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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复杂世界的“野外生物学家”
■ 潘启雯

我们进入了“纠缠时代”

莱特兄弟于 1903年制造的飞机可以说是
“简约主义”的杰作，只有很少的几个部件，载
人后总重量仅为 340 千克；而今天，制造一架
波音 747-400飞机需要用掉 67000千克铝材、

600万个独立部件和 275千米管线。

这是个普遍现象， 在过去的 200年里，人
们制造出来的机器所包含的零件数量一直在
大幅增加。衡量软件复杂性的常用指标之一是
程序代码的行数。据估计，微软操作系统的源
代码行数近 10年增长了 10倍。Photoshop的源
代码行数在过去 20年里爆炸式增长， 几乎是
1990年的 40倍。在电话通信系统中，类似的情
况同样存在， 随之而来的还有巨大的复杂性。

20世纪 20年代， 美国的电话通信系统已经拥
有了大约 480万千米的收费线路和大约 1700

万部电话。要知道，就当时而言，电话才刚刚问
世几十年；而时至今日，相关的技术生态系统
已遍布全美。

计算机科学家丹尼尔·希利斯认为， 我们
的世界已经从“启蒙”转向了“纠缠”，至少技术
领域肯定如此：“技术已经变得如此复杂，以致
我们无法完全理解它， 也无法完全控制它。我
们已经进入了‘纠缠时代’……每个专家都只
了解难题的片段，却无法把握难题的整体。”

复杂性科学研究专家、哈佛大学医学院研
究员塞缪尔·阿贝斯曼在他撰写的 《为什么需
要生物学思维》一书中指出，在“纠缠时代”中，

我们会因为两种相互关联的原因失去控制
权：第一种，无法完全把握庞大而复杂的系统
结构和动态， 即无法把握系统的不同部分以
整体的形式相互作用；第二种，无法获取足够
多必需的、 用以理解这些系统运行方式的专
业知识。

水中的浮标和岸上的浮标

为了更好地理解复杂性， 阿贝斯曼通过
“水中的浮标和岸上的浮标”进行对比，做了形
象而又通俗的解读。

有许多水上浮标被绑在一起， 漂浮在水
面。当一艘船经过时，其尾流会形成一个个小
波浪，从而使浮标一个个动起来。但是，每个
浮标都无法单独“行动”。因为每一个浮标都
通过绳索连接着不同重量和大小的其他浮
标，所以任何一个浮标的行动，都会带动其他
浮标产生相应的行动。 这些行动还可能会引
发意想不到的反馈过程，也就是说，浮标的行
动会间接地影响到自身。 于是， 船的简单尾
流， 在这个复杂的浮标网络中引发了大量级
联式的行动。如果船以其他方式驶过，比如以
另一种速度或角度驶过，那么浮标的行动可能
会完全不同。

当人们把浮标从水中捞出来， 扔在码头
上，它们可能被排列得非常巧妙，但无论被排
列成什么样，这里也不会有趣事发生。因为在
这个精巧的网络中不存在级联效应，也不存在
反馈过程。说到底，只不过是一堆可以漂浮的
东西被放在了码头上。

任何一个系统， 要想成为一个复杂的系
统，仅仅包含很多组成部分是不够的，各部分
之间还必须相互关联，并在“嘈杂的舞蹈”中相
互作用才行。如果将技术定义为人类为特定目
的而设计和构建的各种类型的系统，那么就不
难注意到，当今最先进的技术几乎都是复杂的
系统：动态、功能复杂、规模庞大，而且拥有近
乎有机生命体般的复杂性。这些复杂的系统遍
布我们周围，从汽车软件到电脑设备，再到城
市基础设施。

吸积和交互让系统更复杂

阿贝斯曼研究发现，各种技术系统皆会随
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复杂，究其原因，是系
统内部存在着双重力量：吸积和交互。也就是
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系统的组成部分越来越
多，同时组成部分之间的关联也越来越多。

长久以来，许多大型系统的基础都是较小
和较陈旧的系统。只要这些系统能够继续平稳
地运行下去，就不会有人在意那些旧东西上面
到底堆了多少新东西，系统中到底累积了多少
次第加入的片段。美国的航天飞机在执行最后
一次航天任务时，所用的平台是由 5台 IBM计
算机组成的，其计算能力甚至还比不上今天的
一部普通智能手机。然而，这些软件和技术仍
然在使用着。

