的结构，而这种结构只是短暂存在后便会发生彻底变化，并最终不复存在。
如果科学家们由于推翻钟表式科学而使我们甚至他们自己感到震惊的话，历史学家无疑
会比其他任何人更加震惊。历史曾是第一门科学，也将会是最后一门。 [30] 在我们了解了自
然的所有事情以后，人类将继续恋爱与工作、打乱与规整以及建立与解除联盟，也会有人想
要对此进行记录与解释。历史也是变化科学的精髓。在过去，历史和钟表式科学几乎互不相
干。然而，科学家们为复杂系统创立的概念性词汇却非常适用于讨论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
社会科学家们所感兴趣的各个社会层面。
组织、政府、国家和整个文明都具有一个生命发展周期：它们产生、发展并灭亡。尽管
古希腊人假设时代是反复的循环，但是现代历史学家认为时间具有单向性。 [31] 未来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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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镜像。维京人永远不再会由于国内缺少娱乐而划船横穿大西洋来征服英国；日本武士
刀也将永远搁置在艺术展览馆。历史性的变化不仅是不可逆转的，也是完全彻底的。尽管想
要探明历史变化背后的规律，例如由一个体系完善的阶段向新阶段的发展以及向更有效生产
模式的运动等，但是大多数历史学家还是认为人类事务的混乱性是无法简化的。[32]
历史性分析必然会在个体和社会各类系统间来回展开，包括军队、文明、公司、政府、
市场、国家、组织。突发事件司空见惯。1780 ～ 1830 年，英国出现工业革命，当讨论这种
经济系统如何出现时，便产生了政治经济学。它不是计划的产物，而是个体经济主体间相互
作用的结果。[33]
在历史长河中，其他复杂系统特征的例子也比比皆是。解释蝴蝶效应的最好例子就是在
13

1940 年的春天，当法国已经在德国军队的疯狂入侵下战败、一切看似昏暗的时候，英国首
相丘吉尔做出决定，将不惜一切代价顽强抵抗德国纳粹分子的扩张。 [34] 这种立场以及丘吉
尔将其转变成国家政策的能力的作用结果贯穿于战争年代及其以后，尽管可能性不大，但丘
吉尔可能扮演了蝴蝶的角色。从复杂系统角度来看，并不存在描述水平之间的冲突，也不存
在将历史变化归因为社会运动或是大人物行为间的对比。的确，同盟国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胜利是因为其在生产力上超过了法西斯国家，但说同盟国胜利是因为 Winnie 的顽强也同
样正确。所有社会系统都会受到外部效应的影响：经济市场会在发明和战争中陷入混乱，整
个文明也会在气候变化下失去平衡。在《历史景观》一书中，历史学家 John Lewis Gaddis
写道，对物理和生物科学中复杂系统的关注“使得这些学科比以往更贴近历史学家长期以来
在做的事”。[35]
众所周知，我们预测社会和政治系统的变化轨迹的能力是有限的。即使在两个研究最
多的社会系统——选举和股票市场，预测也是困难重重、难以精确的。任何能够预测市场未
来走向的人都可以毫无限制地敛财，但唯一能凭此赚钱的人只有倡导这种预测系统的书籍作
者。《箱子》（The Box）是一本描述标准化船运集装箱历史的书籍，在此书中 Marc Levinson
写道：“也许关于箱子历史的最引人注目的事实就是，即使是知识最渊博的专家也一次又一
次地误判了事件的发展过程。集装箱证明了这样一个动态过程，几乎没有什么是不变的，且
这些变化通常是无法预期的。”政治分析家也并未表现更好。1989 年 11 月 9 日，当柏林墙
倒塌时，在西方引发众人一片哗然，这也包括情报分析家、政策专家和社会科学家。尽管
“社会科学”这一数据暗藏雄心，但大众运动、社会实践、宗教信仰和流行服饰的涨落兴衰
都是不可预测的。[36]
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否认预测性社会科学所取得的成功。就像自然系统一样，一个社会系
统在短期内是可以被部分预测的，但是这也只发生在系统未受外部事件严重影响的情况下。
社会系统中具有可预测性的事例并非虚构，只是比较稀少。混乱才是人类事务的常态。
复杂系统的变革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生活在复杂的、不可预料的、不可简单化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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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之中。这一观点不仅适用于我们的自然界，也适用于社会环境。火灾和战争，地震和市
场崩溃，全球变暖和国际贸易，事物间的关系远比简单的类比复杂得多。我们所在的系统永
远以新颖的方式发生着变化。阳光之下，并无旧事。

