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导读］
近年来，生命科学的蓬勃发展，使得人类不仅能够更好地“认识生命”，甚至开始“设
计生命”，充当新时代的“造物主”；在“上帝已死”的时代，人类自身开始扮演起近乎“上
帝”的角色。本文在介绍生命科技前沿领域——合成生物学的基础上，指出合成生物学及其
技术确实能够揭示出生命的某些特质。但仅仅如此是不够的，微观的受控实验需要与宏观的
哲学认知互相结合、交互印证，才能逐步加深我们对生命的理解。

从“设计生命”到理解生命
——对生命科学的哲学阐释

金帆

2010年以来，人工智能和生命科技作为科技发展的两大前沿，呈现出蓬勃
发展的态势，并对人类生活发生着日益深入、广泛的影响。2010年，基因科学
家温特尔（John Craig Venter）带领他的团队在实验室合成了第一个人工合成
细胞，命名为“辛西娅”（Synthia），并称它是第一种“以计算器为父母的自
尽管人类认识
和操控世界（包括
人体自身）的能力
越来越强，但是，
人对生命的理解，
对人类大脑和意识
的了解，都远远跟
不上对生物细节知
识的了解和操纵。

我复制的生物”。今年，人类的创造物“阿尔法狗”以3:0大败柯洁，成为围棋
界的“上帝之手”。人类对世界的认知似乎开始逐渐摆脱肉体感官，进入精密
工具操作、介入和干预的阶段，人类自身似乎开始扮演近乎“上帝”的角色。尽
管人类认识和操控世界（包括人体自身）的能力越来越强，但是，人对生命的理
解，对人类大脑和意识的了解，都远远跟不上对生物细节知识的了解和操纵。
本文将简单介绍近几年新兴的合成生物学，并揭示它对如何理解生命有什
么意义。目前，合成生物学已经制造出一些控制生命的个别过程的生物组件，并
开始应用于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环保、医疗、食品制造等领域。也就是说，人
类“设计生命”的巨变正在发生，已在路上！我认为，在此过程中，生命科技的
研究者不能缺少宏观哲学思考，必须有意识地去认识“生命是什么”，才能使生
命科技更有效地造福于人类。
合成生物学与“设计生命”
经过多年的知识积累和技术准备，人类已经开始通过工程化的设计理念，
对生物体进行有目标的设计、改造乃至重新合成，从而创建赋予非自然功能的
“合成生命体”，这个领域被称为合成生物学，其通过基因回路的设计和植入可
实现对细胞行为的精确控制。
生命系统的基因回路是通过数十亿年演化形成的，但科学家可通过工程化
的逆向设计，如按照拼接逻辑电路的方法来设计基因回路，达到控制生命的目
的。比如，若我们想控制细胞内某个基因的表达出现周期性振荡，就可参考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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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新兴科技的发展，人类自身似乎开始扮演近乎“上帝”的角色

电路中经典振荡器的设计——将三个非门串起来，如果输入1，输出就变成0；
如果输入0，输出就变成1，通过将1由输出返回输入，使回路在0和1之间振荡。
UCLA生物学家就是利用同样的原理将三个由基因表达系统构成的非门进行串
联，从而实现了基因表达振荡器。[1]该基因振荡器可以调节细胞的自然发育节奏
及其内部运作过程。
换言之，目前合成生物学的研究步骤是先绘制出一幅理解生命现象的原理
图，再按照这幅图来对生命过程进行设计，设计出来的生物组件要完成设计目
标。本来，理解复杂的生命系统极其艰难，合成生物学和技术，可以通过对初级
基因片段的设计、拼接，并比较设计、拼接的结果和最初的预想，进而由点及面
地理解生命。这就为人类理解复杂的生命系统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合成生物学在21世纪快速发展。有一个组织，2003年麻省理工学院
（MIT）创办的国际遗传工程机器大赛（International Genetically Engineered

