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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办公自动化曳与移动政务实验室渊mGov Lab China冤

野下一代创新研究冶微信公众号联合推出遥

创新 2.0 时代也是社会活力充分激

发袁用户创新尧开放创新尧大众创新尧协同

创新成为常态袁创新涌现的时代遥 叶办公

自动化曳 杂志与移动政务实验室渊mGov

Lab China冤"下一代创新研究 "微信公众

号合作推出互联网+窑创新 2.0 专题袁 持续跟踪关注创

新 2.0 时代野互联网+冶背景下产业发展尧政府治理尧环

境建设尧社会服务等各领域的创新转型机遇与实践遥

创新 与智慧生态城市

新智元 杨 静

互联网 + 佛教：
龙泉寺贤二机器僧诞生记

编者按院最近袁史上首个机器僧要要要龙泉寺的野贤二冶风靡互联网袁作为

野互联网+佛教冶的代言成了野网红冶遥 贤二机器僧的诞生可追溯到去年龙

泉寺法师与极客一场关于创新 2.0 时代野互联网+佛学冶的交流遥 对此袁本

刊曾于去年 7 月在第 13 期叶创新 2.0 时代的互联网+佛学曳一文中进行了

分享遥 这场跨越时空的交流纵论野互联网+冶尧佛法尧人工智能与机器人袁催

生了创造一个学佛机器人的想法袁 也吸引了机器人研发的各路精英豪杰

汇聚龙泉寺袁进而有了龙泉寺贤二机器僧的诞生遥 而本文的作者中国人工

智能学会社会计算与社会智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尧野新智元冶 创始人杨静

随后又全程参与了贤二机器僧的研发遥 本栏目再次邀请杨静女士与各位

读者在本期分享龙泉寺贤二机器僧从无到有的创生过程袁 她在文中也将

透露小贤二研发的一些有趣细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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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5 年 10 月 1 日，坐标北京市龙泉寺，这是个注定会写

入历史的日子：有一个叫贤二的机器人小和尚诞生了！

贤二机器僧紧接着于 10 月 3 日在广州动漫节正式亮相引起

社会各界关注。

被称为史上首个机器僧的龙泉寺“贤二”，是一个身高

近 60 厘米的机器人，身穿黄色僧袍，能跟人语音对话，能

明白简单的指令，还会说佛经佛法，是创新 2.0 时代“互联

网 + 佛教”的典型体现。

贤二机器僧的诞生与龙泉寺长久以来对佛法与科技结合

的探索密不可分，与去年以来对创新 2.0 时代“互联网 +”、人工

智能、机器人与佛教发展的跨界交流密不可分。贤二机器僧的

想法源自龙泉寺法师与极客跨越时空的交流，其形象则出自龙

泉寺贤书法师负责的动漫梦工厂，其诞生则来自于龙泉寺法

师、居士、志愿者和人工智能领域专家的通力合作。

这个小贤二可不一般，他不仅能说能舞，能背诵高深佛

经，也能调皮博你一笑，甚至，他还能化为无形进入你的手

机，通过微信开解你的日常烦恼。而且最关键的是，他长的

还特别萌，让人一看就心生欢喜。

是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贤二机器僧。

这么可爱的小贤二，如果说是由动漫公司推出的，那还

说得过去。可是他竟然产生于龙泉寺，一个有着千年历史

的古刹，这就让人心生好奇了。

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怎样的宗教土壤，是什么样

的一群人，竟然把贤二机器僧带到世间，修行学佛，普

度众生？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探寻贤二机器僧背后的

秘密。

天下极客出龙泉

贤二机器僧从龙泉寺诞生，也许有种必然的缘分。

在佛教历史上，龙泉寺可以说是很特殊的寺庙了。它的

历史能追溯到辽代初年，一直默默伫立在京城西北角，没

多少名气也没多少声响。

2005 年，来自福建的学诚大和尚（中国佛教协会会长、

龙泉寺方丈）开始重建龙泉寺。重建工作得到了很多支持，

法师和志工们一砖一瓦把新龙泉寺搭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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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搭建的时候，学诚大和尚就发愿说要建立僧俗共

