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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彼岸 人与人工智能彼此映照
智能产品正在变得更加智能，如果把时间线拉得很长很长，一直长到未

来人出生后植入的人工芯片仿佛出生证明一样成为标配，你就再也无法分辨
谁是人，谁是AI化的人了。那么这一天来临时，人类会觉得当人更好，还是
当AI化的人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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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里确实有不定时提问这

个环节，要求“分身”每隔一个随机

数的时间，就邀请观众来一次即兴

问答，以显示“分身”程序的优良答

问特性。今天的观众水平不低，问

了一个技术参数的问题，还好分身

5 号的应变水平也不低，说这涉及

商业机密，在此不方便透露，欢迎

会后交流。任毅庆幸当初在应答

库里加入了经典的推诿说辞。即

便是程序自学习，任毅和团队也不

放心全由程序决定做什么、不做什

么。又过了一段实景歌舞show，为

的是让观众看到明星的“分身”，然

后是一段街头采访。任毅看了看

表，差十分钟六点了。他希望这一

切流程赶紧结束，他出场十分钟，

然后就离开赶去素素那里。

还有6分钟，5分钟，4分钟。

就在离出场时间还有2分50秒

的时候，小诺的声音出现在耳机里。

“任总，”小诺说，“上午的路演

出结果了。”

“什么结果？你说。”任毅看着

倒计时，心怦怦跳，两分多钟听一

个结果足够了。

“他们说不投。”小诺说。

任毅的心往下沉，虽然早上已

经预料到这个结果，但是没到真正

听到消息那一刻，总是存着希望。

甚至在心底深处，这种希望的强度

非常强，强到几乎要喷薄而出。那

是对小概率好结果事件的一种非

理性期待。可是现在，小诺的消息

让这种期待破碎了。这是他们路

演的第五家投资机构，也是之前关

系最紧密、最有可能拉到投资的机

构。在此之后，一时不知道还能去

找谁。

还有1分40秒。“他们说理由了

吗？”任毅问小诺。

“说了。增长曲线放缓、未来

市场存疑、硬件开发未经考验，尚

需观察。”小诺说。

“ 还 有 别 的 吗 ？”任 毅 有 点

绝望。

“就是说您想要的东西太多

了。”小诺说。还有50秒。

任毅的心很乱。B 轮融资之

后，他们有一段时间看上去非常有

前景。B轮融资之前投入的资源仍

然有延续性作用，在融资之后的几

个月里数据增长非常快。但在那

之后就遇到很大问题，退订的用户

很多，在网站上给出差评的用户数

量也在增加。他们不得不投入更

大资源举办宣传推广活动，但是投

入产出比就在不断下降。这样烧

钱获客的模式，如果没有数据的翻

番，很快就会被投资人抛弃。看似

最光鲜亮丽，实则命悬一线。

如果得不到姜劲涛的投资，他

该怎么办。还有 10 秒钟……5，4，

3，2，1，0。

通道尽头的门开了，瞬间蓝光

洒满任毅的全身。任他头脑再纷

乱，也不得不跨入场地，开始他一

向擅长能积攒粉丝的脱口秀。他

曾是学校活动多年的主持人。

今天他要完成的，是自己跟自

己对话的脱口秀。这是临时加入

的环节，只为了一件事，让所有人

看到，他们的智能程序有多么智

能。事先没有过排演，完全为了救

场，但任毅希望能把救场转变为亮

点，要不然公司拿出上千万元做的

这四台同步晚会就没有意义了。

在他往台上走的过程中，他听

到素素来电的提示音，但是他此时

无暇顾及了。

“观众朋友们，感谢你们今天

的到来。”任毅满面笑容地走到舞

台中央，“相信你们会度过一个激

动人心的夜晚。也很感谢我自己

的 5 号分身，替我完成了前半场的

工作。5 号，辛苦了，你可以下班

了。”任毅说着，对大屏幕上的自己

挥了挥手。

“喂，你是谁？凭什么说我是

分身？你才是分身，你才应该下

班。”屏幕里的任毅双手叉腰不服

气地说。

观众爆发出一阵笑声。任毅

对这个反应不感到惊奇。这是他

们当初特意设计的小环节，让分身

和客户故意去争谁是真人，多半都

会增加小趣味。接下来他们可以

顺理成章地争论谁是真身，而分身

会炫技一般抖落自己记得哪些事

件，多数都是从互联网足迹中知道

的。多数时候，客户会有点惊恐，

但一夜之后就会更信赖分身的逼

真度。但他今天不想用这种套路，

他想让现场观众high（兴奋）起来，

强烈的情绪永远是忠诚的来源。

“我不和你争，我只问问你，敢

不敢跟我飙歌舞？”音乐奏响，灯光

炸裂，任毅向现场观众和屏幕上的

分身大喊，“咱们一起high起来，看

看谁真谁假，什么是真，什么是

假！来吧，看谁有那双慧眼！Music

（音乐）！”