1.2

在混乱的世界中学习
在原始人类进化的某个时刻，我们人类（更准确地讲，最终进化成智人的原始人类）开

始采用一种不同寻常的生存策略。不同于其他动物，他们逐渐更多地依赖习得技能，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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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本能。尽管人类行为的某些方面需要遗传基因作为基础，但是我们每天的行为却主要
由那些必须事先练习的动作构成，比如开车、打电话和发电子邮件，只有极少的行为无须学
习，比如微笑、眨眼等。[37] 虽然其他动物也会学习，但目前为止我们是更有效率的学习者。
即使是通常被认为动物当中最为聪明的海豚和黑猩猩，它们吸取新知识、获取新技能也不如
人类幼儿来得轻松。[38] 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轻松地学会使用工具和符号，这是猿人取得
惊人发展的两个关键因素：没有石斧，就没有航天飞机；没有骨刻，就没有数学。[39] 我们
在这些方面和其他动物不是单纯的不同，而是存在着数量级的差异。
学习超越先天技能的优势在于适应速度。学习和生物进化都是追溯环境变化的方式。 [40]
物质环境变化对已适应原环境的所有物种产生新奇的选择性压力，历经一段时间后，这些物
种会经历自然选择而重塑以适应变化的环境。物种的变化反映了环境的变化，其系统发生谱
系记录了这一连续的变化。类似地，当一个人面对熟悉任务的变化时，他能够通过调整先前
技能来适应新的情况。这种技能的变化反映了环境的变化，而一个人的学习史则记录了他一
生所面对的所有挑战。尽管相似，但这两种反映变化的方式却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发挥作用：
进化通常需要成千上万年甚至更久来创造一个新的物种以及相应的生活方式，而学习通常需
要相对很短的时间，短到几分钟，长到几年。主要依赖先天技能并以进化速度来变化的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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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落得灭绝，沦为环境飞速变化的受害者。而另一方面，学习者则可以应对快速的变化。
高级的学习能力为我们物种所特有，因此人类心智理论需要将学习理论纳入其中。只
要心理学家将环境概念化于钟表式思维，便可从本质上弄清学习的机制：因为变化是一种幻
觉，而真实由稳定的规则构成，所以个体可以经由累积经验而学习，分析并识别其规则，并
将这些规则投射到未来，据此行动。
学习需要某些认知能力。累积经验需要记忆。每一个事件或经历都会留下某种痕迹，这
种痕迹随后会被激活，提醒未来某一时刻的活动，Richard W. Semon 建议将其称为记忆印迹，
但现在通常称为情景记忆。[41] 尽管 Karl Lashley 等人早年未能成功地定位个体大脑中的记忆
印迹，但记忆印迹的存在却是毋庸置疑的。 [42] 每个人都可以回忆许多过去曾经发生的事件
和情形，而认知心理学教科书需要大幅章节去描述那些研究我们形成、保持和回溯情景记忆
的实验。[43]
个体的事件记忆本身并非十分有用，但是根据普遍观点，它们是为将来的学习累积原
材料。通过从一系列相关情景记忆中提取共同点，我们可以鉴别出潜在的规律，这个过程被
称为抽象化、概括化或者归纳化。这一假设的过程将产生出可以概述个体过去经验规律的知
识结构。[44] 毋庸置疑，人们能够从一系列经验中鉴别出类别。显然人们形成了一般性概念，
如食物、家族和工具，而且在我们称为科学开始的系统调查还未出现的很久之前，人们已经
能够鉴别季节的推移、月相的变化以及潮汐的循环。
在钟表式科学中，由于过去经验的规律对未来经历同样有效，因此认为一般知识是有用
的。我们或多或少地可以对那些与过去相似的未来情景进行准确预测。的确，过去是我们了
解将来信息的唯一来源。心理学家通常将过去规律应用于未来情景的过程称为迁移，逻辑学
家称之为归纳，但哲学家 Nelson Goodman 提出了更具描述性的术语投射。[45] 不管哪个名字，
这一过程在反映过去经验规律在将来继续有效的方面都是有用的。
最后，想要从我们记忆、加工和投射过去经验的能力中获益，个体还必须具有使用结果
预期做出相应计划和行动的能力。人们坚定目标，并制定各种计划以实现目标，尽管我们经
常需要对突发事件做出反应，但是我们一天中的大部分行为都处于计划之中。和记忆、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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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与迁移一样，认知心理学家对计划的过程进行了大量研究，这种认知过程的存在是毋庸置
疑的。[46]
简而言之，对于一般性认知系统和特殊性学习能力的普遍观点与对现实的钟表式观点紧
紧交织在一起，见图 1-3。因为过去经验为潜伏在表面
之下的规律提供了线索，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在记忆中
存储情景来处理未来状况，然后加工并提取潜在规律，
再将这些规律投射到未来，以产生某种预期，最后制
定相应计划并予以执行。我就心智与世界如何交互作
用这一观点提出了经验归纳主义这一术语，将这种心
理 理 论 和 人 工 智 能、 数 学 以 及 哲 学 中 的 归 纳 法 区 分
开来。
经验归纳主义像是掩藏在认知研究之下的地下河
流，不仅浇灌学习相关的研究，而且几乎涵盖了整个