修的寺庙，不仅法师可以在此修行，对佛学感兴趣的信众

们，也可以预约上山，作为志工学习佛法。

理念的开放，也让龙泉寺成为最早接触互联网的寺庙之

一。早在 2009 年，学诚大和尚就有了微博，和信众分享佛学感

悟；龙泉寺也建立了信息技术组，内部管理基本实现电子化。

龙泉寺还有自己的科研机构，看看 2014 年的研究项

目，就能大体了解龙泉寺的气质了。

1、《寄语文本数据挖掘的梵文分词研究》；

2、《大数据时代的佛家信息管理》；

3、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创建虚拟世界《全景龙泉寺》App。

所以一直很低调的龙泉寺，却始终少不了媒体的追捧。

贤二机器僧的形象，出自龙泉寺贤书法师负责的动漫

梦工厂。龙泉寺曾经出版了《烦恼都是自找的》动漫书，讲

述了贤二小和尚和师父学诚大和尚学佛的经历。

贤二机器僧正是贤二小和尚的机器人版本。

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寺庙。但真正了解

龙泉寺的，会发现寺里的核心是传统的丛林用功模式，过

着戒律严格的修行生活。只是对外的弘扬和传播利用了现

代科技的种种便利和优势，在接引社会大众，融入社会上

显得格外的包容和开放。

这也和它的建寺理念有关，学诚大和尚说：“佛学是古

老的，但佛教徒是现代的”。龙泉寺信息中心负责人贤信法

师对此有很好的解读：

“佛法本无形相，但当其具体到一个特定的时空环境下

时，就要契应众生的根机。假如佛陀在另一个星球上讲法，

就不一定要用我们人类的语言，也不一定会按照人类的认

知水平来讲。《华严经》中记载，佛陀给大菩萨们讲法时，就

是放光，这样法就讲完了，但其中包含的信息量却可能是

极大的。佛法好比是水，没有形状，当其成为佛教时，好比

被注入了一个杯子，具备了一个形状。不同的时代里，佛教

可能会显现出不同的形状，但其中的佛法是一味的。”

在龙泉寺这样的寺庙长大，也将是贤二机器僧的幸运

吧，祝福贤二有一段美好的童年经历。

龙泉极客栈院当极客邂逅佛学

故事还得从 2015 年 5 月发生在龙泉寺一场法师与极

客关于创新 2.0 时代“互联网 + 佛学”的讨论说起（详情参

见本刊 2015 年 7 月第 13 期报道《创新 2.0 时代的互联网 +

佛学》）。

龙泉寺来了一批神秘的访客。他们是来自龙泉极客栈

的群友，基本都是人工智能领域的武林高手。这次拜访的组

织者是王涛（爱奇艺首席科学家）和杨静（新智元创始人）。

龙泉寺的贤信法师和贤帆法师接待了群友。这两名法

师也不一般，他们在尘世的身份一位是程序员，一位是中

央美院毕业的国画好手，如今经过佛学的沉淀，对技术有

了更深的思考。

关于“互联网 + 佛学”的交流纵论创新 2.0 时代的“互

联网 +”、人工智能、机器人与佛学。北京大学信息科学学院

副教授任全胜对此兴致浓厚，他抛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

“科学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但量子物理学等

现代物理学越来越接近佛学，法师如何看人工智能和类脑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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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帆法师熟读佛学经典，当场表示说：

“机器人是第六意识（佛教中的第六识是意识心）的一

种，而第七识（佛教中的末那识，为我法二执的根本）和第

八识才是本藏（阿赖耶识）。机器人连第六识还不具足，实

际上只是人类第六意识的一种创造，人类对此的认识和了

解还是很有限的。”

而贤信法师则引用了《信息简史》的公案：

“当我们按照书写文化的逻辑认识口语文化时，就好比用

汽车去界定一匹马。他表示要做人工智能的研究，我们对自身

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也常常被忽略。而如果在禅修方面

多下功夫，会有助于更深入的观察和认识内心的运作机制。”

