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语言、学习和意识的若干问题

集智 AI小组绝望的笨蛋



集智 AI小组              

源起

在集智小组 6.19 日的由何永振主持的关于“记
忆的脑机制”的学习讨论活动中，当时放了一个
人关于超常记忆的短片，以及提到的在　神经科
学 -- 探索脑这本书的 P712 中关于 S 的超常记忆
例子
当时我和曹旭东从记忆本身的问题谈到关于语
言和视觉图像如何存储问题，顺带就提到了关于
我们日常交谈的问题。 Miner 提议专门主持一次
。

http://www.nordridesign.com/


集智 AI小组              

目  录

1 语言的行为机制
2 语言的大脑模型
3 关于语言本身
4 学习和记忆的相关理论
5 问题的根源—意识 

http://www.nordridesign.com/


集智 AI小组              

1 语言的行为模式

语言的行为模式是从上而下的
从阅读与听说、语言理解、语言表达三个方面的相
关的认知神经心理学、计算认知科学一些理论、模型
和假设，略有提及认识神经科学，该部分内容主要在
下一章
详细内容见 AI_5 语言 .mm

问题：
 从行为模式来看，大脑的整体行为机制？
 关于霍金斯的预测行为理论

http://www.nordridesig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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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语言的大脑模型

大脑皮层负责语言的两个主要区域
Broca 区和 Wernicke 区

http://www.nordridesign.com/


集智 AI小组              

2 语言的大脑模型

Broca 失语症
被称为 Broca 失语症的综合症有明显的语言表达困
难，而听理解和阅读理解却可以正常，因此也被称为
运行性失语或非流畅性失语 (P634 页 ) 和语法有关

Wernicke 失语症
又称感受性失语，位于 Wenicken 氏区和听觉联络
区，它与言语中枢联系中断后，阻碍了听觉性词“图
象”的激活而致。特点为患者听觉正常，但不能听懂
他人评议的意义，虽有说话能力，但词汇、语法错误
紊乱，常答非所问，讲话内容无法使人真正了解，但
常能正确模仿他人语言。 (P637) 和语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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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语言的大脑模型

脑的语言加工模型 Wernicke—Geschwind
该模型较简单，还存在很多问题 (P639)

http://www.nordridesig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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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复杂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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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的不对称性

大脑的左右半球是通过胼胝体进行连接的，通过手
术切断连接以后，发现了左右半脑的功能不对称性。
P643 、 P646 的实验都说明了这一点。
两侧半球都可以独立的工作，左半球具有语言优势

http://www.nordridesig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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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语言的大脑模型—脑的相关进化

Stephan 定义的尺寸对比指数
人大脑的进化发育中，新新皮层的进化最快，相反 ，
嗅球在退化，小脑、间脑、 纹状体进化也很快。

http://www.nordridesig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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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的髓鞘化发生图

控制诵读的神经通路，先由视觉视觉脑区
(17 、 18 、 19) 投射到 39 区 ( 角回 ) 。
下一步 Wernicke 脑区对读到的内容进行语义解释，
然后弓束体投射到 Broca 区再一步变换为运动发声

http://www.nordridesig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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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 的
Wernicke 区包括
39 40 21 22 的后
部及 37 的一部分，
广义的 Broca 区包
括 44 和 45 区
在黑猩猩脑区中，
至多只有 21 区和
22 区的后
部， Broca 区完全
不存在
由于 进化导致两
种以上感觉 会聚到
同一功能区如 39 区
，从而产生一致性信
号，进而导致事物 
的客观实体化

http://www.nordridesig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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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区和 40 区的神经
元是大脑皮层表面所有脑
区里面最晚髓鞘化的，其
部分神经细胞的成熟化要
到童年晚期以后才完成
39 和 40 区的发展速
度很快，以强有力的进化
“压力”将视觉脑区推向
脑后部
幼儿左半脑的语言脑区
受损以后，其右半脑的语
言功能会得以发育而取代
，随着年龄的增长，替代
能力不存在
语言脑区的进化在现代
人种进化差异之前，儿童
可以学会任何语言

http://www.nordridesig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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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语言的大脑模型—结论与问题

大脑皮层具有左右不对称性，脑的语言功能主
要在左半球，但右半球也具有补偿机制
大脑的语言区发育成熟最晚，髓鞘化最晚
从进化来看，人类大脑在初级感觉区和运动区
并不占优势，但额叶中关于情感，愿望、意图等
皮层具有优势
语言是人独有的功能
问题：

语言的独有性体现在何处？
 不通过发声器官，聋哑人和黑猩猩手语的区别所在
？
我们的陈述性记忆是语言化存储的吗？

http://www.nordridesig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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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语言本身

