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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inion观    察

机器人来了——第四次工业革命（上）
文 _John Baruch　翻译 _ 鲁雪娜

科技带来创新，科技改变世界。

早期人类对周围世界的认知形成了原始科技，原始科技带来的创新，导致了一万多

年前的农业革命和村镇的涌现。发端于 1600 年的科技革命奠定了当今世界的基础。现

在我们则身处更为剧烈的革命的边缘。

1600 年的时候中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1900 年的时候中国却被第一次工业革

命击垮，饱受欺凌。地球上没有哪个角落能免受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影响，它完全改变了

这个世界，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从根本上改变了那个时代几乎每个人的生活。我们如何才

能保证自己不被即将包围我们的革命所击败，又如何能保证所有人都能从中受益呢？

1600 年的中国繁荣富强，工业和贸易兴旺发达，能生产制造一切她想要的东西。

她的四周是苍茫无际的大海、白雪皑皑的山峰、广袤的沙漠和森林。那时的中国人认为

中国就是宇宙的中心和唯一重要的国家，大海和沙漠另一端的国度渺小不堪，乃是蛮夷

之地。可是到了 1900 年中国却被列强占领和奴役，它们在中国大肆掠夺搜刮财富，同

时军阀割据，民不聊生。

很多人都听说过鸦片战争，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了解这些西方的鸦片贩子不择手段

地让尽可能多的中国人成为瘾君子，就是为了让自己在中国能为所欲为——一方面大发

毒品财，另一方面又不花一文地获取中国的茶叶和精致的瓷器。这些中国人眼中的蛮夷

究竟是如何完全赶超并击败了这样一个泱泱大国的呢？

欧洲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牢牢立足于对天堂的摧毁。它全然摧毁了人们心中旧有的对

天堂的信仰，其中包括上帝创造一切、上帝造人、上帝的安排不容置疑的教义。1572年，

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发现了一颗新的超新星，而且明确显示那

并非大气现象，而是存在于遥远的星系之中。这一发现打破了之前所宣称的“上帝创造

并决定这个一成不变的现有世界”的教义桎梏。第谷还发现彗星也并非来自地球。这些

新发现引发了新的革命性思潮，人们意识到原来可以研究探索这个由上帝创造的世界。

印刷术开拓了更多人对宗教教义的看法，带来了第一次宗教改革革命。在此以前，

圣经及其教义都被宣归为国王和王后所有。他们利用这些教义窃取教会的土地和财富，

其中最著名的是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后来的英国革命摧毁了国王的权力，新的地主阶

级宣称圣经（即上帝的话）及其教义归他们所有。随后又发生了 1786 年的美国独立革

命和 1789 年的法国革命。所有这些事件都震撼了世人，让他们意识到历史其实是由他

们自己而不是神、教会或国王创造的。世界从此不同。

“人们自己创造历史”的观点打开了科学之门。早期的科学家们，如牛顿和伽利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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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4 月 25 日无人驾驶汽车在迪拜中非

和北非运输暨展览会上试运行（RTA via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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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认为他们的工作是认知上帝的世界。而诞生于英格兰

