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记者 彭茜 张忠霞

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
士蒲慕明将脑科学和类脑智能研究称为“兵家
必争之地”。 近日，来自多国的60多名神经科学
家齐聚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讨论开展脑
科学的全球合作，力图推动“国际大脑空间站”
的建设。今年10月，还将在联合国举行国际脑科
学大会。

欧美已在这一领域率先“发兵”，将脑研究
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2013年，欧盟启动10亿
欧元的“人脑计划”；同年，美国也新增了45亿美
元的“脑计划”。

“在重要的基础和应用前沿领域，中国必须
占有一席之地，” 蒲慕明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
如果“中国脑计划”于今年年内启动，将推动中
国脑科学和类脑智能研究驶入“快车道”。

68岁的蒲慕明是中科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
所所长， 还曾多年担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
克利分校杰出讲座教授和神经生物学部主任。
身处中美两国学术前沿， 他清晰感受到各国政
府和学界在脑科学和类脑智能领域的竞赛。

从各国已启动的脑计划来看： 美国侧重于
研发新型脑研究技术； 欧盟主攻以超级计算机
技术来模拟脑功能；日本于2014年出台的“脑计
划”，则聚焦以狨猴为模型研究各种脑功能和脑
疾病的机理。

兵贵神速。在欧美脑计划启动后的两年间，
中国科技部密集举办了十余次专家研讨会，达
成的基本共识是， 我国亟须启动一项国家级脑
计划。“脑科学和类脑研究”也被列入“十三五”
规划纲要中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和工程项目。
蒲慕明说， 由中国科技部和国家自然基金委牵
头的中国脑科学计划，有望于今年年内启动。

蒲慕明认为，与欧美、日本的“脑计划”相
比，中国“脑计划”更为全面，直接反映了上述三
方面的战略布局。

蒲慕明预计，未来一二十年内，对小鼠神经
网络的研究将大致完成。其后，以非人灵长类动
物为模型研究人类高等认知功能，如思考、自我
意识、共情以及语言等，这是中国必须抓住的机
会。“我认为，中国脑计划如果能重视非人灵长
类（尤其是猕猴）的研究领域，将能保证未来数
十年后我国脑科学在国际上占领先地位，”蒲慕
明说。

对于即将出台的“中国脑计划”来说，更大
的挑战是能否以革新性的机制来统筹各方资
源，使“单兵作战”转向“强强联合”，确保目标最
终达成。 （据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

责任编辑 周倜 李特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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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专家们认为， 各大国竞相投入脑科学研
究意义深远。这不仅关乎人类的健康和福祉，
也关乎未来的生产力，有望深刻改变社会。

大脑仍是人类认知的“黑洞”

为什么是大脑？“我们无法忍受人类仍旧
对大脑如何工作知之甚少”。 20多年前，DNA
（脱氧核糖核酸）双螺旋结构发现者之一弗朗
西斯·克里克就如此抱怨。

然而时至今日， 大脑仍然是人类认知的
“黑洞”。

美国总统奥巴马对此说：“作为人类，我
们能够确认数光年外的星系， 我们能研究比
原子还小的粒子， 但我们仍无法揭示两耳间
三磅重的物质（指大脑）的奥秘。 ”

“两耳间三磅重的物质”也被戏称为“三
磅的宇宙”，难以琢磨又令人神往。 中科院外
籍院士蒲慕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人类大脑
有1000亿个神经细胞，彼此之间由大量的神
经纤维连接成极为复杂的神经网络。 目前脑
科学最有待突破的就是理解人脑高级认知功
能的神经网路基础。

“我们对大脑的了解还仅是沧海一粟”，
英国帝国理工大学外科手术机器人研究员刘
芳德认为，大国掀起的“脑科学热”很可能成
为另一个“人类基因组计划”。

蒲慕明也表示， 脑科学是人类理解自然
界现象和人类本身的“最终疆域”，是本世纪
最重要的前沿科学之一。科学界甚至认为，把
研究人脑的神经科学称为“人类科学最后的
前沿”也毫不为过。