图 1-3

认识论情景的钟表式阐述

其他的子领域。它是自然的钟表式观点的完美拍档。正如那些看似完美的拍档有时会做的那
样，这两种观点均道出了彼此的最大缺点。归纳学习理论证明了钟表式科学家的自圆其说，
17

而后者的发现反过来确认了归纳学习理论也设定了如此的世界观。心理学家指出，关于记
忆、归纳、迁移和计划的细节仍在研究，但是所寻求的解释分类尚不明确。在世界范围内，
每年心理学研究机构会进行成百上千的实验去填补这些细节。[47] 因此经验归纳主义可以在
认知变化的研究中充当一个内隐元理论的角色，这一套广泛的原则并不是用来解释特定的心
理现象，而是对心理学家寻求的解释进行分类。
如果物质和社会现实并不像钟表一样运行，而是复杂、混乱且无法预测的，那么经验
归纳主义将不能完全解释学习。适应一个混乱的世界并不像弄清楚一个时钟如何运作那么简
单，而更像在下变换棋。变换棋十分复杂，但它看起来着实像普通的国际象棋，有着同样的
棋盘和棋子。不同的是，当变换棋手移动一颗棋子时，他不仅改变了棋子的位置，也改变了
移动棋子的规则。当棋手的车向前走，那么兵就只能往后退，皇后只能在任意一个方向上移
动三步，马只能在直线上移动。棋手每动一步都会改变规则。为了决定下一步怎么走，棋手
不仅得考虑棋子间关系的变化，还要考虑相应变化的规则将会如何影响到他自己的局势以及
对手的局势。更加复杂的是，移动棋子相应改变的一系列规则还和目前为止动了几步有关。
并且，每隔一段时间（这取决于 π 的小数位数），改变规则的规律又变了。我们要说的不是
这个游戏玩起来有多难，而是一个人并不能通过经验归纳法的想象过程就学会下变换棋。每
动一步不仅改变了棋盘上棋子的布局，更会涉及全局。我们尚不能归纳出这个游戏基本的稳
定特征。奇怪的是，变换棋定义是完整的，但玩起来仍然非常混乱。
如果现实比起时钟更像是变换棋，如果生活就像在玩一个变化规则本身不断变化的游
戏，那么这必定在人们的认知机制中有所反映，即在人类进化过程中表现为认知的灵活性。
如果说 20 世纪末关于复杂系统的发现几乎不可能影响到 15 万年前的前人类祖先或古老狩猎
者，那么也许会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当然，气候变化的自组织特性或是针对万有引力常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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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缓慢漂移的可能性也许并没有影响到他们。
上述观点颠覆了我们生活中混乱的物质、社会体制与经典自然科学研究的钟表式系统
的关系。与物质和社会体制不同，我们很难在实验室以外的地方发现钟表式系统。大多数经
典的展示系统——从钟摆到电路——都和时钟一样带有人工因素，即人们“制造”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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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发现”了它们。研究者不得不在特定的人为环境中，在所谓“实验室”的特殊房
间，“制造”出符合钟表式思维的系统，并开展研究。即使这样，研究者只有在科学仪器的
帮助下才能进行观测，这些仪器也是人工的产品。正如许多实验室科学家在他们读博期间所
发现的那样，使一个物质系统符合时钟系统的假设可以算是一个挑战。尽管有大量的实验控
制——采取各种措施减少相关变量和外界影响，但是额外变量、偶发事件、样本不纯甚至附
近驶过一列火车而引起的震颤都能毁掉一个实验设计，使得这一系统不能符合钟表式游戏的
规则。
相比之下，复杂系统中混乱的特点总是无处不在的：对于每一个曾经听说过 Pompeii 和