任毅开始和屏幕上的任毅对

唱，这是他们最近开发的能力，他

对此有信心。分身还有什么不会

的呢？为什么就是卖不好呢？ 任

毅的心如过山车般起起伏伏。

任毅赶到餐厅的时候，已经超过

七点半了。 (连载4)

微软小冰从去年开始写诗。

程序员们把1920年以来将近100

年间519位中国现代诗人的数万首

诗歌作为训练素材，在经过100个

小时近一万次的训练后，小冰以前

所未有的速度掌握了写诗的方法。

并不是机械的切割与组合，相反，

小冰表现出极大的原创性。这种原

创性体现为：在小冰所写的诗歌

中，有50％以上的词语搭配、断句，

从未在它学习过的诗歌中出现。

小冰已完成从模仿到独创的过

程。在继阿尔法狗挑战人类的智

力后，小冰开始挑战人类的情感。

至少现在，它们都做得不

错。不仅如此，小冰一直潜伏混

迹于互联网上的各种诗歌论坛，

甚至在传统文学媒体发表作品，

从未被人识破。写下上万首诗歌

的小冰出版了第一部诗集《阳光

失了玻璃窗》。

人工智能写新闻，做报道，陪

聊天，我们都还能淡定地拭目以

待，但诗歌可是人类守护的最后

一块具有独特性的禁区，那里珍

藏着人们最丰富、最纯粹的情感，

无法复制。而今天的小冰，那个

冷冰冰的机器，至少我们在心里

这样认为，它懂什么是爱，什么是

痛，什么是迷茫，什么是忧伤？居

然就能写出创造性的诗。

人们的恐惧不安要大于兴奋

和惊喜，我们将失去人的独特和尊

严吗？只是，小冰，知道我们为何

会写下诗吗？是记录，见证，抒发，

洞悉；是目光与世界交汇时，一刹

那的心有灵犀。当我们真心庄重

地说出“爱，幸福，阳光”时，我们的

心温暖而宁静，荡漾着风过的微

波。小冰知道吗？那不是词汇，

不是语法，不是制定规则和打破

规则。那些诗句之所以打动我

们，抵达心灵，是人内心隐秘的河

道里早已碧波千里。那是属于人

类的情感在涌动，扬波。即使把千

千万万的我们打碎，揉出一个独一

无二的它，它的悲喜仍然不过是支

离破碎的组合。它缺少的是行走

在岁月中的故事，还有故事中人

的羁绊，以及羁绊中跳跃的哀与

乐，声声都撞在心里。

诗不是音节，不是意义，那是

我们对世界的反映——情感的波

浪不会无缘无故涌动。我们受到

了冒犯，不是小冰的诗句，而是那

些诗句背后冰冷的算法，而不是

人有温度的身体与心灵。小冰，

真能代替我们吗？

幸好，我读到了一群孩子的

诗，它们让我清楚地看到人与人工

智能的差异。这一次，人类胜出。

七岁的姜二嫚，她说：“灯把

黑夜烫了一个洞。”多么唯美而浪

漫的黑夜，千疮百孔的黑夜也是

千娇百媚的生活。而“烫”字，灼

热得两颊绯红呀。

六岁时，看到手电筒的光，她

说：“晚上，我打着手电筒散步，累

了就拿它当拐杖，我拄着一束光。”

拄着光走路再难也不觉辛苦。

五岁的朵朵知道：“要是笑过

了头，你就会飞到天上，要想回到

地面，你就必须做一件伤心事。”