“中国脑计划”即将上线

对于脑科学领域，2013年无疑是个重要
年份。这一年年初，欧盟率先宣布，“人脑工程”
为欧盟未来10年的“新兴旗舰技术项目”，获
得10亿欧元科研经费。 当年4月，美国政府公
布“脑计划”，启动资金逾1亿美元，后经调整，
在未来12年间预计总共将投入45亿美元。

日本对脑科学研究也兴趣浓厚。 紧随欧
美，日本2014年正式发起“大脑研究计划”，
由理化学研究所主导，试图从狨猴大脑入手，
来加快人类大脑研究。

中国也在积极酝酿后迅速入场。“脑科学
与类脑研究”被“十三五”规划纲要确定为重
大科技创新项目和工程之一，“中国脑计划”
即将上线。

“脑科学研究，在时间上太重要了！ ”复旦
大学脑科学研究院院长马兰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说，目前脑科学发展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跨越
式发展时期。 奥巴马在宣布“脑计划”时曾直
言，“现在是太空竞赛以来，美国的研发水平达
到新高度的时候了”。

脑科学领域，大国正纷纷起跑。这是一个
烧钱的战场，但不下“血本”，就无法占领新的
科研高地。

人工智能技术或改变世界

脑科学研究的本质，可以用“一体两翼”
来概括。一体，即以研究脑认知的神经原理为
主体；两翼，即研发人脑重大疾病诊治的新手

段和以人工智能为导向的类脑
研究。

正如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
奖得主杰拉德·埃德尔曼所言：
“脑科学的知识将奠定即将到来
新时代之基础。 凭这些知识我们可医
治大量疾病， 建造模仿脑功能的新机
器， 而且更深入地理解我们自己的本
质以及我们如何认识世界。 ”

两翼中，治疗人脑疾病是“接地气”的一
翼，也是人类最急迫的需求。 帕金森病、阿尔
茨海默氏症、抑郁症、精神分裂症……未来，
我们能否厘清这些脑疾病的机理？ 是否能治
愈或者至少延缓脑疾病的发生发展？

日本正进入老龄化社会， 帕金森病等老
人常见病日渐高发，困扰社会。主导脑科学研
究的理化学研究所脑科学综合研究中心主任
利根川进就表示， 他们有责任去揭开帕金森
病等大脑疾病的根本原因、 找到有效的治疗
或预防方法。

欧洲也面临同样的困扰。据预测，未来欧
洲约三分之一的人口会患上与脑有关的疾
病，这几乎影响所有的欧洲家庭。脑科学基础
研究无疑会造福社会， 改善人类健康水平和
老年生活质量。

而另一翼———人工智能， 更令人遐想无
限。“阿尔法围棋”战胜李世石引来世人瞩目，
可是要知道， 它仅仅是一个单一任务的运算
程序，与人脑的能力还有极大差距，如果真正

模拟人脑又会怎样？
当然，人工智能（AI）的目标并不是复制

人类大脑， 而是在各种细分领域里提供智能
服务，比如智能驾驶、手术机器人等。 未来学
家凯文·凯利预言，未来20年，全球最重要的
技术就是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产品将成为水
和电一样的日用品。

“把人工智能列入‘十三五’是很正确的
决策，过了这个时间点可能就来不及了。 ”科
大讯飞总裁刘庆峰曾表示， 人工智能是全球
下一轮产业革命的引爆点和“必争之地”。

美国硅谷已经抢得先机。 从谷歌、脸书、
微软等巨头到初创公司，它们都爱人工智能。
谷歌内部有上百个团队在研究机器学习技
术。 脸书近两年来在硅谷、纽约和巴黎连设3
家人工智能实验室……这些科技公司的掌门
人相信，人工智能技术可能改变世界。

可以预期的是，脑科学的新发现，将使人
工智能发展获得新的“助推器”。

（据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

脑科学成大国
“必争之地”

� � � �进入新世纪以来，各大国在科研领域多头比
拼：上天、入海、互联、虚拟……而最近几年，一个
新的科技“高边疆”又进入人们的视野：我们身上
的最后谜团———大脑的奥秘。

插画/傅汝萍

中国“脑科学”
将上“快车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