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种关注

19 世纪以来，人工智能就是科幻小
说 、科幻电影最钟爱的主题 ，以至于它
占据了我们关于未来的主要想象空间。

不幸的是，它窄化了我们对于未来生命
和生活形式的想象，似乎人类未来的主
要内容就是与机器人的斗争。

同时，过去一百年充斥在科幻文化
中的拟人化手法也把人工智能窄化了。

机器人只是人工智能的一种典型形式
和一个发展方向 ，也就是 “人工生命 ”，

它的早期回声是拉美特里的 《人是机
器》。 而人工智能对我们的意义不只是
它可以模拟、 延伸和拓展人的思维，更
重要的是，AI 技术的发展对我们理解人
的语言、思维和智能本身有巨大的推进
作用 ， 它有助于我们去探索人类的思
考 、学习 、分析 、推理 、规划和想象究竟
是怎样的智力过程。

我的意思是：我们关于人工智能的
讨论应跳出人工生命的想象进入更广
阔的天地 。 未来的设计应该超越 “窄
化 ”，通过 “设计 ”为人的未来创造一个
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和发展空间。

科幻文化对人工智能的窄化还在
于，好莱坞电影中总是将机器人和人的
根本差别归于感情或者说是更煽情的
“爱”，其实人的社会性存在是人工智能
尤其是人工生命研究领域最大的难题。

人工智能可以“写诗”，可以在棋盘上战
胜人类，但是它必须接受指令才会写诗
和下棋，它并不具备写诗和下棋的原初

欲望和冲动。 人工智能必须建立一个可
预测的世界模型以及反应、 修正机制，

这都是建立在一个理性个体的假设之
上。 问题在于，世界上不止有一个个体，

还有无数他者———他人或其他的 AI，如
何以算法应对无数社会性个体之间复
杂的 、 充满非理性和偶然性的相互作
用？这才是目前 AI 技术的难点所在。心
灵没有方程式，社会性的心灵更加无法
用算法解决，作为一个策展人和艺术教
育者 ，我愿意乐观地说 ，这或许正是艺
术的机会。

然而，人的社会性在今天这个网络
社会受到了新的挑战。

近 20 年来，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

技术在明显加速，我们能够感觉到各种
技术对生活的“重置”。 技术的发展在引
诱着也是强迫着我们跟随，不断跟它一
起更新换代———引诱是因为花样翻新、

追求时尚，而强迫是因为整个服务系统
在更新 ，我们只能跟着更新 ，否则等待
你的是脱离网络、去社会化。 这种加速
度，这种实时性，这种迅即的自动化／现
成性， 取消了我们自主的学习与生产。

那么，我们是不是还能保持艺术制作和

创造的欲望？

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最切近的应用
场景中，亚马逊、淘宝、京东设置了众多
的推荐和方便，这些“方便”不但是引导
消费的诱饵，更是对我们自身性的诱导
和窄化。 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合作中，

我们的偏好被强化 ， 我们的欲望被放
大。 新技术对我们的阅读是一个超级踪
迹学建构，据说阿里巴巴对每一个淘宝
用户的定义， 可以拓展到几千个标签。

这意味着 ， 它比你自己更了解你的欲
望、你的需求、你的目的、你的冲动。 然
而 ，这只是你的数码存在 ，这不过是由
概率算法导出的一种“显示性偏好”。

同样 ，通过社交网络 ，你总是会看
到你想要看到的。 社交网络营造出一个
让我们每个人都舒适的 “共识性 ”小环
境，一个自我映射、自我生产的小世界，

这个小世界， 已经具有了Matrix的基
本雏形。 我们在自媒体的自我数据化中
“被个性化”，在“朋友圈”与“众筹经济”

的网络互动中“去社会化”，在越来越自
动 、 便利的系统中沦落入 “功能性愚
蠢”，陷入网络的隔绝与忧郁。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对人群做了无

穷细分，但同时人文学者们又总是在抱
怨技术把人同质化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
事？ 我们能否弄清楚，新科技究竟是把
社会变丰富了，还是变单一了？ 我个人
这些年的感觉是，在表征意义上人们的
确变得更加多元 、丰富 ，但是在深层意
义上，人的社会性以及社会能力却被极
大地削弱。

伴随着社交媒体出现的，是一种更
加琐碎化的感知 、更加景观化的生存 。

技术 、 资本和那些构造出 “单一普遍
性 ”的企业及其金融王国 ，通过我们每
时每刻不可或缺的手机 ， 以及搜索引
擎 、社交媒体和购物网站 ，将我们的日
常生活变成了数据流和直播秀 ；同时 ，

新技术正在制造出一种新的 “凝固状
态 ”，人类这个日益自动化的社会有可
能滑向电影《黑客帝国》中的命运。在那
部影片中，人与机器的斗争掩盖了一个
根本事实———新技术一旦被滥用，人类
中的极少数会把绝大多数变为无用之
物， 变成那个作为日常生活的 Matrix

的消费者 ， 变成现实荒原中的赤裸生
命、肉身电池。 人机合体的副作用是身
心的分离 ，在未来或许只有那 “终极的
主人”才能做到身心合一。

如何才能寻找到反向的动力，在自然
的技术化与技术的自然化、人的技术化与
技术化的人之外找到并且作为“辩证的另
一极”？ 这是未来艺术的根本任务。

（作者为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

当科幻窄化了人工智能，

艺术的新命题出现了
高士明

眼前这本《会饮记》，共收入文章 12

篇，李敬泽自作解题：“‘会饮’出于柏拉

图对话《会饮篇》，说的是苏格拉底和一

帮雅典大爷喝了酒泡了澡，谈天说地，探

讨人生和真理。 ”口气有点儿戏谑，但考

虑到 《会饮篇 》的副题是 “或关于情爱 ”

