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5颗“最强大脑”如何看待人工智能
■ 西贝

BOOKS

“阿尔法狗”的胜利，点亮了人工智能的新
纪元，产业大潮汹涌澎湃，资本泡沫与技术狂
想也扑面而来。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人工智能
算法没有明显突破，“鲁棒性”（指异常或危险
情况下系统生存的能力）差、算法黑箱等问题
依然突出，在医疗领域和出行领域的商业化落
地也没有更大进展。一些专家学者开始担心人
工智能将迎来新的“寒冬”。

《AI 的 25 种可能》关注的正是人工智能这
些最前沿的问题，思想家们交流思想，产生火
花，以自己丰富的经验和学识挑战主流的人工
智能学说，而他们所提出的观点，将会更好地
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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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最聪明的一群人
“我们应该找到人工智能领域里

的主流者与持不同意见者，让这些人
都能阐发自己的观点，以此来审视人
工智能历史的演变，以及人类和人工
智能未来的几种命运。”

edge.org号称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组成的
网站， 被称作是当今思想界的一盏明灯。Edge

的英文本意就是刀锋、边缘，而 Edge网站所汇
聚的人群，正是渴望不断探索人类已知世界的
边界和思维的禁区，不断寻求突破智慧极限的
那类人。

Edge网站每年都会提出一个关乎人类命
运的“大问题”，然后邀请 100多位最卓越的人
物坐在一起， 就像一场超大型的圆桌讨论。这
些人包括科学家、艺术家、哲学家、技术专家和
企业家，他们横跨进化生物学、遗传学、计算机
科学、神经学、心理学、宇宙学和物理学等诸多
领域的最前沿。

圆桌讨论的参与者们包括我们熟知的世界
顶尖学者，比如《当下的启蒙》作者史蒂芬·平
克、《自私的基因》 作者理查德·道金斯、《枪炮、

病菌与钢铁》作者贾雷德·戴蒙德、《无价》作者
威廉·庞德斯通、《黑天鹅》作者纳西姆·塔勒布，

也包括一众商业大佬， 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

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 亚马逊
创始人杰夫·贝佐斯、 脸书创始人马克·扎克伯
格……可以说，每一位都是各自领域的权威。

此前几年，他们讨论的议题包括“那些科
学家们彻夜忧虑的问题是什么”、“哪些科学观
点必须去死”、“如何思考会思考的机器”、“宇
宙”、“文化”、“心智”等。

2019 年，Edge 网站关注的年度问题就是
人工智能。他们邀请了百位各领域的顶级专家
学者，让他们读完维纳的《控制论》后重新在长
远视角审视人工智能的发展，最终整理了史蒂
芬·平克、朱迪亚·珀尔、丹尼尔·丹尼特、乔治·
戴森、 斯图尔特·罗素等 25位思想家的文章，

汇集成了这本《AI的 25种可能》。

《AI的 25种可能》和市面上人工智能同类
图书的区别在于其视野前所未有的宏大，思考
非常深刻。 这 25位作者都不是人工智能领域
的参与者， 他们都是第三次浪潮的旁观者，代
表着更远和更开阔的角度。

这 25位思想家的观点并不一致， 甚至互
相反对，就像左右手互搏。正如这本书的编者
约翰·布罗克曼所说：“我们应该找到人工智能
领域里的主流者与持不同意见者，让这些人都
能阐发自己的观点，以此来审视人工智能历史
的演变， 以及人类和人工智能未来的几种命
运。”

重新审视先驱的思想

正是由于与“控制论”拉开了近
70 年的时间差距，才让《AI 的 25 种
可能》 这本书中的文字不局限于当
下，而具有更长久的半衰期。

维纳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创始人之一。他是
个神童，14 岁大学毕业，4 年后在哈佛大学获
得哲学博士学位。为了描述他关于动物和机器
如何依赖反馈机制来进行控制和交流的研究，

维纳选择了“控制论”（cybernetics）这个词。

1948年，维纳的《控制论》问世，但这本书
技术性很强，大众不易读懂。于是 1950 年，维

纳又出版了通俗版本的《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
与社会》一书，目的就是希望通过他的努力使得
人类在技术世界的环绕中更加有尊严、 更有人
性，而不是相反。