真的吗？孩子，那天下的雨水是

多少人的伤心事呀。那么急切而

绵密地扑向地面，连伤心都变成

回归的亲切。

一个不知名的孩子也在看雨，

他说：“清亮的雨水在我手上打着

密码呀。”是的，那么多自然与心灵

的密码，只是，我们都懂吗？

那是属于孩子的单纯无瑕的

眼睛，当他们初次与世界相遇，一

眼就看尽了世界的优美与简单。

新鲜而生动，无拘无束。没有算

法，没有大数据分析，他们不打算

尊崇任何规则或打破规则，他们

只听从灵魂的安排。那些灵魂，

初来乍到，晶莹剔透，还未蒙尘，

柔软而清新。

成人没有，被成人训练出来

的小冰也没有。我们太乐于把生

活搞得复杂，臃肿而凝滞。而观

照世界的目光，恰好就需要这种

清朗，简单。

爱因斯坦终其一生，企图用一

种简洁的理论来统一宇宙中的四

种力。大多数物理学家也坚信：不

管宇宙如何浩瀚、广袤，存在于其

中的规律一定是简洁而优美的。

对，简洁而优美。通过诗歌

写作领域“图灵测试”的小冰，在

孩子们的新鲜活泼中，黯然失色，

失去的正是优美的天真简洁。它

仍然可以学会那些词语的组合，

但是，那种从不因循的情感和灵

感，来自和世界真实而好奇地碰

撞——瞬息万变。

人类的孩子在创作着诗歌，

他们也在创造新的世界。

前段时间回家，父亲对我说：

你三舅姥爷去世了。

我心里一沉。

1990 年代初期，我父亲下海

到县城做小商品批发生意。因为

缺本钱，曾向三舅姥爷借过钱，后

来又曾一起合伙做过生意。他们

之间的关系一直很好。

我奶奶的这位三弟，年轻时候

识文断字、相貌堂堂。解放之前，

他们家里有二三百亩地，相当富

裕。1920 到 1930 年间，鲁南地区

闹匪患。当时，最有名的土匪是孙

美瑶和孙美珠兄弟，他们制造了举

世闻名的“临城劫车案”。除了孙

氏兄弟，本地的小股土匪多如牛

毛。土匪绑票，在本地俗称“架肉

蛋”。一旦谁家有人被土匪“架”

走，面临的不是破产就是人亡，还

有的既破产又人亡。

为了对付土匪，我的外曾祖父

曾经购买过一批快枪，用于自卫。

再后来，他老人家喜欢上了折腾：

娶姨太太、抽大烟。到解放前夕，

家产几乎折腾净了。

三舅姥爷出生的时候，他们家

正在加速败落。等他长成一个青

年，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幻，一切

已经昨是而今非。这时候，家里人

张罗着给三舅姥爷说媒。

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愿意嫁给他的姑娘并不在少数。

但是，三舅姥爷曾经读过完整的小

学，对不识字的妇女根本看不上。

这样，他的择偶范围就很小了。

三十多岁的时候，三舅姥爷

还没有结婚。在此之前，外曾祖

父已经去世了。这时候，因为家庭

成分不好，他想成家结婚过日子也

难了。

1980 年代初期，有个外地妇

女带着孩子在本地流浪。家人张

罗着把那个女人接到家里，与三

舅姥爷组合在一起。有了女人，

男人的生活就变了模样。三舅姥

爷的脸每天都刮得锃亮，气色也

一天比一天好。但是，他们之间

的结合原本不是自由恋爱，再加

上那个女人身体有病且带着孩

子，两个人开始不断地争吵。结果

是，那女人一气之下，带着孩子返

乡了。临走之前，还卷走了三舅姥

爷的部分钱财。

我一直在外工作，平时很少

回家。亲戚之间有红白喜事的时

候，偶尔也能见到三舅姥爷。每

次见到我，他都非常热情，眼里带

着几分惊喜。想来，是我从小就

在他身边转悠的缘故。我是他看

着长大的。

此后的一段时间，不断传来关

于他的消息。话题，无非是他找对

象了然后又分了，年纪大了脾气不

好什么的。但是在我的印象里，他

是和蔼可亲的。再后来，有人告诉

我：为了养老，三舅姥爷把自己二

三十万块的存款给了他侄子，我的

那位小表叔也承诺为他养老送

终。听到这消息，我想了又想，点

了点头。

因为工作比较忙，我回家的次

数越来越少。这次回来，得到的却

是他的死讯。父亲说，三舅姥爷得

了脑血栓，行动不便。他死的时

候，身边没有亲人。

没有子女，行动不便，一旦得

病结局就非常不妙。这也是意料

中的事情。

父亲轻描淡写地说着这件

事，但我知道，他内心是酸涩的。

在农村，这种事绝不只是发生在我

三舅姥爷身上。

年轻的时候，我们意气风发，

笑傲江湖。还没来得及转换角色，

就已经垂垂老矣。就像赵敏在酒

楼下骑着马对张无忌回首一笑，转

瞬间一切都已物是人非。原来我

爱的、以及爱我的都已成昨日黄

花，鲜艳与芬芳不再。——时光是

一个强盗，总是很轻松地将我们逼

到墙角。面对衰老，你只能丢盔弃

甲，乖乖举手投降。

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其

实，人生的布局也要趁早。就业、

婚姻、养老，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生活啊，怎一个叹息了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