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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未来，我们决定
———专访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机教授贾斯汀·卡塞尔

■ 本报首席记者 顾学文

对话 知沪 悦赏言讲

周末

日前，助推上海全球科创中心建设的品牌活动———2019

第四季漕河泾科创嘉年华成功举行。活动中最引人瞩目的演
讲者来自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副院长贾斯汀·卡塞尔
教授，她对未来的畅想点燃了现场观众的情绪。

在演讲结束后的独家专访中，面对人工智能安全性等一
系列问题，被誉为“人工智能女王”的卡塞尔教授以对未来负
责的态度，展现了前沿科学家的思考与担当。

家专访独

WEEKEND

贾斯汀·卡塞尔教授
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副院长，世界经济论坛计算机全球未来理

事会主席，世界经济论坛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委员会前主席。主要研究领域
为如何利用机器对话提高人类学习及沟通技巧，在业界因主创研发人机交
互系统 SARA而知名，被誉为“人工智能女王”。

还没有找到
教会人工智能常识的方法

解放周末：很高兴专访您。为了采访您，我事先在翻译软
件的帮助下准备了一份提纲，这就是人工智能技术给我们人
类带来的便利之一。而且，就我的使用体验来说，翻译软件的
翻译质量一直在提高。伴随着 5G的发展，包括自动翻译等在
内的人工智能技术是否会迎来重大的突破？

贾斯汀·卡塞尔：如你所说，从翻译软件到城市交通管理、

环境污染治理、政府工作效率提升等，人工智能正在方方面
面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虽然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之路并非坦
途，但幸运的是，我们当前所缺失的恰是 5G所能提供给我们
的，那就是网速和带宽的大幅提升，这将大大提高业务效率
和数据收集。5G为人工智能创造了快速发展的新环境，人工
智能技术在很多领域的应用将发生新的变化。

解放周末：会有哪些新变化？

贾斯汀·卡塞尔：比如机器学习，它是当今人工智能领域
应用中最重要的工具。就像教孩子一样，我们向机器展示一
张猫的图片，告诉它“这是一只猫”，然后再向它展示一张狗
的图片，告诉它“这不是一只猫”。上百万遍的重复，机器就习
得猫的共性并将其识别出。

学习效果好坏有赖于数据集，当数据集太小或不好的时
候， 算法就会发生偏差。 如果我们没有输入足够多的猫的图
片，机器就无法正确识别猫。图像识别相对简单，处理一个自
然语言，需要整整 5天。量子计算可能会在某一天为机器学习
带来更快的速度，但这需要 5G这样的高速通信技术作基础。

机器学习能力提高是内在的，对人们来说，可期待、可见的
变化是，5G时代，人工智能所能带来的各项前景，包括制造、无
人驾驶、教育等，都将比以往任何时候获得更快的发展。未来可
能出现这样的生活场景：你在购物网站上刚下单，产品就在离
你住处一公里处被 3D打印机打印出来， 迅速送到你手中；残
障人士可以与工程师、艺术家一起设计自己想要的假肢；教育
可以更好地满足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越来越多的企业在不同
城市或国家拥有员工， 通过人工智能中枢来实现远程协作；快
到几乎没有延迟的 5G 速度， 有助于整座城市实现无人驾
驶———当然，前提是城市所有的交叉路口配有传感器和自适应
的交通信号灯，智能基础设施是发展无人驾驶技术的关键。

解放周末：是否可以说人工智能发展的障碍已被扫除？

贾斯汀·卡塞尔：远远没到障碍被扫除的这一天，事实上
正相反。人工智能虽然在一些领域比人类聪明很多，比如众
所周知的阿尔法狗，但在更多领域，人工智能的智商只相当
于两三岁的孩子， 我们还没有找到教会人工智能常识的方
法。比如此刻，如果我让机器人把那边装着水的玻璃杯拿给
我，它不是把水洒了，就是把杯子捏碎了。它非常有力，却不
懂得如何温柔地用力。

不存在机器人
统治地球的可能

解放周末：有力却不懂得如何温柔用力，这无法不让人
联想起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

贾斯汀·卡塞尔：很多人都在说机器人将统治地球，包括
一些有影响力的人。但其中有些人可能只是喜欢因此而出现
在新闻里；而另外有些人虽然在其他学术领域做出了超凡贡
献，但他本人并不是计算机科学家。计算机科学家们不认为
存在机器人统治地球的可能。