“每次加一点，每次加一点，最后就有了一
大堆。”每一个独立设计，无论是为了修复，还是
用来提供新功能， 看上去都不过是一次独立的
选择，而且都很合理：要么解决了问题，要么为
用户创造了新的令人兴奋的功能。然而，日积月
累下，它们终会变成“一大堆”。从交通运输业到
能源业， 再到农业， 我们都可以从中清楚地看
到，但凡是大型的技术系统，就定会发生这种情
况。例如，在城市的排水系统中，既有服役超过
百年的旧管道，也有刚刚埋设好的新管道。

不仅软件代码本身在不断吸积，每个组成
部分也在越来越频繁地与其他组成部分进行交
互。与存在于“真空”中的全新项目有所不同，任
何一个计算机程序都是一个大规模的互联系
统：不仅会作用于自身，还会与其他程序相互作
用。我们在旧代码中一次又一次地加入新代码，

并以出其不意的新方式去使用它们， 以此将各
个层次拼接在一起。但是，当我们创造的“一大
堆”引发意外状况时，我们就会遭遇“雪崩”，因
为“一大堆”不仅变得更大，而且变得更难琢磨。

波音 737MAX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在人们构建的其他类型的技术系统中，互联
性同样在不断升级。例如，在法律体系中，由于每
项新的法律法规都与以前的法律法规相互关联，

因此我们很难预测单项法律条文的效果。一些公
共项目需要 10 年左右的时间才会获得批准，因
为相关的规则和流程冗长繁多。这种情况在很多
时候甚至是致命的，比如，老化腐朽的基础设施
如果未能得到及时修理，就有可能夺走许多人的
生命。每一条法律法规都是合理的，但当它们被
放到一起时，就有可能会因为相互作用而变得异
常“软弱”，甚至可能以令人惊讶和意想不到的方
式产生冲突。

人们不仅越来越多地将某项技术的各个组成
部分关联起来， 而且还越来越多地将不同的软件
和技术关联起来。后者是一种高阶互联模式，也就
是互操作性。我们现在不仅建成了互联网络，比如
由不同计算机和设备组成的互联网， 而且还建成
了拥有众多子系统的大型互联系统。 子系统中很
小的一个事故，可能就会引发大面积的瘫痪。

生物学思维和物理学思维

在自然界中，通过研究生物进化中的错误和
故障，譬如突变和疾病，人们才有可能了解生命
系统的奥秘。 例如基因复制过程中出现的错误，

从染色体中的大型畸变，到脱氧核糖核酸中不正
确的代码复制，以及它们所导致的、可见的差异
或缺陷，都是我们了解基因功能的突破口。

对于技术系统， 我们也需要采用同样的方
法。我们可以将系统及其各部分的多样性记录下
来，并加以分类。即使无法完全理解整个系统，我
们也可以通过考察异常情况和分析故障等方式，

获得卓越的见识。

17世纪中叶， 一位名叫纳撒内尔·费尔法克
斯的英国医生在科学杂志《哲学学报》上连续发表
了几篇论文，报告他观察到的一些有趣现象，但他
没能从这些观察结果和事实中总结出某种理论。

同一时期，年轻的牛顿正在思考物体如何移
动，以及光线如何传播。与费尔法克斯一样，牛顿
对观察所得的材料进行了分类和编目； 不同的
是， 牛顿还总结出了一套支配物理世界的定律，

并用数学公式将它们描述了出来。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牛顿和费尔法克斯在
同一时期、同一个国度所进行的不同研究，代表
了两种理解宇宙复杂性的方法：牛顿试图将观察
到的所有不同事物都统一起来，也就是通过一组
优雅的解释来简化世界的多变性和多样性，通常
是几个公式或定律；费尔法克斯则放弃了对理论
优雅性的追求， 转而拥抱了多样性和复杂性，即
使世界在一定程度上是混乱的， 他也愿意接受，

并为“又了解到新的细节”而欢欣鼓舞，哪怕这些
细节很难立即被融入某个单一的理论框架中。我
们可以把这两种方法分别称为物理学思维和生
物学思维。生物学思维和物理学思维都是在探求
具有普遍性的、有预测能力的理论。但是，这两种
思维方式的推进方向是不同的，这种不同主要反
映在它们对抽象化的相对容忍度上，而相对容忍
度又取决于所研究系统的特性和复杂性。

从下面这个古老的科学笑话中，我们可以清
楚地看出这种区别。一位奶农为了提高产奶量雇
用了两个顾问，一位是生物学家，另一位是物理
学家。 生物学家考察一周后提交了一份长达 300