Herculaneum[48] 的人来说，花园里花开花落是能够被看见的，天气的不可预测性是众所周知
的，火山爆发难以避免也是显而易见的，严重洪灾总会引起一系列的后果：大坝里的一个小
小的分支流了出来，就能淹没整个村子。人类在经历混乱之前早就遭遇了森林火灾。在每天
的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是复杂、混乱且不可预期的系统，而鲜有钟表式系统。
在原始的狩猎 - 采集社会，人类进化的环境也是如此吗？ 49 思考三个假想情景。想象
一下，一个原始部落生活在一个山谷中。在这里，特定的食物链已经形成了某种特殊的饮食
结构。一个新来的捕猎者可能打破这个山谷中的食物链，造成猎物数量急剧下降。这种现象
可以迅速出现，可能在这些捕猎者的有生之年发生。先前的经验可能对这种突变无能为力。
这个部落将作何反应呢？过去的经验可能表明了年复一年猎物数量呈现平缓、稳定的变化。
如果将这些经验用于新捕猎者引发的全新的环境中，则可能导致无效的决策：无视部落成员
的要求而使猎物数量下降，部落成员不得不吃树根充饥，干等好时代的来临。一个更具建设
性的意见则可能是发展新技能去捕捉其他猎物，或者干脆收拾细软离开山谷。此前部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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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过这样的决策。
尽管与人类寿命相比气候的变化通常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是是突然间发生的。“寒冷与
温暖、草原与森林、冰河期与融化期的突发交替，在人类后期一次又一次发生，每当发生，
改变会长达几十年到数百年。”[50] 同样，一个狩猎部落从一个气候带迁徙到另一个气候带也
许要历经十余年。在部落成员有生之年的记忆中，他们的部落可能经历雨旱两季型的气候
到气温四季分明型的气候的变化。然而，应对雨季的方法也许是临时搬到高原地带，应对
秋季的适当反应是储存足够的粮食过冬；而搬到高地过冬只能使冬天难过得多，并非明智
之举。
很多时候，一个狩猎部落中的孩子总是比一般人更容易生存，其结果可能导致前所未有
的人口大爆炸、团体资源紧缺和随之而来的资源划分等问题。部落后裔在包含其他潜在的竞
争团体的环境中生存，这也许是前所未有的环境。竞争可能引起战争，之后就和现在一样，
军事技术的发明又会创造出新的环境。[51] 第一个使用掩护技巧的狩猎部落必定迷惑了敌人，
我们怎能和无法匹敌的敌人对抗呢？
我们不知道这些假设是否如此准确，但它们很有可能是这样。与 20 世纪末那些主要出
于兴趣和好奇心而做研究的哲学倾向科学家不同，我举这些例子的目的不是说它们是在某些
特殊时刻或者特殊场合发生，而是去证实这样的观点——对于原始与古老的人类先祖来说，
环境的历史性和经验违反特征是生存的日常现实。经过几百万年的人类进化，物质、生物与
社会环境中的混乱一次又一次地改变了生存法则，如果没有这些混乱，那么也将会有别的混
乱。这是需要系统研究才能发现的物质系统的钟表特性。
我们遭遇了悖论：先前的经验是我们未来的唯一指引。我们没有其他期待。然而，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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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复杂而混乱的世界中，唯一不变的是变化。而且，变化是彻底的，变化的规则自身也在发
生变化。在这样的世界中，先前的经验在很多时候是一种误导，尽管它发生的环境或短时期
内与过去经验极为相似。在这样的世界中，除了使用经验归纳法，学习还需要认知能力。