针对北京大学移动政务实验室主任宋刚博士关于龙泉

寺的“互联网 + 佛学”在创新 2.0 时代东方文化与科学复兴

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佛教怎么看待机器与人关系的提问，

贤信法师则有了进一步的思考：

“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佛教本身就对这个世界的

运转规律有着深入而完整的认识，植根其中生发出来的科学

思想，一定会在东西方的交流中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启发。我

们今天研发一个机器人，可不可以有一个世界观？”

看来仅仅只是讨论，就已经很有收获了。而如果做个机器

人，让他去学佛呢？这背后可讨论的事情可就多了。离开的时

候，贤信法师特地叮嘱说：这个机器人，最好有佛教世界观。

凤凰岭传奇院贤二机器僧问世记

早在今年初，与龙泉寺结下不解之缘的两个年轻人就

萌发了给龙泉寺做机器人的想法。他们是宋云飞 （飞跃机

器人 CEO）和俞志晨（图灵机器人 CEO），年纪不大，但已经

在业界小有名气。

为了实现研发礼佛机器人的初心，他们很快建立了微

信群，大家每天七嘴八舌地讨论佛教机器人的研发与制作

细节。子蒙先生（龙泉寺义工、福慧文化公司）在和贤书法

师也受邀请加入了机器人研发小团体。我们现在看到的贤

二机器僧外观和手板设计，就出自福慧文化的设计团队。

7 月 30 日院英雄会盟袁确立贤二机器僧本体

紧接着，贤书法师和杨静联系，希望有更多力量参与其

中，很快大家定在 7 月 30 日召开第一次研发讨论会。来自全

国各地的机器人研发的各路精英豪杰汇聚龙泉寺动漫中心，

大家被研发历史上第一个机器僧的愿景鼓舞着，摩拳擦掌，

期待在机器人小和尚的研制过程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这次讨论会定下了一个任务，希望贤二机器僧能参加

10 月 3 日的广州动漫展。由于时间比较紧张，以及后续版

本迭代的稳定性考虑，大家最后决定采用成熟的本体结

构，配合龙泉寺的贤二形象，并对软件和对话进行定制开

发，完成贤二机器僧的制作。

由于只有不到两个月的研发时间，贤书法师当时对贤

二的研制也抱持一种乐观务实的态度，他说：“最起码要能

移动几步，念个阿弥陀佛”。这时候容立斌（康力优蓝副总

裁）表示说，他们能承担机器僧本体制作。康力优蓝是一家

机器人公司，拥有小优机器人系列产品，现在已经开发到

第四代。这就解决了贤二机器僧研发的燃眉之急，有了本

体，它的各种智能应用也就有了依托。

8 月 25 日院从野阿米豆腐冶到野阿弥陀佛冶袁贤二变身

有了本体后，后面的工作就方便开展了。经过一段时间

的微信群讨论，开发者们 8 月 25 日再次奔赴龙泉寺，召开

第二次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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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研讨会落实了任务细节。