有个笑话说：如果有一天机器人造反，我们只需等待 45

分钟，它们的电池就没电了。

解放周末：但如果将来的机器人不装电池，只需通过互
联网就能给自己充电了呢？

贾斯汀·卡塞尔：但它们不会知道自己没电、需要充电了。

哲学上有一个“缺陷意识”的概念，人无法知道自己不知道什
么，机器人不知道自己需要充电，而电池是会没电的。

在我看来，真正聪明的人工智能，不是下棋赢了人类冠
军，而是会在各种信息中建立起联系，懂得推理，拥有常识。

而目前的研究进展离这一天还非常非常远。

解放周末：无论多远，我们依然需要弄清楚前行的方向，

毕竟我们正身处一列高速前行的列车上。

贾斯汀·卡塞尔：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所以我在很多场合，

包括今天的演讲中也提到，5G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安全问题依
然隐藏其中。我曾经说过，也会一直坚持说，我不会接受任何我不
信任的研发资金，不会开发不与人类合作的人工智能。

解放周末：但您不能保证其他人也不这么做。事实上，包
括美国在内，已经有一些国家或机构在悄悄研发战争机器人。

贾斯汀·卡塞尔：（拿起眼前的笔）这是一支笔，我可以用
它来书写真理，也可以戳伤你。人们害怕人工智能，是因为它
们可以变成杀人的武器。按此逻辑，我们身边几乎所有的东西
都应该被拿走，因为它们在坏人手里都可以变成武器。

重要的是教育。我们必须改善我们的教育体系，在孩子
们还很小的时候就要教育他们成为善良的人。此外，在大学
里，心理学专业教学生要尊重生命，哲学专业也教学生要尊重
生命，可是，计算机专业不教。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这
点，计算机科学家和计算机专业的学生，都开始学习伦理学，

学习尊重生命。这一点非常重要，需要我们时刻铭记在心。

解放周末：您怎么评价这种教育的效果？

贾斯汀·卡塞尔：重要的是持之以恒。我从 2001年开始
研究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当时并没有很多人关注，但现在，

这已成为全社会一个普遍的观念，这就是教育的结果。我会
继续不断地教育我的学生， 我的学生也会教育他们的学生。

还有我的论文，人们可以从网上读到我的论文。这样的教育
工作不是我一个人在做，其他许多计算机科学家都在做。

我们不能因为未来存在往坏的方向发展的可能，就放弃
往好的方向创造未来的努力。 和那些害怕人工智能的未来、

试图阻止其发展的人不同，我会对未来负责。我可以，也要让

一个美好的未来发生，这是我作为科学研究者的责任。

对未来负责肯定要难于阻止未来， 但我希望大家记住：

人工智能的未来掌握在我们手中。 我们决定怎么使用它，我
们决定未来是光明的还是黑暗的。

如果找错问题，

就不可能找对解决方法

解放周末：人工智能带来的问题，还包括失业风险。随着
人工智能的发展，人类失去的工作岗位已经不限于一些重复
性或危险的劳动。

贾斯汀·卡塞尔：机器人真的会全面取代我们吗？《经济学
人》杂志的最新研究表明，一些重复的、不太需要很高技能
的、无聊的工作正在消失；同时，一些新的工作岗位正在被创
造出来。这些新岗位需要从业者具有人类特性的技巧，也就
是与他人协作的能力、社交的能力。需要社交能力的岗位的
增幅是最大的，聊天、喝咖啡这些人类特有的行为可以在伙
伴间、团队中建立起良好的情感连接。

不要消极看待就业领域的变化。 我们并非被迫选择如
此，实际上这是主动选择的结果。相比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
和一天工作三五个、甚至两三个小时，你会怎么选？我们需要
做的是，当我们把大部分工作交给机器人后，重新思考人类
的定义、生活的意义。

解放周末：您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到，让机器人代替人类
父母为宝宝换尿布， 这样父母可以有更多时间陪伴孩子，但
亲手换尿布难道不正是陪伴的一部分吗？