语言是什么
Harley 把语言定义为“一种能使我们进行交流的符
号和规则系统”，包括

Whorf 假说
语言决定或者影响思维，三个版本 决定：影响知觉
，影响记忆
不同语言的对人影响区别
 非律宾的 Hanuxoo 人对各种类型的稻米取了 92种不同的名字
 亚马逊丛林中的某种土著对于各种蘑菇有数十种不同的名称
 英语和汉语的语法特点
 左写型语言和右写型语言

http://www.nordridesig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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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四种层次

Karl Popper 提出的语言的四个层次 
语言的每个层次又为较低层次所渗透

功能 价值 说明

(4) 辨论性功能 正确性 /不正确性 批判，逻辑，高层
抽象

(3) 描述性功能 虚假 /真实 绝大部分的人际交
流

(2) 通报性功能 有效性 /无效性 发布与交流，恐吓
，鸟通知鸟群，狼
群

(1) 表情性功能 显现 /非显现 哭泣、欢笑

http://www.nordridesig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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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语言的习得

语言的最初发育是实
用性的，用原始母语支
配周围人，索要东西，
引发互动
婴儿在头一年中努力
的进行自我实现和自我
表达的过程，精神发育
和语言发育有着正反馈
的互动关系 
语言作为天赋习性和
对天赋的敏感性是有遗
传基因作为基础的

http://www.nordridesig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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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黑猩猩学语言

Garners夫妇教猩猩 Washoe 学习语言
 学习的过程中从完全的发育过程开始 的， Garners 将

Washoe当成自己的女儿进行教育，有自己的房间，玩具，
醒时总有人陪伴

 一岁半以内，猩猩对语言的学习能力超过人，两岁时候，人
类婴儿词汇量超过黑猩猩

 最终有 130个手语词汇，最多能用 4 个词
 不会使用语言的次序排列

结论
 黑猩猩能够学会使用代表事物和行动的各种手势
 黑猩猩能用手语这种符号体系作来工具，进行食物索要，表

达情感
 没有证据表明，能够使用手语做描述性语言
 聋哑儿童能够很容易学会手语进行描述性语言

http://www.nordridesign.com/


集智 AI小组              

问题

黑猩猩不把符号交流当成学习周围世界的手段
， (人类三岁的儿童已经能够很熟练使用 )，手
语对其只是一种适应性行为，只有在其它手段不
易达到其实用目的才使用

能在一定程度上基于语义使用语言，没有证据表明
能够有任务语法形式

人类原始的语言
从图腾，动物，植物
问题
黑猩猩有一定的自我意识，如镜子里的自我，但没
有语言上的自我，为什么不能学会 3 4层次的语言

http://www.nordridesig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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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习和记忆的理论一三世界理论

整个人成长和认知的过程依赖于语言，而明显看来，动物认知过程
受到其生物学限制的局限性，具有一定的行为意识，如黑猩猩搬箱子
取香蕉，人和动物的学习意识，区别在哪里？

http://www.nordridesig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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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心脑关系的一些观点

后三种理论都承认
有心智或者精神的存
在
物质世界 I是自主
或是封闭的，但关于
世界 II的边界没有定
论
在世界 I和世界 II
之间的交流可能是信
息流而不是 物质流，
即物质—能量世界不
是完全封闭的

http://www.nordridesig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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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脑交互使用论

二元心脑交互作用论的理论框架

http://www.nordridesig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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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 I 和 II 的交互假设 - - 量子微粒假设

前提：世界 II是和世界 I一样客观存在的 ,存
在场

 1 附着在突触前上的突触小泡可能被精神意志以和
量子概念场类似的方式挑选出来释放突触递质，这个
概率远小于 1
2  精神意志为某个突触小泡提供释放的 chance ，
由于每个皮层锥体细胞有 10 万个棘突触，所以 0.01
的概率也有 1000个激活
3  树突丛是单个精神事件交互作用的微观神经事件 
的皮层结构
 4  当感觉 输入导致 一个树突丛的许多突触前网格
强烈兴奋的时候，提高了与该树突丛相联的心元按量
子概念场选择突触 小泡释放递质的概率，这一成功被
心元所记存，并可将其经验属性传播到整个世界 II

http://www.nordridesign.com/


集智 AI小组              

人的心脑交互作用示意图

 自我意识的开端
机制和前面所提到的假设是一致的
来自对自我的认知 (8万年前，尼安德特人创始的葬礼的习俗 )

 自我的统一性
于生俱来的自我心智是连续统一的，不断的体验在神经回路不
断得到加强，从而固化在大脑皮层中形成记忆
高等动物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我意识，处于从感知意识到内省意
识 的过渡

http://www.nordridesign.com/


集智 AI小组              

社会性的人

世界 III是由人类的创造力建造起来的
人的成长是世界 II 和世界 III 的交互作用
遗传传递的是潜能，而成年人的行为取决于文化
 从基于基因库的生物进化到基于文化库的世界 III 的进化