在 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正式提出 “人工智
能”这个概念以前，维纳控制论大行其道。在维纳
的两本书中，他考虑的是技术的社会、政治和伦
理方面的问题， 还得出了一些令人灰心的结论。

维纳的主要观点是， 不仅在人类和人类社会中，

在其他生物群体乃至无生命的机械世界中，都存
在着同样的信息、通信、控制和反馈机制，智能行
为是这套机制的外在表现。因此不仅人类，其他
生物甚至是机器也同样能做出智能行为。维纳和
他的控制论思想如今也被视为人工智能“行为主
义学派”的奠基者。

更重要的是，亲历二战的维纳在为人工智能
勾画蓝图时，也提出了自己对机器统治的担忧和
警告。在《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中维纳
预言，依赖机器统治可能成为一种“新法西斯威
胁”，他写道:“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必须
在正义与邪恶之间作出选择。我们必须停止亲吻
鞭打我们的鞭子。”但是这种“唱反调”的做法让
维纳在冯·诺伊曼、克劳德·香农等同事之间遭到
了冷遇， 他们更加关注的是把新科技转化为商
机。

在今天，随着人工智能开始侵入社会生活的
几乎每个方面，人工智能和人类智能的关系再次
受到关注，维纳的预言仍然十分有价值。

在此契机下，约翰·布罗克曼带着 25位顶尖
思想家们回到了维纳半个多世纪前开始提出的
问题上。他让这 25位思想家读《人有人的用处：

控制论与社会》后，写下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文章。

正是由于拉开了近 70年的时间差距，才让《AI的
25种可能》这本书中的文字不局限于当下，而具
有更长久的半衰期。

对人工智能未来的想象

这本书就像一张大网，网罗并几乎
穷尽了全世界最伟大头脑对于人工智
能的所有前沿思考，阅读它，你除了比
周围人丰富了多个尺度之外，还有可能
登上下一个时代的客船。

社会如何权衡谨慎与创新的速度、准确性与
可解释性、隐私与性能之间的关系，将决定人类
与智能机器之间发展出何种关系。人类面临的风
险很高，但如果不妥善处理这些关系，人工智能
将难以向前发展。

在这本书中，人工智能和人类智能的关系是
思想家们探讨的重点，但这些人对于人工智能的
态度却大相径庭。

比如科技史学家乔治·戴森认为， 好的人工
智能就是个神话，当人类已经习惯于通过数字化
编程控制机器，也许以神经网络为代表的模拟计

算会把对于世界的控制权从人类手中夺走。“任
何一个简单到可以理解的系统都不会复杂到可
以智能化行事，而任何一个复杂到足以智能化行
事的系统都会太过于复杂而无法理解。”

哲学家、《直觉泵》 作者丹尼尔·丹尼特对智
能的态度就是工具论———我们不需要人造的具
有意识的智能体。 有太多的自然意识的智能体，

足以处理任何应该保留给这样的特殊和特权的
实体的任务。我们需要的是智能工具。工具没有
权利，不会有可能受到伤害的感觉，也不会对无
能的用户强加给它们的“滥用”产生怨恨。

认知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更是反对悲观的
末日预言，他认为那些预言源自心理偏见，媒体
的报道也是助纣为虐，机器对社会造成的危险不
来自机器本身，而来自人类如何看待它。

另外一个主要讨论的话题是人工智能技
术发展的问题。当前的人工智能热潮无疑是由
深度学习引发的， 自吴恩达等人 2011 年发表
“识别猫”研究后，深度学习及其引发的技术已
经在图像识别、游戏等任务中超越人类，并让
机器学习技术的应用带入人们的生活。 这种
“阿尔法狗” 背后的技术是否是未来人工智能
的方向？

其中， 图灵奖得主朱迪亚·珀尔对深度学习
持绝对怀疑态度，他详细论述了不透明学习机器
的局限性———数据科学只是一门有助于解释数
据的科学，而解释数据是一个二体问题，将数据
与现实联系起来。但无论数据有多“大”，人们操
控数据多么熟练， 数据本身并不是一门科学。而
汤姆·格里菲思是个技术乐观派， 他强调的是价
值对齐，就是使自动化智能系统的价值与人的价
值对齐，与人类智能模型对齐，从而使得人工智
能更接近人类性能。