贾斯汀·卡塞尔：不仅是小婴儿，即便我们成年人，也需
要身体的接触，当你拥抱着你的爱人时，你是在告诉他（她），

你在这里，你爱他（她）。换尿布时父母可以抚摸孩子，孩子可
以感受到父母的爱意。但现代社会往往需要父母在孩子还很
小的时候就出去工作，当他们和孩子相处时，是把时间花在
给孩子换尿布上，还是把孩子抱在怀里轻轻摇他、亲他，或者
陪他玩呢？我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在美国，生完孩子两周后，

母亲就需要回到工作中。

解放周末：未来人类会不会像电影《她》里那样，爱上人
工智能？事实上，今天的我们每天花在智能手机上的时间往
往多于陪伴家人的时间。

贾斯汀·卡塞尔：我看过这部电影，非常喜欢，但我不认
为它如表面上的那样， 是在讲述人类和人工智能的爱情故
事。恰恰相反，它反映了现代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我待在中国
的时间里，有时会骑车或坐地铁，常常看到车厢里、马路上年
轻人低着头看手机，相互之间没有眼神的交流。这非常糟糕。

问题不在人工智能，而在我们的选择。如果找错问题，就
不可能找对解决方法。

解放周末：您在人工智能领域最为人知晓的成就是主持研发了
有社交意识的机器人助理 SARA，您觉得这项研究的意义是什么？

贾斯汀·卡塞尔：SARA是第一个能与人类建立社交关系
的机器人。在她之前，人工智能对人类来说是工具，但她是人
类的伙伴。

我们一直在通过研究人类的智力行为来发展人工智能，却
没有对人类的社会行为进行研究。 人类的社会行为非常复杂，

包括表情、身体、声音等。我想通过建造类人的方式去理解人
类，这会是研究人工智能的一个很好的方向———如果我们先去
研究真人，再去发展人工智能，就能更快更好地发展人工智能。

另外， 随着人类在电子设备上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科
技需要回归到古老但依旧重要的原则：以和人们建立关系的
方式管理机器和人的长期交互关系，并让其不断发展。

解放周末：SARA和人类的伙伴关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贾斯汀·卡塞尔：SARA能自动理解人的感受， 推导人际关
系纽带，且理解程度能不断巩固和加深。她会根据人的情绪做出
相应的反应，用自己的行为对交互关系做出合理、适宜的回应。

解放周末：如果人类隐藏真实的情绪呢？

贾斯汀·卡塞尔：人类其实并不善于说谎。比如笑，我们脸
上会出现许多种不同的笑， 但只有一种笑意味着我们是快乐
的，其他笑容都不是真的。我把这种微笑叫作“独生的微笑”。

SARA捕捉的是和她面对面的那个人的情绪， 因为两个人的关
系是双边的，因而容易确认。

解放周末：这样的社交人工智能会不会减少人们对真实社
交生活的需求？

贾斯汀·卡塞尔：我认为恰恰相反，因为人类关注的是真实
的人， 而社交人工智能可以训练我们的心灵和其他人建立关
系，也会提醒我们和其他人的协作多么重要，和世界上其他人
互相依赖多么重要。比如社交人工智能可以帮助那些自闭症患
者与周围建立联系。

努力改变计算机科学的
“男性”形象

解放周末：您知道自己被叫作“人工智能女王”吗？在一个
通常被认为由男性主导的领域做“女王”的感觉如何？

贾斯汀·卡塞尔：（笑）我不太清楚人们怎么叫我，但我确实为
女性在计算机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目前，在全世界的计
算机学院里，18岁到 22岁的学生中有 50%是女生。这太神奇了。

情况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以前，通常父母更倾向于鼓
励男孩、而不是鼓励女孩去学习计算机科学。那些 10岁以前喜
欢计算机、喜欢数学的女孩，长到十一二岁的时候，相比自己的
想法，她们变得更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希望自己讨人喜欢、

受人欢迎。这时，如果其他孩子或她们的父母对她们说，计算机
科学是为男孩准备的，你为什么要学？她们往往会选择退出。

曾有女孩向我讲述她的困惑。她说，朋友们都说她网球打
得好，为什么不好好打网球，而去学计算机？她们不认为她能成
为一名计算机科学家。她说：“我喜欢网球队的队友们，也许她
们是对的，我应该退出计算机的学习。”我告诉她，你必须把她
们的说法从你的脑子里“推”出去，你被接纳在这里学习计算机
科学，说明你很擅长，而你在这里学习计算机科学这件事本身，