合成生物学和
技术，可以通过对
初级基因片段的设
计、拼接，并比较
设计、拼接的结果
和最初的预想，进
而由点及面地理解
生命。这就为人类
理解复杂的生命系
统提供了一个新思
路。

Machine Competition）简称iGEM，是合成生物学领域的一个半学术、半民
间的国际性学术竞赛合作的重要组织，目前有百多个、包括中国十几个高校
参与。iGEM每年举行大赛，参赛者是由本科生组成团队，参赛内容是把生
物零件（BioBrick），即把零件（Part）组装成装置（Device），再把装置
（Device）组成系统（System），实现基因组件的模块化，由此构建有特定功
能的人工生物模块、系统，实现对复杂生物系统的操纵和测量。iGEM另一个基
本理念是开源共享，所有参与团队都必需公开他们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可无偿享
用他人已研发出来的生物模块。由于有越来越多的基因片段的发现和共享，拼接
技术的应用门槛大大降低。另外，与以前拼接基因片段需花费高额费用，并且只
有在专业实验室才能完成相比；现在，费用在呈指数下降，本科生经培训就能
做。因此，在合成生物技术大为普及的情况下，如何拼装基因片段？如何设计生
物？更重要的是，如何实现基因拼接、生物设计的模块化？理念（idea）变得愈
发重要，它正在倒逼科学家们加深对生命的认识。
整体上看，合成生物学作为新兴科学技术，仍处于初级阶段。对合成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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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发展的最大限制仍然是人类对生命系统的理解。尽管科学家可以按照电路控制
对基因进行设计和调控，但任何生命都是一个多重控制调节回路的复杂系统，人
工设计的电路系统并不能整体上仿真这一系统。即使合成生物实现了对生命现象
的局部模拟，但这一设计是否最优，对生命整体会产生什么样的新问题，都是在
科研和开发中不得不考虑的。
概言之，合成生物学及其技术从生命最低层的局部现象入手，做可控实
验，并在应用中不断受到检验，能够反映出生命的某些特质。但仅仅如此是不够
的，微观的受控实验需要与我们对生命的宏观哲学认知互相结合、交互印证，才
能逐步加深我们对生命的理解。
生命系统是经
历了数十亿年演化
而形成的。即便科
学家可以弄清楚
每个蛋白的功能组
件，也可以弄清楚
每一个生命基因，
但对于它们如何组
成一个复杂的生命
系统，仍然是未知
的。

生命的衰老和死亡
生命系统是经历了数十亿年演化而形成的。即便科学家可以弄清楚每个蛋
白的功能组件，也可以弄清楚每一个生命基因，但对于它们如何组成一个复杂的
生命系统，仍然是未知的。生物学界讨论“生命是什么”时，常常会从一个重要
生命现象入手，这就是生命的衰老和死亡。从生命科学家角度看，进化论在今天
依然是理解生命起源和演化的重要理论。
首先有必要区分两种进化论。一种是源自于达尔文、成型于20世纪五六十
年代生物学家的研究生命科学的进化论，另一种是作为文化符号、意识形态的进
化论或社会达尔文主义。后一种进化论，其“和现代意识形态互相结合，不仅假
装解释了人类丰富的精神历史，还蛮横地无限肯定现在，并进一步限制了人类探
求更高人性可能的动力”。而作为科学理论的进化论虽然“有时过分宏观而使某