在这本书中， 类似这样的观点争锋还有很
多。可以把这本书看成是一场辩论比赛，正反双
方讨论当下人工智能的发展，辩论人工智能有没
有让我们变成自己制造的工具的奴隶，人工智能
的终极天花板又在哪里， 该不该对其有所限制。

25个人提供了 25个看待人工智能的价值维度，

或悲观或乐观，或工具论或控制论，或反思本质
或展望未来。书中的观点不是像量子力学那样烧
脑，但逻辑严丝合缝，我看到了截然不同的观点，

却觉得每一篇都有道理。

可以说，这本书就像一张大网，网罗并几乎
穷尽了全世界最伟大头脑对于人工智能的前沿
性思考。阅读它，你除了比周围人丰富了多个尺
度之外，还有可能登上下一个时代的客船。

《AI 的 25 种可能》
[美]约翰·布罗克曼 编著
王佳音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只要有人在写作，故事就不会消失
■ 杨懿晶

在门罗摘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前， 玛格丽特·阿特
伍德的名字似乎就是普通读者对加拿大文学的全部
印象。1961年，她以诗人的身份进入文学圈，五十多年
来，以惊人的创作力发表了十七部长篇小说、十六部
诗集、十部非虚构作品、八个短篇集、七本儿童文学，

甚至还有电视剧本、舞台剧本和绘本。

阿特伍德 1939年出生于加拿大渥太华， 但她童
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加拿大的北部荒野度过的。她
的父亲是一名昆虫学家，母亲是营养学家，她的哥哥
后来成了一位神经生理学家。 直到她上小学以前，这
家人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与世隔绝的昆虫观察站里。

尽管她是家里唯一没有从事科学相关职业的人，但她
的写作总会出现“荒野”、“生态”、“科技”方面的关键
词。

1966年， 阿特伍德发表了第二本诗集 《圆圈游
戏》， 获得了加拿大总督文学奖。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
下，加拿大女性成为职业作家的前景并不乐观，就连
加拿大文学本身都还处于一种 “未被发现” 的状态。

1972年，她发表了一本名为《生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探
究》的作品，提出“加拿大文学”的主旨是“生存”，帮助
建立了加拿大文学作为一个国别文学的研究方向。她
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可以吃的女人》（1969年），以“进
食”的隐喻指出女性在职业和婚姻生活中面临的无形
压力，以及两性之间的权力差异，而这也成为阿特伍
德之后的写作生涯中一再关注的主题。之后，她凭借
着自己的创作三度入围布克奖， 最终在 2000年凭借
《盲刺客》拿下了这一奖项。过去几十年里，她几乎囊
括了除诺贝尔文学奖以外所有重要的文学奖项，成为
当之无愧的“加拿大文学女王”，也是当今世界文坛成
就最高的作家之一。

虽然国内出版了不少阿特伍德的作品，但是她一
直面临着“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境地。直到 2017 年美
剧《使女的故事》风靡全球，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这个
名字才终于有了“出圈”的趋势，这部初版于 1985 年
的作品再度跃上了欧美各国的畅销书榜首，在国内也
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尽管《使女的故事》是上世纪
八十年代的产物，但其中涉及的许多主题在今天依然
没有过时， 而在西方政治环境持续恶化的影响下，身
穿红裙、头戴白帽的女性形象俨然成了最新一轮争取
女性权益运动的标志。

多年来，围绕着阿特伍德是不是一个女性主义作
家的讨论始终没有停止过。女性主义者将其作品视为
女权运动的产物，更有不少人把她视为女性主义运动

的一面旗帜。诚然，她的很多作品都是从女性角色的
视角出发， 所关注的内容也多半与女性的处境有关，

但在她看来，男性或女性的视角并无优劣之分，她的
选择更多是为了叙事和创作的需求服务。即使是在第
二波女性主义运动如火如荼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阿
特伍德也始终保留着自己与这一波浪潮的距离，因为
“我不想成为任何形式的信念的传声器”。而在《使女
的故事》再度引发热议的今天，阿特伍德仍然一遍又
一遍地拒绝这个标签。在她看来，“女性主义”已经逐
渐变成那类很难被准确定义的名词， 当人们在谈论
“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时，很多人其实并不能够准
确定义自己想要探讨的是什么。 阿特伍德认同的，并
且也一直致力于探讨的，是所有人类的权益，没有性
别之分。看过她的作品就知道，她的写作并不仅仅是
关乎女性的，这样的标签对她的理解是过于狭隘了。

