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 4月，在广州打工的许霆通

过某银行的ATM机在自己账户内取款，

由于机器发生溢付错误，许霆获得了额

外的现金。当晚，许霆又伙同他人在这

台ATM机上多次取款并潜逃。归案后，

检察院以盗窃罪起诉许霆，一审罪名成

立。尽管事后负责ATM机维护的公司向

银行进行了赔偿，但许霆还是以盗窃金

融机构罪从重被判无期徒刑。判决公布

后，引起了公众和学界的较大反响，认

为量刑过重。在 2008年 2月二审改为 5
年和罚金2万元。

时隔多年，重提此案，并非要做翻

案文章，只是希望对案情做一个重新的

解读。这么做的目的，是想引发人们关

注一个问题，即机器可以具有法律地位

吗？我们相信，这个问题是不远的未来

智能化社会所要面对的一个基础性问

题和难题。

许霆案之所以引起争议，表面看

似乎是量刑问题，其实质却是如何看

待银行在事件中的责任，这其中的关

键则是：如何认定 ATM 机的法律地位

问题。由于在这一关键问题上的不同

立场，控辩双方可以得出两种完全对

立的结论，一方认为有罪，而另一方则

力主无罪。

认为有罪一方是一种工具论的观

点，它主张任何形式的机器都只是人们

实现主观意图的工具和载体。机器不是

人，没有意识，不能产生动机。工具论为

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原则采纳，即不认为

机器拥有法律地位，不具备能承担相应

责任的资质。就许霆案而言，工具论认

为在案件发生过程中，只有许霆是法律

责任主体，只有许霆才能产生行为的动

机，并具有实施动机的行为能力。所以，

相关损失的责任承担者只有许霆。一审

判决认定许霆的行为构成盗窃金融机

构罪，其遵循的逻辑就是上述的工具论

观点。案情的实质就是：许霆把出错的

ATM机作为犯罪工具，从银行那里获得

了不义之财，构成了盗窃罪。银行只是

受害者，没有责任需要承担。

认为无罪一方的理由如下，假设

一位人类银行柜员由于点钞错误多给

了顾客现金，尽管顾客没有当场返还

现金，那么承担主要责任的应是出错

的银行柜员，顾客最多只有次要责任，

或仅在道德上存在瑕疵。而 ATM 机就

是这样一个机器“柜员”，一位银行的

电子代理人。显然，顾客在ATM机上取

钱和在柜台取钱，二者具有同等效力，

出错的 ATM 机代表的也是银行。没有

万无一失的点钞员，也没有万无一失

的点钞机。事实上，出错状态是意料之

内的事，否则 ATM 的维护方也不会按

协议进行赔偿。概括起来，无罪一方的

观点是一种拟人说，即机器像人一样

具有法律地位，应承担主要法律责任，

只不过具体执行是由维护方来完成。

许霆只有次要法律责任，或只应受到

道德谴责。

工具论 vs拟人说，有罪 vs无罪，对

机器法律地位的不同立场，在许霆案中

竟然构成了两种完全对立的结论！

两难的困境促使我们换一个视角

来重新审视案情。这个新视角便是表

演说，即机器的法律地位由其在情境

中扮演的角色决定。许霆案可分为两

种情境，即第一次在 ATM 机上取款和

第二次取款，ATM 机分别扮演的是两

种不同的角色。第一次取款时，ATM扮

演银行柜员，和许霆发生了业务关系；

第二次取款，虽然同样是许霆和这台

出错的 ATM 机，但 ATM 却是犯罪工

具。认定法律责任时，应对两种情境分

别处理。

为什么顾客在没有与任何银行柜