达尔文进化论在今天依然是理解生命起源和演化的重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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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细节显得模糊不清，但它还是为进化生物学搜集数据和阐释事实提供了相对完
整的概念框架。也许在某些方面对进化论过度使用违背了科学精神，但它毕竟是
我们在生物学中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2]
达尔文进化论包含两点核心内容：物竞天择（nature selection）和个体利
益（individual benefit），后者是前者的基础，也就是基于个体利益的自然选
择。进化论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后期，大量吸收了遗传学、特别是基因研究
成果，简化地说，在以下三个方面有了很大发展：（1）进化的基本单位不是
个体，而是种群基因库的变化；（2）种群间的隔离是物种形成和演化的必要条
件，因此，自然选择只是对亲缘内的选择（kin selection）；（3）个体基因的
突变可以为种群基因库带来具有多样性的遗传变异基因；在自然演化中，自然选
择逐步淘汰不能适应环境的基因类型，使种群基因库向增加对环境适应性的方向
演化。进化论已大大完善，但质疑者仍大有人在。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根据自
然选择推理，生命个体延续时间越长、个体获得利益越多，但为什么生物在数十
亿年的演化过程中，并没有演化出一个寿命无限的物种？如何理解衰老和死亡，
就成为解释生命本质的重要议题之一。
对这个问题，彼得·梅达瓦（Peter Brian Medawar）、威廉姆斯
（George Christopher Williams）和汉米尔顿（William Donald Hamilton）等
生物学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一种新假说，指出这是因为物种进化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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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能力在其性成熟并生完第一代之后便迅速下降。例如，假设有一种致死性的
遗传病，如果该病是在5岁或性成熟前发作，那么就不可能传给后代，自然选择
可以淘汰带有这种致病基因的个体。如果有的病在40岁或50岁以后高发，比如
糖尿病、冠心病一类老年病，发生在性成熟并完成生育之后，该基因就会遗传给
后代。也就是说，进化的选择力度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下降，令自然选择无法发展
出一套对抗衰亡的进化以消除人类这些老年病。
其实，生命衰亡涉及一个更普遍、万物皆有的现象——老化（aging），它
并非生命所特有，如电池、车轮、轴承都有老化的过程，其本质是功能退化。
这里的功能是指什么？数学上有一种说法，即一个函数的功能是一个映像，这个
映像与函数集合，二者互相独立，没有关系。但如果这一映像与函数集合互相关
联、产生了联系，它就是有功能的。可以推论说，功能起源于意向性。比如一堆
铁，我们可以将其制作成刀具、轴承，去实现铁的某项功能，这种功能和主体设
计的目标是互相耦合的。使用这一功能过程中，会受到两方面干扰，从而降低其
与主体的耦合度。一是外部环境随机、无差别的扰动，如自然风化引起的腐蚀；
二是主体的意向性操作，这是非随机的、定向的扰动。也就是说，只要使用它，
其功能必然退化，使用次数越多，功能退化得越快。
衰亡与老化具有某种同构性。但生物机体的功能退化与一般性的功能退化
不同之处是，非生物的功能退化可以藉由与外部环境隔离或者停止使用来阻止，
而生物机体的功能与主体的耦合关系是无法割裂的。以呼吸为例，生物组织细胞
必须仰赖线粒体进行呼吸以获得能量。呼吸是一个氧化反应过程，在呼吸的电子
传递过程中会有约有 2%～3%的氧气因不充分的还原过程变成具有高反应活性
的自由基（free radical）（充分的还原将氧气还原成无害的水分子）。正是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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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自由基会对生物体内的DNA构成损伤，引致衰亡。但人类或其他生物能
因此而不呼吸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功能修复可以减缓或者避免系统的老化或者与机体的衰亡，它包括两种方
式：一是无差别修复，即组织器官通过不断的细胞分裂并以指数增加的方式来稀
释老化细胞对器官组织的影响，可见这种修复并未真正修复退化的机体，而是以
新机体取代已退化的机体。对这种特殊修复方式，重要的是整个系统必须保持在
高速生长、发育的状态（如指数生长），只有这样才可将老化细胞或物质的比例
限制在一个很低的分数。[3]
其实这样的一种修复机制对任何一类组织系统乃至社会都是有效的，例如
社会经济、人口在高速增长时，随之出现的许多内部矛盾都将被指数增长所稀
释，在这样一段时间内社会这样的复杂系统可以保持在高效运行的状态，或者说
是年轻的状态，一旦增长放缓或者停滞，种种的矛盾就显现出来，随着矛盾的积
累必然降低系统运行的效率甚至导致严重的社会危机。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通过“以新替旧”来修复机体的机制，在理想状态下
似乎是永恒有效的。然而，资源空间是受限的，细胞分裂、数量增长的养料迟早
二战后的科技
革命已经带给了人
类社会近70年的
近指数增长，但当
这种增长不可避免
地减缓或停止时，
我们必将面对随之
而来的各种尖锐矛
盾。