在 2017年《使女的故事》新版序言中，阿特伍德
专门就此做出了回答。她写道：“《使女的故事》是一部
‘女性主义’小说吗？如果你指的是一本宣传意识形态
的小册子，里面所有女人都是天使，或是失去道德选
择能力的受害者，或者二者皆是，那么答案是否定的。

但如果你说的是这样一部小说，里面的女性均为有趣
且重要的人类———性格各异、举止不同———在她们身
上发生的一切对这本书的主题、结构和情节都至关重
要，那么，答案是肯定的。在这种意义上，许多书都是
‘女性主义’的。”读过这本书后，读者就会意识到，其
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极端秩序下的受害者，无论性别和
地位。

看过《使女的故事》的读者都知道，小说最后留下
了一个开放性的结局，而在已经播放到第三季的电视
剧中，女主人公的命运也依然悬而未决。因此，从阿特
伍德正式宣布正在创作续集的那一刻起，就收获了全
球读者的期待。确定新书发布日期、宣布续作书名、公
开新书封面、确定发布行程……有关这部作品的任何
一点消息都会被大量关注和探讨。水石书店早早就开
始为这本新书预热，今年 3月伦敦书展期间，与《使女
的故事》中标志性红色形象相对应的绿色书封海报占
领了大多数书店橱窗最醒目的位置。 小说首发当日，

书迷彻夜排队等候， 新书发布对谈多地实时转播，首
印 50万册一周内就销售一空，不夸张地说，这样的场
面过去只出现在《哈利·波特》新书首发的时候。

当我们在谈论阿特伍德的作品的时候， 尤其是
《使女的故事》，总会一再为她展现出的超越时空的洞
察力所震撼。《纽约客》 曾在 2017年的一期人物专访

中称阿特伍德是“反乌托邦的预言家”。对此，她的回
应是，自己书写的并非“可能的预言，而是人们被置于
某种特定压力下的所作所为”。事实上，她的作品之所
以让人心悸，是因为其中描述的情况看似极端，但读
者却会在纸页间不断找到现实的投影。每写作一部小
说，她都会以科学家一般严谨的态度进行大量的背景
调查和研究。 在多伦多大学的稀有书籍图书馆里，收
藏着她的 474个写作素材箱 （这还是到 2017年为止
的数据）。以《使女的故事》为例，阿特伍德的一个原则
是， 不会在书中放入任何历史上不曾发生过的事件，

或者任何不存在的科技。没有想象的小发明，没有想
象的法律，没有想象的暴行，只有阿特伍德高超的叙
事技巧和细腻深刻的心理描写，读者甚至能够分明地
感受到小说中雪夜的黑暗和寒冷，对主人公的情绪起
伏感同身受。

而到了她最新的“疯癫亚当三部曲”中，对这种极
端环境下人类生存危机的思虑又有了新的洞见。其
实，如果不纠结于“续集”这个定义的话，“疯癫亚当”

系列所构筑的世界更像是《使女的故事》在 21世纪的
延续。生物基因突变引发的全球性灾难，大公司的唯
利是图，全球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两性之间的对
立， 那些看似疯狂的想象似乎正在逐渐成为现实。阿
特伍德从不避讳小说应该是一种探讨道德困境的方
式，而作家的挑战正在于如何规避从道德的角度去下
定论。她始终关注的是用文学这个载体去探索权力的
问题，去洞察人性的复杂和脆弱。她认为自己的小说
遵循的是维多利亚时期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应该用
客观、审视的角度去阅读，而非代入主观的经验。

值得庆幸的是，无论阿特伍德在小说中描绘了怎
样绝望的末世图景， 故事的结尾处总是隐藏着希望，

而这种希望总是由文字带来的———只要还有人在记
录、在写作，我们的故事就不会消失。记录本身就是一
个充满希望的举动：每一个被记录下来的故事都暗含
着一个能够自由阅读的未来的读者。无论是《使女的
故事》中奥芙弗雷德藏匿在录音带中的讲述，还是《疯
癫亚当》末尾下一代对文字的习得，再到最新的《证
言》中三个不同的女性见证者的声音，都是作者给予
我们的一种希望。文学如同曙光，能够刺破所有黑暗。