员打交道的情况下，在 ATM 机上取钱

有效呢？因为，已经有一系列法律的、

商业的规范对这种人和机器的关系进

行了设定，并承认其后果的有效性。这

一系列的预先设定就是表演的剧本，

顾客和 ATM 机是剧中的两个角色。角

色可以由人来扮演，也可以由机器来

扮演；虽然机器的扮演难免生硬，但如

果从功能上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也

不妨一试。毕竟比起让人在街角站立

24 小时，ATM 机这种解决方案于情于

理都是个不错的选择。更为关键的是，

由于 ATM 机扮演的是银行柜员，因此

它具有承担相关责任的资质。因此，客

观地说，由第一次取款行为导致的银

行损失，应该由 ATM 机和许霆共同承

担，机器一方负主要责任，具体由维护

公司赔偿，许霆负次要责任。因为，既

然机器给付现金的行为具有法律效

力，同样其错误也应由其承担，当然具

体承担方式可以由第三方完成。所以，

第一次取款的情境下，较为合理的责

任认定应是：将相关责任进行分割，并

由双方分别承担。

但是，第二次取款时情况已经发生

了变化。因为，当许霆利用出错的ATM
机再次取款的行为，已不是事先设定的

剧本内容了。许霆已经知悉了ATM机的

错误所在，并意图利用这个错误获得不

属于他的财物。试想，如果ATM机发生

的不是溢付错误而是吐款不足，许霆是

不会再次进行取款的；许霆纠结同伙一

起提款，也是这种犯罪意图的表现。所

以，第二次取款的实质就是一次利用出

错的ATM机作为犯罪工具来盗窃银行，

在这一情境中的ATM机扮演仅仅是工

具，无相应的法律地位。

因此，一审判决对许霆的从重量

刑，并不符合第一次取款时双方都具有

责任资质这一特征，或许这也是判决引

发较大反响的原因之一吧！由此得到一

点启示：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机器正

越来越智能化，当人面对这样一个聪明

的对手或伙伴时，其行为方式正在发生

改变。有研究表明，自动驾驶汽车中的

人类驾驶员往往对路况心不在焉。此时

一旦发生事故，司机应该负全责吗？难

道汽车不应提醒或劝阻吗？由于机器没

有法律地位而产生的司机全责认定，似

乎有失公平。我们不仅要问：在人机合

作中，机器是否也应该有其责任担当

呢？工具论否定机器法律地位的观点，

是否足以构建智能化社会的人机和谐

关系，值得反思。

（作者工作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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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是否应该建造超级对撞机，海内外学者一直存在不同的意见。2019年12月8日，针对网红文章《杨振宁的最

后一战》，多位学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就中国是否应该建造超级对撞机给出了意见。最近，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赵午寄

信《知识分子》，从超级对撞机是否物有所值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以下为赵午教授信件原文。