会被消耗完，特别是指数级的增长正对应着指数级的资源消耗，在一定时间内，
细胞增长所需的资源就会被消耗殆尽，无差别修复的进程随之减缓并最后终止。
换言之，这种修复机制是不可持续的。
这一结论也能帮助我们理解当前全球现代性危机的起源：二战后的科技革
命已经带给了人类社会近70年的近指数增长，但当这种增长不可避免地减缓或
停止时，我们必将面对随之而来的各种尖锐矛盾。
与无差别修复对应的另一种修复机制是特异性修复。如现代医学的治疗，
它是针对功能退化的生理部位进行特定的修复。但如前所述，生命的存在可被归
为动力学的系统稳定性，一旦出现对特定生理部位的外来干涉，势必会产生某些
与生命系统不相耦合的要素，这些要素的累积反过来会导致特异性修复机制自身
的功能退化。例如，被称为抗癌的靶向药物在使用过程中，癌细胞会产生抗药
性，也就是这种特异性清除机制的退化。
类似的情况也经常出现在管理系统中，所有的公司和组织都会针对公司碰
到的问题，制定一些专门的规则去管理和约束员工，可以将这些规章看作对问题
的某种特异性修复机制。通常来说，这些制度在开始的时候都是有效的，但随着
时间推移，员工总会找到办法逃逸这种约束，这个时候公司就不得不再制定新的
规则。但是，新规则越来越多、越来越细，这本身就反映出特异性修复机制自身
的退化。
谷歌的未来科学家库茨魏尔（Raymond Kurzweil）认为，伴随大数据和精
准医疗的发展，2029年，人类将看到永生的可能性，2045年将实现永生。我认
为，这种智能治疗也是一种特异性修复机制，它也必然会有一个功能退化的过
程，生命的衰亡依旧是不可避免的。
总之，我们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理解生命的衰亡，（1）最基本的老化，即功
能退化，这是自然规律；（2）空间和资源的有限性，使得无差别修复无法永久
持续下去，受到遏止；（3）特异性修复机制的功能本身也会退化，使其最终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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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修复老化的机体。换言之，生命衰亡的本质是，在内外情境的变动下，生命系
统的稳定性遭到破坏。
如何理解生命的不朽
十分有意思的是，尽管每个生命都将面临衰老和死亡，但作为整体的生命
却可以是不朽的（这里的不朽是指在长达数十亿年的稳定性，严格来说，行星、
恒星乃至宇宙都有其寿命）。以微生物为例，现在可以看到35亿年前形成的化
石上就有细菌。换言之，细菌这种生命形式经过长时间的洗礼仍旧存活到了今
天。一直到21世纪初，基本上把细菌当作单细胞生物来研究。现在，研究细菌
的生存，已转向对细菌群体的研究。如个别细菌如何组成群体，其结为群体后反
过来对个体会发生什么影响？
细菌常常以细菌生物被膜（Bacterial biofilm，BF）的形式存在，细菌附着
到某一固体上，如石头、河床、船舷等表面，然后开始生长、分裂，逐渐形成一
个密集群体。细菌生物被膜作为集群存在的一种生命形式，是通过释放微小的信
号分子，来实现不同细菌之间的互相沟通，同时这些信号分子也会影响周边细菌