《使女的故事》
[加拿大]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著，

陈小慰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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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世界观，先要观世界
■ 刘昌宇

这是一次史诗般的环球旅行，在
长达 114天 52248公里的行程中，毕
淑敏乘坐“和平号”游轮，先后穿越太
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北冰洋，纵横
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大洋洲，成功
实现了儿时许下的周游世界的梦想。

而她对旅途沿岸国家风物的介绍，从
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对这次旅行意义
的一系列思考，都荟萃在她最新出版
的《蓝色天堂》这本书里。

儿时的毕淑敏，曾被法国科幻作
家凡尔纳的《80 天环游世界》一书所
吸引， 那时的她就憧憬着有朝一日，

也能像故事中的主人公一样，凭借自
身的勇气， 来一次惊艳的环球之旅。

多年以后，她被一则环球旅行的广告
深深打动，于是，说服儿子跟她一起，

毅然踏上了游览世界的征程。

这是一次考验心智和毅力的长
途奔袭，也是一场领略世界文化和异
域风情的人文之旅。乘着游轮，毕淑
敏越过浩瀚的历史星河，饱览人类雄
浑的文明乐章， 拂去苦涩的悠悠海
风，以一双真切的慧眼，打量着大洋
彼岸的纷繁和迷离，审视着东方巨龙
跨越千年的沧桑和美丽。从一次次停
船游历中，以及不辞辛劳的探幽访古
里，她洞悉世界的博大幽远，洞察东
西方文化的同与不同，为中华文化的
声名远播， 为华夏文明的历久弥新，

而倍感自豪；并在探究世界文明渊源
的版图上，清晰而坚定地烙印下了中
国的印记。

一条船， 就像一条流动的飘带，

把中国和世界紧紧连在了一起，又拉
近了彼此之间的时空距离。通过毕淑
敏的叙写，一幅奇妙而生动的寰宇画
卷悠然展开。眺望东方，在我们一衣
带水的近邻日本，深受中国文化的浸
染，不但过春节，也过七夕，只不过中
国的情人节在当地最终演变成了励
志和狂欢的节日，东方节日文化的融
合与发展，令人着迷。路经西班牙巴

塞罗那， 节奏明快的弗朗明戈舞蹈，看
得人眼花缭乱，西方的舞蹈艺术热烈奔
放， 给寂寞的旅途注入了一丝亮色。在
旅欧友人的陪伴下，徜徉于世界上最大
的阿姆斯特丹鲜花交易市场，五彩缤纷
的各式鲜花， 馥郁持久的草木之香，不
禁引人神往。 而深入危地马拉密林，探
访古老而神秘的玛雅文明，则让毕淑敏
感慨万千。“玛雅人和中国人之间，隔着
浩瀚的太平洋， 但又有很多相似之处，

特别是三星堆的出土文物，更有一种神
韵相连。”在墨西哥，龙舌兰独特的酿造
工艺和饮用方法，让人为之倾倒。从它
尽善尽美的品质追求中，毕淑敏悟出了
民族匠心之于世界经典的深刻关系，走
向卓越、多元，才能拥有一个活力无边
的广阔世界。

这次环球旅行， 使毕淑敏受益匪
浅，她发出了“要有世界观，先要观世
界”的感喟。这次曼妙的风情之游，不仅
开阔了毕淑敏的视野， 拓展了她的胸
襟，也使其人生境界陡然提升，她在书
中意味隽永地写道：“我决定从现在开
始，再不无谓地消耗一分钟，尽心尽意
做自己喜欢的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让
沙芥般渺小的生命和一种广博的存续
连接在一起，如同浪花在海洋中快乐嬉
戏并生生不息。”这既是她的自勉，对我
们来说，也不啻为温润的生命教诲。

谈及之所以要定名为《蓝色天堂》，

毕淑敏认为，天堂并不遥远，就在你我
指尖。 天堂是既可以建设也可以毁坏
的， 就看我们如何面对人类的未来。现
实中，我们每一个人，未必都能像毕淑
敏一样，有一定的时间和财力，去来一
场说走就走的环球畅游。但是，通过书
本和网络，一样可以感知世界。只要心
中自有乾坤在， 这个世界在我们手中，

必将会变得越来越魅力无限。

《蓝色天堂》
毕淑敏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