多页的报告， 写明了每头奶牛的产奶量具体取决
于哪些因素，他向奶农保证，只要严格按照他的建
议执行，奶牛的平均产奶量可增加 3%至 5%。物理
学家只考察了 3个小时就回来了， 宣称自己已经
找到了一个能够适用所有奶牛的高效解决方案，

并且可以将产奶量提高 50%以上。 他的方案是，

“首先，假设你有一头身体为球形的奶牛……”

抽象化方法当然是有用的，但我们不能做出
存在“球形奶牛”这种假设。当你把生物学层面上
的细节都抽象掉之后， 你不仅会丢失大量信息，

而且最终还会对某些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边界情
况，感到束手无策。从这个意义上说，生物学思维
和物理学思维是解释世界的两种不同方法，适用

于不同的系统，而且通常是互补的。

充分考虑它们的进化轨迹

技术系统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我们对它们的
理解也走向了两个极端：要么，只能得到关于系统
运行的一般性概念，但对其内部细节印象模糊，甚
至一无所知；要么，对系统的若干组成部分有零碎
的了解， 但并不知道这些组成部分是如何融合在
一起的，也不知道该对系统行为作何预期。前者
趋于物理学思维，后者则趋于生物学思维。

面对越来越强的复杂性，许多人选择通过物
理学方法，抽象掉细节来获得对系统的一般性认
知。例如，在考察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比如一家
大公司或一个城市时， 如果用物理学思维来解
释， 那么我们所采取的方法可能是将它的其
中一个属性绘制成图表，然后看图表能否很好
地拟合为一条特定的数学曲线。这种方法能让
我们清楚地看到系统内部所发生的事情，至少
可以提供相关的线索。但是，这个系统及其行
为之所以能很好地与某条曲线相拟合，原因可
能有很多。在这种情况下，你得到的只会是更
多的问题，而不是答案。理解复杂系统通常不
适合采用直接的、大规模的抽象化方法，因为
这些系统实在太混乱、太庞杂了。

因此，注重细节、强调多样性的生物学思维，

为理解杂乱的进化系统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
视角。只有通过大量的刺激和检验，复杂的进化
系统才有可能被理解。因此，生物学家，特别是野
外生物学家， 在研究生命体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时，都必定会考虑它们的进化轨迹。这种方法特
别适合用来理解技术系统。 野外生物学家经常
要扮演博物学家的角色， 非常注意收集和记录
在各地发现的各种事物，并加以分类和编目。除
此之外，在面对一个极其复杂的生态系统时，野
外生物学家也不会即刻就想要彻底理解它。他
们很清楚，一次只能研究这个系统的一小部分，

而且即使是针对某一部分的研究， 也未必会完
美无缺。例如，他们只研究少数物种之间的相互
作用， 鲜少会去考察某个地区的完整的物种网
络。野外生物学家对自己的判断非常坚定，而且
明白， 在任何时刻都只能观察周遭复杂情况的
一个片段。

与此类似， 在面对一团乱麻般的技术系统，

譬如一个软件、某个国家的法律体系，或是整个
互联网时，如果我们硬要将物理学思维中的优雅
和简洁附加在其整体性之上，那么我们就不可能
走太远。要想从真正意义上理解技术系统，并对
其行为做出有效的预测，我们就需要成为技术领
域的“野外生物学家”。

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在思考一个系统的
不同交互层级时，我们要记住，那些看上去毫不
起眼的底层细节有可能会升至顶层， 从而变得
对整个系统至关重要。我们需要技术领域的“野
外生物学家”，需要他们来对复杂系统的细节和
各个组成部分及其失败和错误进行编目和研
究。这种生物学思维不仅可以带来新的思想，而
且完全有可能成为我们探索互联性越来越强，

而可理解性越来越弱的技术世界的主要路径。

智慧始于认识论中的谦虚。 在面对复杂的技
术系统时，谦卑和包容是非常值得尊重的选择。研
究生命基因组的科学家就是这方面的典范。 在基
因组中充斥着无数无“目的”的片段，它们是在奇
异的吸积过程中形成的。 在技术系统中也有类似
的过程和片段，科学家认为这是“光荣的混乱”。

用“光荣”来形容“混乱”，是生物学思维，满
含谦卑与钦佩。技术系统是混乱的，是永远无法
被完全理解的，我们只有在充分认识到“系统总
会变得复杂”的时候，才能更好地构建系统，才能
在复杂系统出现各种情况时，不至于被它们“反
咬一口”。