自近代以来，
全球化启动并一直
处于加速发展中，
世界文明的发展空
间日益均质化，多
元文明形态也逐渐
趋于一元。

的生理功能、行为以及基因表达。当作为集群的细菌生长到某一程度，就会释放
出一些单独的细菌，它们到达另一个表面、界面或固体上，开始新一轮的生命循
环周期。所谓细菌生命的不朽，与其集群或组织的存在形态紧密相关。由此就涉
及以下两方面议题：
第一，任何组织、包括细菌生物被膜在内，其内部必然存在分工，分工才
能实现功能的多样性。那么，这种多样性是如何产生的？组织是如何实现在结
构、功能上的区别以及它们之间的协调？研究个体与组织的关系，在近几年非常
热门，这些关系可以是竞争、合作，或者其他类型。仍以细菌为例，在平面培养
板上放入某一细菌的不同族群，它们之间会互相攻击，但最后没有明显的胜方，
维持了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相反，如果是放在混合均匀、
环境均一的烧瓶里，就无法维持生物的多样性。[4]
这给我们一个启发：多样性出现在一个各子系统已形成确定关系的系统
中，它们需要适度的空间隔离，在一个均质的环境下是不会出现多样性的。其
实，类似现象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也存在。从古文明到轴心文明时代，由于不同文
明在空间上的相互隔离，使得多元的文明形态相继形成。但自近代以来，全球化
启动并一直处于加速发展中，世界文明的发展空间日益均质化，多元文明形态也
逐渐趋于一元。在日趋均质的环境下，能否又如何保持多样性的存在及其系统要
素之间的动态平衡，这是人文学界和科学界共同面临的问题。
第二，组织内部个体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和合作关系，以维持生命演化过
程中的系统稳定性。生物是如何完成合作，以实现生命系统的动态平衡的呢？
合作有不同形式，其中，博弈论的“以牙还牙”（tit for tat）是化解囚徒困境
（Reiterated Prisoner's Dilemma）的有效策略。 其可分解为两个步骤：（1）
第一个回合选择合作；（2）下一回合是否合作要看上一回对方是否合作，若对
方上一回背叛，此回合我亦背叛；若对方上一回合合作，此回合继续合作。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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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论的“以牙还牙”（tit for tat），解释了生物合作是如何发生的

之，在博弈过程中，我们不一定要比对手做得更好，或是去探索对方的弱点，
而是怎么通过相互得益去诱发合作。这个策略最早是由数学家阿纳托·拉普伯特
（Anatol Rapoport）提出，后来在细菌研究中得到再一次证明。[5]
合作关系中还有另一种重要现象，即为什么组织内个体有时会做出“利他
性”的行为？表面上看，这与“个体利益”这一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是背道而
为什么组织内
个体有时会做出
“利他性”的行
为？表面上看，这
与“个体利益”这
一达尔文进化论的
核心是背道而驰
的。

驰的。这就需要引入20世纪50年代以来进化论新进展中的另一个重要概念——
亲缘选择（Kin selection）。此理论的代表人物英国生物学家汉密尔顿（W. D.
Hamilton）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公式：RB＞C ，其中，R是亲缘属性，两个生
物之间若无亲缘关系，则R为0，若完全同根同族，则R为1；B是个体生物在群
体中得到的利益，C是个体生物在利他行为中牺牲的利益，如果RB＞C，则亲
缘选择发生。这样的一个原理在蚂蚁、昆虫这个级别，已经被很多很漂亮的实验
证明了。但是在微生物领域，这个理论仍受到挑战。因为微生物里面有一个如何
完成亲缘识别的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综观生命的不同层次，虽然都能发现亲缘选择现象的存
在，但亲缘选择在生命演化过程中依旧是结构不稳定的，例如伪装成小老虎的小
猪可以骗过母虎而不受到攻击甚至得到母虎的喂养，可见欺骗和伪装的出现令亲
缘选择在演化过程中变得结构不稳定。此外，生物基因可能产生突变，如果这种
突变基因使生物只去享受公共产品（public goods），但却不从事生产，使之逐
渐壮大并在与其他基因的竞争中获胜，那么，也会导致合作的分崩离析。这也就
是所谓的“公地的悲剧”：虽然合作可以令群体受益，但是出现自私或者只考虑
自私利益的个体时将导致合作的崩塌，从这个层面来说，合作的出现是结构不稳
定的，其很容易被自私者所破坏。[6]
为什么合作在自私者面前如此“脆弱”，但自然界还是演化出了这种合作
模式呢？就这一问题，笔者团队做出了一些学术成果，解释了这个问题。我们发
现绿脓杆菌生产会分泌一种载铁小分子，其扮演公共产品的角色，可以帮助细菌
捕获环境中微量的铁元素，供体系内所有细菌使用。但这种分泌不是任意的，而