的全世界第一个科学学会——皇家学会的目的就是探讨科

学及其发展。这些科学家和很多其他人都认为他们可以运

用自己的知识创造一个新世界，这也是第一次工业革命诞

生于英国的原因。

第一次工业革命首先改变了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

然后是欧洲和美国。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不仅制造所有的老

产品，还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新产品，建设工业和交通运输

基础设施，然后形成了一个消费型的社会。

第一次工业革命在各个领域都意味着质的飞跃。蒸汽、

钢铁、运河、铁路、农业、航海、工厂、作坊和枪炮，构

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新世界不仅使用蒸汽机抽取矿

坑中的水、带动工厂的机器运转、发动轮船和火车，还用

蒸汽机生产制造这些东西的钢铁。人们迁移到了城市，到

工厂里做工。新型农业提供了养活这些人的粮食，新的交

通运输系统确保饥荒成为过去。英格兰在航海时间精准性

上的进步让它成为海上霸主，建立起了大英帝国，打败了

包括法国在内的所有对手。

接下来的两次革命分别是 20 世纪上半叶的电气革命和

下半叶的计算机革命。但它们都是量变，也就是让所有事

物提速，更快更好地制造产品。

现在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无人能置身事外，所有的事

物将再一次出现质变。

对大多数人而言最重要的改变是无人驾驶车的出现。

上车后你只需告诉车辆要去哪儿，例如跟它说“带我回家”，

或在卫星导航中输入要去的地址就可以了。汽车会自己驾

驶，而你在行驶途中可以轻松上网、看电影或看书，无需

操心驾驶。它将革命性地改变老、幼、残疾人的出行交通。

那个时候人们还会买车吗，还是采取“优步”的模式？如

果买车的话，人们在家或上班的时候是把车留在车库里，

还是让它在街上像优步车那样载客为车主挣钱呢？这些听

起来好像不可思议，可是会不会真的发生呢？

互联网巨头们认为人们开车出行的时间应该用来上网，

从而增加谷歌和百度出售的广告时段的价值。因此这些网

络公司不惜重金开发无人驾驶汽车。这一技术将为我们带

来无人驾驶公交车、卡车、火车和飞机。对那些住在农村

买不起车的人，无人驾驶公交车将大大降低出行的成本，

为他们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无人驾驶卡车也会极

大地减少货物的运输成本，而且大型采矿业已经在使用这

样的卡车了。

机器人将占据我们的医疗和银行业。越来越多的医生

将被由护士操作的机器人所取代，确保你提供给机器人的

数据能准确地说明你的症状。机器人将在网络上搜索所有

和你类似的病例、分别接受了什么治疗、疗效如何。机器

人会将你的个人数据和之前其他与你症状相同的病人的数

据进行比较，然后在这个比任何人类医生都要广泛得多的

知识基础上建议治疗方案。医院里的手术也会越来越多地

由机器人来完成，因为它们不会犯错，而且可以装备 6 只

手臂操控最精细的器械缝合神经和微细血管。手术的时候

依然需要麻醉师和护士，再加上 1 个人控制机器人就可以

了。所以很多外科手术医生到时候恐怕要另谋高就了。

机器人银行家将取代人类——如果尚未发生的话——

在比人类银行家广泛得多的知识基础上为公司和个人提供

银行业务的建议。在投资和股市博弈方面，挣钱的也会是

电脑，越来越多的人类投资者将会成为输家。机器人时代

已呼之欲出，威胁到工商业每个领域的工作，给发达国家

带来前所未有且日益严峻的失业难题。尽管不同的国家尝

试以不同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大部分国家都认识到

实践科学将在其中起到特殊的作用——培养科技创新的技

能和创造力。

据称，天文学是唯一可以通过机器人实现的实践科学，

因此它的作用十分重要。机器人实践物理和化学要求大型

复杂的机器人实验室，但是天文学只需要有 1 台机器人望

远镜就可以了，整个实验室每天晚上都在我们的头顶运转。

天文实践科学超越了按照指示说明的动手体验，它让人们

获得创新和创造必需的技能、知识和理解。实践科学的重

点是寻找解释，探索验证解释的方式，以及挑战学生找到

更好的验证方法，同时为培养出具有创新和创意能力的劳

动力和建设富裕多元化的社会奠定基础。

得名于德国的“工业 4.0”科技革命将建立起一个基

于机器人、人工智能和互联网的全新世界，引发社会巨变。

汽车、火车、卡车、轮船和飞机都将无人驾驶，医生看病

和做手术也将越来越多地使用机器人，机器人银行家们在

做投资和博弈时将以微秒为单位。机器人还将以全球为规

模制造生活中衣食住行的各种必需品，例如洗衣机、冰箱、

汽车、卡车、智能电话、鞋子、食物等。这些将是打造一

个最低成本的消费型社会的基础。

这些巨大的变革将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城市会越来

越重要，因为创新和科技中心将把大量技能各异的人们聚

集到一起，合作开发创造新的科技、建筑或艺术作品。拥

有一流的交通系统，能在 1 小时内将人们汇聚到一起的大

城市将是这种新型社会的动力所在。能形成自己的时尚、

饮食、建筑和设计，才有实力在世界舞台上一决高下。

听起来令人激动不已，事实也的确如此，但是存在一

个问题。

下期的文章就将分析新科技需要人们具有怎样全然不

同的技能。今天的教育面向今天的世界，而我们的挑战是

如何教育年轻一代为将来作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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