问题：自我意识 ?

http://www.nordridesig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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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习和记忆的理论二 :  预测—记忆理论

一些核心的观点：
所有脑皮层的工作机制都是相似的，由基因决定的
幼儿时期，大脑皮层进行逐渐分化，大脑的区域是
根据传入的信息种类而发展专门的功能
所有进入大脑皮层的输入信息基本是相同的，都是
动作电位的传输，都是 6层大脑按相似的方式处理的

http://www.nordridesig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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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时间模式

大脑本身没有任何的感觉，由于本身没有感觉
器官， 其中的任何信息都是作为轴突上的空间 -
时间模式进入的。
感觉 功能 空间 时间

视觉 影像 影像在视网膜上的投
影

连续变化的图像持续
性

听觉 声音 不同音频引发耳蜗中
不同位置振动

音素的持续性

触觉 压力、温
度、痛

接触的空间感觉 触觉的持续性变化

知觉 自身的关
节和身体

身体的空间性 身体运动的连续变化

http://www.nordridesig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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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 - 预测理论的记忆机制

该理论的基本记忆机制，基于四个根本点

http://www.nordridesig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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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预测理论 

我们的大脑在日常生活中 (当不处在内省的时候 ) ，在
不断的利用记忆对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东西进
行预测。思维实验：“改变了的门”
视觉区对边缘、形状、物体和位置进行预测 
听觉区对音调、声音的来源以及声音的模式做出预测
体觉区则对触摸、质地、轮廓以及温度进行预测 
例如，打球，我们每次看到球，并不是从球的位置和速度以及自身
的位置和速度进行计算并调整自身的状态。而是根据任意时刻获得的
图像，从记忆中抽取相应的模式，进而直接控制身体

主体 行动

环境
变化感觉 

模式序列

http://www.nordridesig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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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例子是以低级的感觉信息为例的，其实
在人来说，我们能够对更加抽象的模式和更长的
时间模式做出判断。

如抽象概念的学习
智力测试本质上就是预测能力 的测试
科学本身就是一种预测练习， ( 不断的假想和实验，
改进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

智能是通过记忆能力和对周围环境的预
测能力来衡量的。

http://www.nordridesig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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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的角度

原始的爬行动物的“原始脑”“古脑”，这个
控制着前面提到的世界 II的外在感觉，产生如游
泳、奔跑、隐藏、狩猎、伏击等行为
哺乳动物开始有新新皮层，即给原始脑增加了
一个记忆系统，从而进行学习，具有预测机制
(如老鼠走迷宫 )
随着大脑皮层的不断进化，如前额叶主要区域
负责高级策划和思维，以及计划等

http://www.nordridesig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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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预测理论的大脑机理

V1 区的任一细胞都只针对视网膜一极小部分的视觉输
入做出反应，在从 V1 区到 IT区的过程中，从飞速 变化
的、具有空间特异性的、能识别特征的细胞，转变成不断
被触发、空间非特异性、能识别目标的细胞。

http://www.nordridesig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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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涉及所有感觉的皮层都存在着同样的前馈、
反馈过程。
联合区显示了多种感觉共同参与的预测，日常
生活中我们都存在着各种的体验

http://www.nordridesig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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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连续多模式序列的预测，多联合区的感受，将会出现
稳固的联接，出现“名字”，即大脑对于客体的实在化
多层级的模式将能够产生抽象概念，并存储在大脑皮层中

名字

http://www.nordridesig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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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皮层的传递机制

作者依据大脑皮层的 6 层结构提出了相应的传递机制
学习的两个基本要素就是形成对模式的分类和建立序列

形成序列的基本过程就是将属于同一个事物的模式归为一组，
如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提到的，关于遮挡运动车子的学习过程，
一旦建立了关于车子的时间和空间模式，将会产生预测

http://www.nordridesig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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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理论的问题，该理论只对发生在我们的意识
没有关注的模式下，例如骑自行车，一旦当我们
的注意力集中到某个动作时，这种预测模式序列
将被打破，没有就这个问题给出解答

http://www.nordridesig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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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问题的根源 - - 意识

自我意识的观点
埃克尔斯自我意识的上帝论
 彭罗斯的 CQG理论 

 非心脑二元论的观点
 霍金斯的心智观点
Eric 的观点

http://www.nordridesig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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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认知心理学
神经科学—探索脑
脑的进化—自我意识的创生
人工智能的未来
皇帝新脑
追寻记忆的痕迹
发生认识论
原始思维
野性的思维
认知神经语言学视野下的句子理解

http://www.nordridesign.com/


集智 AI小组

谢谢大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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