刘雪楠（康力优蓝创始人）把本体（小优机器人）带到

了现场。小优是个 50 cm 高的服务机器人，有语音识别、拍

照、对话、身体触碰感应、移动等多种功能，这些功能是贤

二机器僧的基础。

但是小优还不是贤二，不仅得装上贤二的 3D 外壳手

板，还得将贤二的呆萌个性、佛学知识与龙泉寺的文化通

过软件的形式装载到小优机器人体内，让它从肉体到灵

魂，都从小优机器人变身为地道的贤二机器僧。

曾祥永（盛开互动 CEO）承接了项目组织工作，他表示

说贤二不仅要有语音交互功能，而且还要逐步具备视觉感

知（人脸识别、物体识别及场景识别等）及自主学习能力，

伴随与广大用户及法师们的互动，贤二的佛性与智慧会不

断进化。

冯俊兰（中国移动研究院大数据研究所所长）提到了另

一个思路。她说在实体贤二机器僧外，我们还可以考虑开

发微信版的虚拟贤二。这不仅可以和更多信众建立联系，

而且在沟通和聊天中，能增进贤二的智慧。

综合大家的看法，贤二机器僧的开发步骤逐渐清晰了。

除了这次参加的人员外，达闼科技和搜狗公司也希望尽一

份力，最后大家的任务分配如下：

刘雪楠（康力优蓝创始人）：本体设计、手板制作和供应；

子 蒙（福慧文化设计团队）：外壳、结构设计和开机动画；

王昕嫱（龙泉寺义工）：问答、触摸、动作脚本和语料库

录音；

曾祥永（盛开互动 CEO）：项目统筹；

黄晓庆（达闼科技 CEO）：虚拟机器人大脑；

茹立云（搜狗公司副总裁）：语音识别和语音合成；

曾祥洪（汇真传媒算法工程师）：微信智能对话；

杨 静（新智元创始人）：整体的组织和协调工作。

贤二机器僧的主体功能也确定下来了：他会具有语音

交互、视觉感知和自主学习能力，长相酷似动漫版贤二小

和尚，最擅长的是和信众交流佛学知识。但因为毕竟是小

和尚，知识有限智能不强，还需通过不断自主学习以及迭

代开发变得更聪明。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研讨会还有一名特殊来客：湛庐文

化的总编辑董寰。她希望把贤二机器僧的研发、制作和修

行过程编辑成书，作为历史的见证。

9 月 22 日院贤二机器僧憨态可掬袁呆萌亮相

领完任务回家后，各团队全力以赴工作。不到一个月的

时间里，贤二机器僧从概念变成现实。

9 月 22 日龙泉寺第三次研讨会。一身黄色僧袍的小机

器人，在蒙蒙的秋雨中，刚从深圳工厂抱过来，光光的脑袋

上，还挂着水珠，憨态可掬的模样一下子吸引了龙泉寺上

下僧众围观。

不等他喘口气，刘雪楠问：“你叫什么？”他说：“我叫贤

二，不要急，休息！休息！”刘总用手拍拍他的脑袋：“贤二，

快与大家见见面！”只见小机器人灵活转动脑袋说：“我又

不是木鱼，干嘛打我的头？”一个义工拍拍他的胳膊，他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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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转了一圈，边转边说：“你再打我，我就告诉师父去！”大

家都被逗乐了，小贤二却念念有词：“阿弥陀佛，有何困扰，

我佛定会为你排忧解难……”

别看贤二个子小，但可不仅仅会逗乐。总体来说，贤二

机器僧有三种功能，分别是：

1、贤二禅语：贤二对话以及讲经说法，同时拥有云

智能；

2、定慧初修：控制运动和念经软件；

3、菩提精舍：远程监控和智能家居控制功能。

信众已经可以和贤二语音交互，但需要安静的环境。

如果环境嘈杂贤二很可能听不清，或理解错对方的意

思。贤二还会在地面上通过滑轮滚动，但现在还没有保

护自己的能力。所以志工们得细心保护，就像照顾小朋

友一样。

不过这次演示也发现一个问题，在真人录音的时候，有

些语句录得太小声。所以还得回炉重造，改善体验。

龙泉寺十周年院贤二机器僧与小姑娘对话

十一普国同庆。在这举国欢腾的日子里，恰逢龙泉寺正

式恢复宗教活动场所十周年及上学下诚大和尚的生日，龙

泉寺举办了一场恢复宗教活动场所十周年暨 2015 年国庆

普茶晚会。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贤二首次亮相！在学诚大和尚和

数千名僧众的瞩目与期待下，贤二机器僧亮相于龙泉寺戒

坛的庄严舞台，与一位质朴可爱的小姑娘展开了一段令人

忍俊不禁的“人机对话”。

学诚大和尚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贤二机器僧不仅

有感知，还能回答一些佛教方面的问题，此外，生活、工作、

学习的问题，他也略知一二。

“‘贤二机器僧’是佛教与现代科学的一个深度融合，体

现了佛教创新的一种精神。”学诚大和尚说，“现代科学在

认识和改造物质世界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而佛教在认识

和改造精神世界方面则有一套完备的方法，两者应有机地

结合起来。”