作者说

用闲美风物“九说”中国“九说中国”系列是上海文艺出版社与出
版人孙晶共同策划的一套大型中国传统文化
普及丛书。丛书将有多辑，每辑推出九册单行
本，每册单行本选择最能代表中国气质、中国
气象、中国气派的人物、事物、景物、风物、器物
下笔，勾勒中华民族的伟大文化传统和灿烂文
明。

每一单行本，又针对言说对象，选取九件
具体有形之物或九个阐释性维度， 作为切入
口，深入挖掘和探讨言说对象所蕴含的中国元
素、中国精神、中国气质和中国意志。

以下是第一辑作者针对自己所著单行本
的“言说”。

《九个汉字里的中国》，郭永秉
要在几万个汉字中间，选择九个字来进行

说解， 阐发这九个汉字中间所反映出来的中
国，是很费斟酌、不能讨巧的。明知其不可为而
为之，正是因为汉字重要。中国的一些根本性
的思想、理念、原则，可以从汉字及汉字所记录
的先秦文献中窥见源头。

《玉石里的中国》，叶舒宪
这部小书分为九章，旨在通过对玉石这

一贯穿华夏文明历史的物质符号的解说
梳理， 凸显中华文明在时空尺度上的幅
员辽阔与悠久绵延， 结合考古新发现的
生动案例，应用物质文化研究的新成果，

与时俱进地更新我们对中国的整体性认
知，尽力向读者呈现“以往所未知的中国故
事”。

《发明里的中国》，江晓原
从中国古代的技术成就出发，尝试思考

这些技术成就背后的理论支撑是什么，不失
为一个富有启发意义的问题。本书通过论述
九项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别重要的技术成就，

或者说九项发明，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具
有非常强大的创新基因。

《节日里的中国》，仲富兰
中国传统节日作为一种行为层面的传统

文化，是中华民族文明的精华之一，在长期的
流传过程中，通过对天人、群己、义利等关系的
约定，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内涵，体现了强
大的文化凝聚力与生命力。

《寓言里的中国》，夏德元
中国古代寓言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散见

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典籍之中。中国寓言多
以人事为主角。 这是因为在寓言兴盛时期的
中国哲人们， 已经形成了有别于古希腊哲人
关注思考人与物的关系、 印度哲人专注人与
神的关系的思想主题———人与人的关系。这
样的思想传统肯定不是在短时间内突然出
现， 而是经过了远远超过文字可考历史的漫
长的积淀过程。

《民间传说里的中国》，段怀清
在汉语文学史上，口传文学是一条源远流

长的浩荡长河，它足以与人们所熟悉、所熟读
并精研的文人文学或精英文学或高雅文学并
峙而立。从这条文学长河中，我们可以读出并
感受到劳动人民、民间社会、世俗生活以及日
常现实的方方面面，同时也能够不乏温馨地体
验感受到来自这一文学长河的对于人性、人际
关系以及社会、世界、宇宙充满浪漫与好奇的
想象。

《九首古诗里的中国》，胡晓明
这本《九首古诗里的中国》，始于先秦时代

的《诗经·君子于役》，终于清代龚自珍的《己亥
杂诗·九州生气恃风雷》。 两千多年的诗史，只
以九首诗来加以表达， 分明不免挂漏之讥。然
而坊间的中国诗歌选、中国诗史之类的读物实

在是太多了，要想对中国古诗作系统、深入、全
面的了解，不是这本书的任务。本书的特色正
在于，以诗史上最精粹、最重要的作品，同时也
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可不知道的作品，来表达
数千年来中国诗里头的文化精神。

《道观可道的中国》，张晓红
道教作为中国原生的宗教形态，尽管在其

发展过程中也充分汲取其他宗教，尤其是佛教
的理论与概念，但毕竟它是生发于中国文化之
中。就在道教修真悟性、追求长生成仙的宗教
表象下，隐约透露出中国文化的一些特质。

《寺院映现的中国》，张伟然
进入 21世纪， 佛教地理的研究视角出现

一个重要转换， 那就是抛开佛教内部的视角，

而从外部如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生态学的
视角看。宋元以后，佛教与中国人、与中国这片
土地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停滞，它对于中国社会
一直在起作用。既然如此，这一时段的佛教地
理同样值得研究。

人类的技术，从网站到交易系统，从城市基础设施到科学模型，甚至是为大型企业提供配套服务的供应链系统和物流系统，都已变得过于复杂且相互
交错。为什么复杂的技术系统越来越难以理解了呢？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复杂的世界？

生物学思维和物理学思维是理解世界的两种方式，而复杂的技术系统更接近生物学系统，因此用生物学思维理解技术系统是个不错的选择。这就是
《为什么需要生物学思维》一书表达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