128

是受到环境因素直接调控，当周围环境变得恶劣时，如营养不足或者有抗生素存
在时，绿脓杆菌会自动关闭载铁小分子的分泌系统，将所生产的这种小分子保留
在自己体内私用，这些私有化的产品（private goods）可以极大地增加细菌个
体在恶劣环境中的生存能力。我们还发现，正是这样一种受环境调控的私有化机
制，保证了绿脓杆菌在有环境压力的情况下相对那些自私的细菌产生生存优势，
这种机制使得结构不稳定的合作变得结构稳定后不再受到自私者的破坏。
换言之，私有化和合作以及公有化看似是对立的，但其却可以保证公有化
以及合作在演化中保持结构稳定性。
在生命系统中，有一种极端的利他行为就是自杀。个体生命尤其是功能老
化或者功能受损的个体通过自杀可以减小对资源的消耗，自杀后释放出的物质可
供新的个体生长，这样可令群体受益。这样现象的存在是多细胞生命生存最基本
法则，其被称作细胞凋亡，也就是个体细胞程序化死亡的方式，这一自杀机制的
出现是演化的必然结果。但是自杀从演化上讲，也是结构不稳定的，如果因基因
突变，个体逃脱了自杀机制，那么这些突变细胞将不受限制的生长，其结果是完
全淘汰具有自杀机制的细胞，这种不受节制的生长最终也将导致整个多细胞系统
的瓦解。癌症的发生就是由这个原因导致的。
由此可见，个体的牺牲对于群体的利益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组织系统没

正是这样一种
受环境调控的私有
化机制，使得结构
不稳定的合作变得
结构稳定后不再受
到自私者的破坏。
私有化和合作以及
公有化看似是对立
的，但其却可以保
证公有化以及合作
在演化中保持结构
稳定性。

有那么紧密的微生物系统中，人们也发现当微生物形成生物被膜时，生物被膜内
的细菌在资源受限以及自身功能受损时也会开启自杀机制从而使种群受益。从这
一点来说，自然演化不但不能令生命个体朝着个体寿命增加的方向发展，而是会
令个体生命在性成熟后朝着自我毁灭的方向演化。
我们来设想这样一个情景：在史前出现过两个人类种群，一个种群的人类
基因中没有演化出“自杀”基因，其结果是该种群个体的平均寿命非常的长，人
口老龄化的现象很严重。而另一个种群中的人类演化出了“自杀”机制，这些基
因导致人们在过了生育年龄后迅速衰老、死亡，这样的结果是这个种群人口基数
较少，而且人口构成以年轻人为主。若碰到恶劣的自然环境，或者两个群体发生
战争，其结果必然是具有“自杀”基因的种群淘汰没有该基因的种群。
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生命的衰老有很多是通过主动的机制去完成的，随
着这些机制和基因被逐渐发现和阐明，必将令现在人类的平均寿命大幅度延长。
个体寿命的过度延长会导致系统的老化，并极大的增加环境负担，这也将是人类
社会在未来须面对的挑战之一。
由此，对这个生物被膜（biofilm）组织是什么，我们有一个猜想。观察生物
被膜的细菌合作、竞争、老化现象可以发现，最先分化出来的很多东西是它的循
环系统。这是因为循环系统需要高效运作，保障每一个单元都能享到养料。
思考微生物这样一个关系网络，有两个非常重要意义。一是有应用价值，
找到解决抗药性、耐药性途径；二是增进对生命和组织的理解。这一层面的
研究，涉及多细胞组织如何产生的，以及多细胞行为的内在组织规律。了解
这些规律，对我们理解其他形式组织的内部的竞争、合作、定位、分化，都
很有意义。
通过上述研究，我们可以在生命的不朽与死亡之间建立起联系，死亡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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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十二因缘说