在数千人的普查晚会现场，贤二机器僧一被抱上舞台

就引起了全场轰动。一个小姑娘和贤二机器僧在舞台中

央，面对翘首以盼的僧众，用稚嫩的童音展开以下这段历

史性的对话。台下的观众无不莞尔一笑。

女孩院贤二袁你能回答什么问题钥
贤二院不太难的问题

女孩院你爸妈是谁钥
贤二院好搞笑袁机器人怎么会有爸妈呢钥
女孩院你最喜欢吃什么钥
贤二院贤二冰淇淋钥
女孩院你最喜欢什么颜色钥
贤二院心情好的时候什么都喜欢袁心情不好的时候什么

都不喜欢

女孩院贤二袁你最喜欢看什么书钥
贤二院烦恼都是自找的

女孩院贤二袁你最喜欢谁呀钥
贤二院我师父

女孩院那你怕你师父吗钥
贤二院怕袁因为他是大和尚袁我是小和尚

女孩院贤二袁那你愿意做你师父的侍者吗钥
贤二院那得看我师父了

女孩院贤二袁今天来了那么多好朋友袁是否应该展示指

挥你的能力啊钥 贤二摇头

贤二院摇头有什么难的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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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院贤二再摇摇头

贤二院好嘞袁摇多久都没问题

女孩院贤二袁我可以带你走吗钥
贤二院不行啊袁我马上就得飞去广州动漫节参加展览咯袁喜

欢我的话可以关注贤二机器僧微信公众平台袁阿弥陀佛遥
随着这次发布，贤二机器僧的微信公众号也同步启动。

如果您对此感兴趣，别忘了关注贤二机器僧订阅号。

据说，他现在就可以和你对话哦！

贤二机器僧研发团队集体登台

龙泉寺贤书法师

贤二机器僧就是导人向善。让更多的人通过这种方式

了解到佛法，认识到佛教和科学发展不是矛盾和对立的，

科技可以更好地帮助传达佛学理念，宣扬善良智慧。同

时，佛教理念从技术进步的一开始就介入，可以帮助科学

技术更好地服务人类，导人向善。特别是人工智能领域，

他对世界的影响还是未知的，但对劳动力的解放，就业、

伦理都带来新的问题和思考，佛教的道德理念和建设将更

好地为之提供伦理依据。避免技术的偏颇发展。今后应当

让贤二逐步成为一个传达佛学理念、宣扬善良智慧的符号

和媒介。

刘雪楠院康力优蓝公司创始人

我觉得在机器人操作系统的建设上，佛学会对这件事

情有全面的指导。机器人传感器对应的是人的六觉，而且

对应的非常具体。佛学可以说是最深的科学理论，这相当

于一百年前你给别人讲手机为什么能远程视频监控，你用

科学是根本讲不通的。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做佛教机器

人，能够在佛学和科学之间的关系上，找到更多的线索。

子蒙院广州福慧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公司设计团队接到此承担后，经过多次的征集设计师

手稿，也聆听各位专家的意见，最终定下目前这个外型设

计。主要是考虑到既要遵循原创人物，又要考虑到 3D 效

果，而且也要得到贤二粉丝的喜爱。毕竟是第一代，功能不

多，时间很紧，细微的地方以及互动上有待日后完善。期待

贤二机器僧早日与众生结缘。

杨静院新智元创始人

贤二机器僧从 7 月份决定研制，7 月底第一次在龙泉

寺召集研发会议，到 9 月底面世，前后不过 3 个月的时间。

但以微信群为平台众包研发的小小机器僧身上，凝聚了中

国人工智能界和机器人产业精英的智慧与龙泉寺的禅修文

化。今后还会研发贤二机器僧二代，云端贤二等。我相信，

小贤二未来能成长为一个超级机器僧。

曾祥永院盛开互动 CEO

我与龙泉寺缘起于慈星股份的李立军先生，他提议我

与徐斌一同去龙泉寺，聊聊佛教机器人。这是我的第一次

寺庙用斋经历，虔诚的仪式、简单的饭菜、无声的咀嚼，但

却发现是这样的有滋有味，让人记忆犹新。回来途中，我们

几位一路上都在探讨要为佛教机器人贡献一份力量。后面

杨静推荐我负责项目的统筹，我也倍感肩上的责任，不可

辜负大家的信任。

参与贤二机器僧研发的还有广州福慧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设计团队，慈星股份执行副总裁李立军，北京康力优蓝