就在改变计算机科学的“男性”形象，如果你退出了，计算机科
学的“男性”形象就得不到改变。

解放周末：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贾斯汀·卡塞尔：为改善女性学习计算机科学的环境，我们
做了很多工作。比如改变教授计算机科学的方法。以前几乎每
所教授计算机科学的大学，本科最初两年都只教方程、算法、数
学等，根本不涉及计算机。但我们了解到，很多女性对计算机科
学感兴趣是因为对应用程序好奇，通过应用程序看到计算机能
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于是我们就从应用程序教起，事实证明，这
样的教法让计算机科学更有吸引力。

如果计算机领域只有年轻男性参与，那么，创新产品可能
只考虑了年轻男性的需求。创新成果要有多样性，需要参与者
也是多样的：要有青年人，也要有年纪大的人；要有男人，也要
有女人；要有各种肤色、来自各种文化的人。

解放周末：回到 30年前，当您还是达特茅斯学院一名学习
比较文学的本科生时，女性进入计算机领域的机会更少，您是
怎么改变专业的？

贾斯汀·卡塞尔：其实我的兴趣没有变过，我喜欢“讲故事”。

我年轻时，以为“讲故事”就是文学，碰巧我又喜欢文学、喜欢阅
读，所以就选择了比较文学专业。但是，我不仅想研究名作家，

更想了解普通人的故事。但老师说：不行，你要读名著，普通人
的故事很无聊，没有价值。我的本科论文写的是著名作家塞缪
尔·贝克特的英文文本和法文文本的对比分析。老师说，这很有
趣，但这不是比较文学。于是我转而去英国读语言学硕士，研究
苏格兰孩子讲故事时的身体语言。英国老师说，这很有趣，但这
不是语言学。我和他争论什么是语言学，但最终我回到美国，攻
读心理学博士，研究人类行为。

30岁时我成为一名年轻的教授， 我发现计算机是我分析
语言的非常好用的工具，它可以把人们的语言“切”成一片一
片。一年后，校长说，你的精力太分散了，你要选定一个领域，不
然工作满 7年后就不续聘。这时正好有朋友邀请我去旁听他们
的计算机课，我就去了，那一年的学习让我对计算机本身产生
了兴趣，因为我找到了一种我喜欢的做事情的方法———建造东
西、讲故事、研究声音。后来，我收到了来自美国最好的大学之
一的麻省理工学院的邀请，我欣然接受，去“考验”计算机是否
就是我的“真爱”。

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直到 35岁，我才选择留在计算机领域。

但我决定要给这个领域带去一些不同以往的东西， 把我在比较文
学、语言学、人类行为学等方面学到的知识融入其中。我喜欢改变。

解放周末：走过的路虽然长，但也许正是这种跨学科背景，

成就了您在机器语言、人机交互等方面的创新贡献。

贾斯汀·卡塞尔：我想是的，跨学科对创新特别重要。

解放周末：在计算机专家的身份之外，您还是卡耐基梅隆大
学计算机学院的副院长，作为一位教育者，您是如何教学生的？因
为人工智能领域的知识更新非常迅速，很可能您今天在课堂上教
他们的东西，明天就被淘汰了。

贾斯汀·卡塞尔：我尽力教学生一些永远不会过时的东西，而
不是教他们编程。 我教他们如何理解人类的行为———如何研究
它、分析它，以及如何将研究、分析的成果作为人工智能系统的基
础而加以应用。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使他们区别于其他一般的
计算机软件开发者， 他们懂得任何人工智能系统都必须以人为
本，为人所用，与人互动。

解放周末：最后，就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您有什么建议？

贾斯汀·卡塞尔：四条建议。首先是公平竞争，当很多企业试
图解决同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会激烈竞争，从而推进创新发展
的速度；其次是鼓励合作，一个人需要多元知识结构，一个团队更
需要不同学科背景的成员；第三是强化多样性，很多科学研究已
经表明，创新者的多样性越丰富，创新成果的多样性就越丰富；最
后是保持开放性，硅谷很棒，但硅谷的创新活力正在向其他城市
转移，因为硅谷总是认为自己是最聪明的，开始不与硅谷之外的
世界交流。上海要保持和世界的连接，上海会更厉害。

李茂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