种意义上不是一个自然现象，而是生命演化的产物，其是生命组织的更新机制。

在某种意义上
反映出不同层次生
命具有同构性，下
至微生物的亲缘选
择、组织多样化的
出现，上至人类社
会认同的生成、文
明多样性的起源，
都具有某种结构相
似性。

理解生命：宏观思考与微观研究
本文简述了笔者近几年做生命科学研究过程中，对生命现象的一些观察和
哲学思考。[7]合成生物学作为21世纪最新兴的合成生物学是集合了生物学、化
学、工程学、计算、生物信息等多学科的交叉科学，它采用工程化设计理念，对
生物体进行有目标的设计改造乃至重新合成，因此，合成生物学的研究探索及其
技术开发应用正在突飞猛进，不但将对人类面临的环境、资源、健康、安全等严
重问题提供革命性的解决方案，也对人类认识和揭示生命本质和探索生命活动规
律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所述内容可归为当前生物科学界的一个学科——微生物社会学的内
容，其中既包括分子生物学、生命科学，也有社会学、系统论的内容。这项研究
在某种意义上反映出不同层次生命具有同构性，下至微生物的亲缘选择、组织多
样化的出现，上至人类社会认同的生成、文明多样性的起源，都具有某种结构
相似性。更重要的是，在科学层面上，很多生命规律可以通过受控实验来进行直
接观测，但在研究人类社会运行的规律时，这却很难实现，唯一的方法是进行历
史研究，但史学家是无法进行受控实验的，也就很难确定某个“历史规律”的真
伪。但细胞层面存在诸多组织规律，这些规律可以指导所有组织内部的竞争、合
作、分化，甚至能折射出某些生命的本质问题。
此外，受控实验需要与我们对生命的宏观哲学认知互相结合、交互印证，
才能逐步加深我们对生命的理解。生命是一个循环，每个个体生命都会衰老、死
亡，死亡又意味着作为整体的生命系统的一次更新、再生。总的来说，我们可以
将生命定义如下：生命是在环境受到极大扰动、资源有限和所有组织功能必定退
化的情况下（这三者是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一个不朽的存在。生命起源至
今已有35亿年，尽管其形态不断发生变化，但作为整体的生命却一直延续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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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根据以上对生命的定义，人类还远远达不到“造物主”的水准，因为其所
“设计”的“生命”无法达至不朽。
衰老-死亡-重生构成一个不朽的循环，映射出了生命最本质的内容，它存
在于生命的各个层次，从微生物到人类社会，具有某种必然性。佛教有所谓十二
因缘说——从“无明”到“老死”的十二个环节，因果相随，三世相续而无间
断，使人流转于生死轮回。如果做出类比，生命亦是如此，环境的扰动、资源
的限制、功能的退化，都是生命所不可避免的，但它亦将在其中不断地衰亡-重
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生命的宏观哲学认知，也可以帮助理解现代人所面临
的种种价值、伦理危机，以及所谓轴心时代的终结，如果将“终极关怀”视作人
类生命演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许可以说，它在今日的衰亡，只是为了预备明
日的重生。
（作者单位：中国科技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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