1.3

深层学习
如果先前经验不能有效指导人们的行为，那么学习就不能只依靠或者主要依靠积累经

验、在学习中寻找规律以及用这些规律预测未来。为了能够成功应对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
需要超越先前经验的能力，除了早期经验预测给出的行动之外，还应思考在当下情形中其他
的行动方式。鉴于现实有混乱的特点，人类进化的方式主要依靠学习，而并非天生的行为，
这使人类进化出能够超越先前经验的认知机制。此为本书主题，因此，应对它进行标注，并
给出一个明确的解释：
深层学习假说：
人们基础行为的改变（从先天结构到对知识、技能的获取）过程中，人类进化
出了认知过程和机制，这使他们能抑制经验并超越经验给出的动作指令。
深层学习假说并不否认认知机制在经验的基础上起作用。归纳学习在严格的条件下才
有用，人们可以明显支配如下过程：将情景信息编码到记忆中、归纳推理、形成预期和计划
等，这在认知心理学书本中有所介绍。这些过程引发的学习产生了与原有知识一致的新知
识。借用一个有用的逻辑术语，我将这类添加性的知识增长称为单调性学习。[52]
深层学习假说认为单调性学习最多是学习的一半。另一半则是如何放弃、否决、拒绝或
者抑制一些知识，这些知识我们先前已经接受了，并认为它们能够有效预测不断变化实际上
却无法预知的环境。我们也因此间接创造了一个心理空间，去接纳变化甚至矛盾的概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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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想法和策略。完整的人类学习理论必须补充第二种非单调性的学习机制，这种学习机制
允许超越先前经验。
深层学习假说认为我们可以支配认知机制，超越过去经验的支配，但这并不是说我们
可以轻松为之。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在计划和超越过去经验之间找到平衡点——哲学家
Thomas S. Kuhn 称之为“基本张力”——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进化能让我们完美解决该平衡
问题。[53] 解释认知变化就是解释非单调变化的可能性和难度。
如果环境是变化的源头，且人们不得不去适应，那么这样的情形可以作为非单调性学习
的有趣例子，而人们也是变化的另一因素。大约 12 000 年之前，人类文明刚刚兴起，艺术、
商业、科学和技术发展惊人，这彰显了人类改变和创新的能力。人们创新有时是为了满足所
需，有时是因为他们设想事情应该是怎样，有时没有其他什么理由，仅仅就是想要改变。由
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团体引起的变化常常需要他人去适应。
适应环境强加的变化（通常认为是学习）和主动发起的变化（通常认为是创造）可能是
截然不同的两件事，而且大家也认可，但是，更深入的研究揭示了其内部的相似性。当人们
通过不同的表现引起变化时，他们内心的想法一定有所改变。西班牙画家毕加索改变了绘画
艺术——他画了《亚维农的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gnon），创立了立体主义绘画流派。[54]
为了创作《亚维农的少女》，毕加索必须有一个新的构想——绘画该是什么、能是什么，或
者该怎么完成、能怎么完成。我们不需要相信，在提笔作画前，毕加索就已经想好了整幅作
品；也不需要假定，在开始绘画之前，他就已经完全意识到自己会用新颖的方式画画了。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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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毕加索内心的想法一定有所改变，否则，该幅作品不会与以往的作品截然不同。
深层学习假说认为，个体为了适应环境所产生的认知变化和个体为了创新所产生的认知
变化终究是相同的过程。创造和学习从最开始就被剥离开来，它们的基本概念、研究方法和
专业术语都不尽相同，这不利于二者的发展。深层学习假说认为两种情况最终将归入同一理
论，这有利于两个领域的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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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学习假说属高阶原则，是关于认知变化的愿景。它本身不能用来解释任何行为和心
理现象，正如原子构成物质这一原则不能解释任何特殊的化学反应一样。本书的目的是将深
层学习假说细化到具体的理论，描述三种类型的认知变化——创造、调适和转变。三种理论
假设三种类型的变化有不同的认知机制，但是具有共同的核心，即认知的非单调性变化。
在正式开始之前，有必要预演一下相关的基本假设，回顾该理论成立的标准。解释认知
变化意味着什么？确切地说，解释每种类型的变化有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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