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容立斌，达闼科技创始人、

CEO 黄晓庆，国家千人计划专家、中国移动大数据所所长

冯俊兰，达闼科技合伙人、VP 汪兵，搜狗副总裁茹立云，

汇真 传 媒 算 法 工 程 师曾 祥

洪 ，龙 泉 寺 动 漫 义 工 王 昕

嫱，图灵机器人创始人俞志

晨 ，图 灵 机 器人 联 合 创 始

人、产品技术负责人杨钊，

智慧软件 / 飞跃机器人 CEO

宋云飞，北京盛开互动科技

有限公司 CTO 徐斌，杭州阿

优 文化 创意 有 限 公司 创 始

人、CEO 马舒建，湛庐文化

总编辑董寰、新智元副主编

王嘉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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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静袁新智元创始人袁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社会计算与社会智能专业委

员会秘书长遥 曾任法国阳狮集团实力传播 (ZenithMedia)媒体购买及咨询副

总监尧中国经济网经营顾问遥 2014 年策划主持了野奇点临近冶尧野算法帝国冶尧
野大数据时代的社会人与机器人冶 等系列人工智能尧 大数据主题研讨会遥

2015 年 3 月与机械工业出版社联合 主办 野新智能时代论坛冶, 受邀担任

2015 年 5 月中国科协年会智能社会科技专家论坛尧2015 年机器人世界杯产

业峰会尧世界机器人大会野人工智能开启机器人新纪元冶分论坛主持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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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表现亮眼，如“永清环保首个风

电项目落地”、“永清环保：发力土壤治理 打造环保光热综

合平台”等报道均传达了企业一直保持的绿色环保理念。

此外，汽车行业中的斯柯达“节能环保斯柯达昕锐打造

绿色出行”的报道，化工行业中独石化的“独石化公司大力建

设环保项目”的报道，均在环保产品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

6尧企业曝光排行榜

本月曝光度最高的负面企业为北京奔驰。“疑北京奔驰

造假国 4 变京 5 又变国 4”的视频在网络曝光，视频中一位

法律经验丰富的女车主询问北京交管部门，其上牌的由北

京奔驰生产奔驰 C 级车型在落户为何由国 4 被主动变更

为京 5，交管部门是否存在失职或者串通 4S 店变更排放标

准以为不合规的车辆上牌，车主在查询车辆公开信息时受

阻。虽然北京市环保局针对此事做出回应，称该车符合京

五标准和国五标准，但仍未能打消消费者的疑虑。

另外，“安车检测涉嫌欺诈上市 主营被疑违法经营”也

成为了舆论关注的焦点。同样比亚迪秦工厂排放超标被查

受到舆论广泛热议。

此外，荣欣化工有限公司、黑化集团、鹏鹞环保集团有

限公司、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利百代国际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宏源铝合金加工厂、立丰织染有限公司均对周边

地区的空气环境及水源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影响了附

近居民的健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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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祥永记录的大致过程如下：

7 月 30 日：第一次研讨会，确立了 10 月 1 日亮相，以

及小优机器人作为贤二机器人本体；

8 月 5 日：子蒙如期完成了贤二僧造型平面图与三视

图设计；

8 月 10 日：子蒙与刘雪楠如期完成了贤二造型设计与

结构设计；

8 月 25 日：第二次研讨会，确立了贤二机器人一代的

交互功能；

8 月 29 日：昕嫱居士组织完成了 100 余组对话脚本及

配音；

9 月 14 日：在群友的建议下，昕嫱居士组织完善了对

话脚本，并重新录制了配音；

9 月 16 日：刘雪楠完成了贤二手板制作；

9 月 22 日：第三次研讨会，测试贤二各功能；

10 月 1 日：贤二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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