关于中国是否建造大型对撞机的问题

【读 品】

推荐图书1：
《蔬菜有故事》

作者：陆生作

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

每一种蔬菜背后，有哪些

源远流长的故事？每一种花朵

里面，隐藏着多少无法述说的

情感与源流？人类，到底该如何

与蔬菜相处？

本书以节气划分，讲述了

24 种蔬菜精彩而丰富的来历

和故事、趣闻与诗意，让读者重

新检视日常餐桌上的蔬菜，感

受万物的生机与美好。

推荐图书2：
《艺术与视知觉》

作者：［美］ 鲁道夫·阿恩海姆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看起来，艺术似乎正面临

着被大肆泛滥的空头理论扼

杀的危险，近年来，真正堪称

为艺术的作品已不多见了。它

们似乎在大量书籍、文章、学

术演讲、报告会、发言和指导

等组成的洪流中淹没了。出现

在我们眼前的只有被肢解的

艺术尸体。人们常常喜欢用思

考和推理的方式去谈论艺术，

让人感觉艺术是一种使人无

法捉摸的东西。本书所要达到

的目的之一，就是对视觉的效

能进行系统分析，以便指导人

们的视觉，并使它的机能得到

恢复。

推荐图书3：
《实验室女孩》

作者：［美］霍普·洁伦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在父亲工作的实验室长

大，在研究型实验室求学、打

工、获得学位、拿到教职，再到

从零开始搭建自己的实验室，

霍普·洁伦在这部带有强烈自

传性质的作品中所记录下的

友谊和爱情、自己的生活经历

和事业发展，都不能与实验室

相分离。这既是一本人生回忆

录、友谊纪念册，也是一本科

研手记簿。作者用文学之笔记

录下学术路上的焦虑、挫败、

所失和所得。她把“如何成为

一名科学家”的秘籍刻录在启

发她心智的叶片、土壤和种子

之中，教你习得“既会动手又

能用心”地在科研领域中、日

常生活中和爱中——试错、收

获，再继续前行。

争 鸣
kexueren07@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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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许霆案解读机器的法律地位

【随 笔】

上海市反邪教协会协办

□计海庆

看见这本书稿，我的思绪回到了 27年前的那

次赴墨脱的野外考察。1992年 9月到 1993年 6月，

为了执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重大项目——

《中国种子植物区系》的编撰，孙航、俞宏渊和我组

成的考察队对西藏墨脱的植物区系进行了为期 9
个月的考察。那时墨脱仍是全国唯一不通公路的

县，我们走遍了墨脱全部8个乡，采集了7100多号

标本，完成了对雅鲁藏布江大湾河谷地区种子植

物的编目工作。在考察过程中，我们常常和当地老

乡同吃同住，目睹并经历了当地门巴族和珞巴族

乡亲对植物的利用，由此对墨脱一些特殊植物资

源印象深刻。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加入了墨脱花

椒的菜汤，有着一股子浓烈的柠檬香味，而少了大

家熟悉的花椒的麻味。那个时候物质非常匮乏，我

还记得当地老乡用一种蓼科植物的嫩叶做蔬菜，

吃起来有几分酸菜的味道，口感颇佳。当时我曾想

如果能够调查一下墨脱当地乡亲是如何利用当地

植物资源的，一定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由于我

们的考察任务繁重，在墨脱进行民族植物调查的

想法未能实施。

25年后，陈文允等人深入到墨脱县珞巴族主

要的聚居地达木乡和加热萨乡，进行珞巴族利用

植物资源的调查。通过两次墨脱珞巴族民族植物

学的调查，分析和整理了墨脱珞巴族经常利用的

102个植物，对这些植物进行了包括学名、当地名

称、物种形态特征、地理分布以及传统知识和用途

等描述，并给出了珞巴族传统药用植物的化学成

分及其结构式，同时还展示了这些植物物种的生

境、生长状况和形态特征等实物图片。这些工作，

为今后继续调查、整理和研究珞巴族传统植物保

护和可持续利用提供基础资料，也为植物资源的

永续利用提供了科学基础。

人类社会很早就学会利用周边的植物维系自

身的发展。几千年前，河姆渡的先民们学会从菱

角、南酸枣、麻栎和青冈等植物果实中获取淀粉，

并学会了驯化和栽培野生稻，使其成为人类社会

赖以生存的、最为重要的资源植物，而被广泛栽培

和利用。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获取生活必须品变得越来越容易，大城市里生活

的人们已经逐步丧失了直接利用植物的能力。而

在一些边远地区，人们还保存着直接利用野生植

物的本领。在我工作的勐仑小镇，在早晨访问当地

的农贸市场，你能看到琳琅满目的野生植物，有一

些野生植物已经被证明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和药

用价值。这些野生植物或由当地的傣族和哈尼族

乡亲从野外采集而来，或采集自自家引种和栽培

的野生植物，作为蔬菜在售卖。学习少数民族如何

利用植物资源的知识，是民族植物学最核心的内

容。全世界高等植物有30多万种，被人类社会利用

的不过几百种，而被广泛运用并产生了重要经济

价值的如水稻、小麦、土豆和棉花，加起来不到百

种。人们利用的植物资源与丰富的植物种类相比，

不过是九牛一毛，我们对许多植物的资源价值还

一无所知，植物资源的利用还大有可为。

植物资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最重要

的资源，植物为我们提供呼吸所需的氧气，以及日

常生活所不能离开的粮食、蔬菜和纤维，同时还为

我们提供遮风避雨的建筑材料和驱赶病魔的药

品，就连现代工业必不可少的煤炭和石油也是来

自远古的植物。没有植物，人类社会难以维系；缺

少植物，绿水青山将不复存在。在利用植物资源的

同时，也要强调对植物资源的保护。只有保护植物

资源，才能使植物资源真正成为可再生且永续利

用的资源。少数民族在利用植物资源的同时，有自

己的保护植物多样性的理念。“龙山”和“水源林”

在有意和无意间保存了许多珍稀濒危植物，学习

和弘扬少数民族保护植物多样性的理念也是民族

植物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本书不仅收集和整

理被利用的资源植物，也收集了珞巴族保护植物

多样性的理念，这也是本书的特色和亮点。

随着墨脱公路的通车，去墨脱变得容易了许

多，但是与实验室的工作相比，在墨脱开展野外

工作还是非常艰辛的。植物分类学和植物地理的

实验室在野外，民族植物学的实验室也在野外，

而实验室是科学家获取真知灼见的地方。作者们

不畏艰险，深入到边远的山村开展植物学和民族

植物学的调查，并很快将其调查的结果整理成

书。相信本书的成果会在墨脱植物资源开发利用

与保护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他们的成果终于付

梓，我乐为做序。

（本文摘自作者科学网博客，作者系中国科学

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研究员）

关于中国是否应该建造大型对撞机的议题，我有一些有关XYZ的问题。

目前提案建造的中国大对撞机是CEPC，一个正负电子对撞机。

需要投入 X 元（以百亿做单位）。提案者与对撞机设计者心中规划的

是CEPC，不是吨位更大的质子对撞机SPPC。

另一方面，超弦或非超弦的追梦者，不管是为了中国的发展、世

界人类的福祉，还是个人的利益考量，他们梦中的蓝图是SPPC，绝对

不是CEPC。而SPPC的造价是Y元。

我参与过美国超导超级对撞机SSC的计划，负责SSC的加速器物

理设计，前后9年。在我看来，SPPC的规划与要求的质子能量，远远超

出目前世界的科技水平。真要造 SPPC，首先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经

费，花30年全力以赴地预研，有了确定的预研成果，才能开始有意义

的讨论，否则只能是天方夜谭。这些预研的投入，还有相关人才的培

养经费是 Z元，却往往没有得到充分的考虑。没有 Z的投入，不可能

有 SPPC，没有SPPC因而失去终极目标的CEPC说不好只能是一个非

常昂贵的笑柄。

目前提议建造大对撞机的两个团队，其中一个一心一意要建

CEPC，另一个憧憬着 SPPC空中楼阁的蓝图。两方各说各话，对究竟

提议建造的是CEPC还是SPPC含糊其辞。至于为什么为了建造 SPPC
我们一定先要建造CEPC的问题，据说是为了将来可以用它的隧道。

所以建造CEPC就是为了它的隧道？

于是我们就有了有关XYZ的问题。第一，我们先要自问，为了SP⁃
PC，我们真的有决心有毅力，投入Z的经费，30年全力以赴去做它的

预研吗？第二，我们真的为了那个隧道投入X元建造 CEPC吗？第三，

我们真的愿意投入X+ Y+ Z送几位西方人去斯德哥尔摩吗？

赵午，Stanford University

12月10日

（注：本文作者本科毕业于台湾清华大学物理系，博士毕业于纽

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现为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曾深度参与在1993

年被美国国会终止的超级超导对撞机计划。他在1984-1989年担任美

国超级超导对撞机研究设计中心加速器物理组长，1989-1991年担任

德克萨斯州SSC研究所加速器物理组长，1992-1993年担任美国超级

超导对撞机总计划副主任。本文摘自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

利用植物曾经是我们的本能
——为《西藏墨脱县珞巴族传统利用植物》一书做的序

□周浙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