（“或论向善”），我还是有点担心，自己是

不是不该像苏格拉底在《会饮》中那样躺

着读这本书。

不过还好， 作者起码不像柏拉图那

样喜欢绕来绕去， 也不会像苏格拉底那

样追问起来就没个消停， 作品毋宁更是

率性而谈、不衫不履的，在精神的广阔时

空中来去自如。 至于文体，是一副“四不

像”的样子，散文？ 随笔？ 小说？ 都像，也

都不是， 在以往文体的每一个已被确认

的点上，这本书似乎都绕着走开了，某种

奇特的才华主导着一次次小型会饮，因

而也形成了某种新鲜的尝试。 但也不得

不注意到，这看起来很难归类的文体，都

没有离开每一个活生生的具体。

书的开篇，是一碗面：“咸阳机场，全

中国最能吃一碗好面的机场。 高深青花

碗， 碗底几条子面， 埋在丰足的酱料下

面，几口吃了，顿觉天下大定。”这大概就

是这本书的基调了，吃饭，喝酒，跑步，听

相声，等候延误的机场时刻，偶尔走神的

会议或发言间隙， 匆忙行旅的一次驻足

或聊天……差不多都可以是酒席上的话

题，不会严肃到让人生畏。

当然要稍微有点准备， 空间的跨度

有点广，思维跳跃有点大，忽然就会越过

广阔的空间和漫长的时间， 甚至有些不

知从何而来的劈空想象———我很快就意

识到，这几乎是我阅读该书最大的快乐：

“在中古华夏， 大雁也飞不出人的世界

观，雁止处便是天尽头。”“我能听见秋虫

的鸣叫，听见静夜里一根树枝的摇曳，一

只狐狸踏碎了一粒露珠。 ”

这样说仍然很可能是一个误导，因

为读着读着我发现，这本天马行空的书，

在某些地方忽然意外地严肃起来， 比如

提示思维的局限， 比如说起对事物的谨

慎认知，比如落实到具体的复杂———“他

想，只有头脑简单的、对人性和人类事务

缺乏了解的人们才会认为， 他们可以使

世界清新如洗。”“普罗塔哥拉说：人是万

物的尺度。此话真是妖言惑众，哪有什么

抽象的人，落到实处，就成了我自己是万

物的尺度。所谓天下，也不过就是那张吵

架的酒桌，或者朋友圈儿。 ”

无论文字再怎样行踪无定，锚住《会

饮记》的定海铁，始终是这个世界的复杂

本质———无论怎样精致的虚构都需要一

个必要的现实支点，任何一个小地方都可

以经过想象而变为一个庞大的存在， 每一

个不起眼的地方都可能拥有一颗秘密的心

脏， 在观看和被观看之间人确立也束缚了

自己， 意外和不确定或许并非人们想象的

那样不属于稳定秩序的一部分， 是危机而

不是言谈勾勒出世界的整体性， 某些基本

的人类情感或许远远胜过伟岸的词语……

是的，不管写作从哪里开始，最终都“需要

有文本之外的条件，或者说，必定安放在

恰当的支架上，如果我们意识不到支架的

存在，那只是因为它是如此基本，如同空

气，是透明的，如同呼吸，是当然如此而不

必被肺所感知的。但如果你把这个支架抽

掉，那么，一切都会坍塌下来。 ”

这样说，仍然会产生一个误解———书

中说的就是你上面说的那些？当然不是。对

好作品来说，所有概括都是不完全的，跟所

有企图一网打尽的妄想一样， 都带着不可

消除的跛足痕迹。 或许应该更确切地说，

《会饮记》从起始意义上已经取消了概括的

可能， 每篇文章自身构成了它要讲的所有

意思， 任何抽离或总结， 都已经远离了初

衷。就像那个层层转述而来的《会饮篇》，“柏

拉图意识到， 面对世界的任何讲述在根本

上必是相对和有限的，它出于特定的名字，

出于特定的声音， 它介于可信与不可信之

间，它是个人‘意见’，它必是‘小说’。 ”

哦，也就是说，无论我们是否称呼这

本书是“小说”，它都已经站在虚构这一

边，用它变幻不定的叙述方式，讲述着这

个作品要表达的所有复杂意涵。

（作者为青年评论家、中国现代文学
馆特邀研究员）

它绕开了每一种已被确认的文体
———评李敬泽新著《会饮记》

黄德海

书间道

如何才能寻找到反向的动力， 在自然的技术化与
技术的自然化、 人的技术化与技术的人化之外找到并
且作为“辩证的另一极”？ 这是未来艺术的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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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演员缘何会被少女感绑架
梅生

《如懿传》开播至今，口碑跟随开

低走高的网络评分一路逆袭， 周迅的

形象与表演， 也慢慢收获观众客观中

肯的好评。

也许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更加平

心静气地探讨她在头两集里因为扮

嫩失败而引发的争议。 联想到 37 岁

的女演员杨蓉最近也因为在网络剧

《沙海》中饰演少女而被质疑，以及同

样在苦苦追求“荧幕冻龄”的林心如，

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使得这些人到

中年的女演员 ，不约而同地被 “少女

人设”绑架？

勉力维持“少女人设”，自然是出

于对衰老的恐惧。 然而成熟乃至衰老

真的是女演员的噩梦吗？显然不是。三

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梅丽尔·

斯特里普出生于 1949 年，从《法国中

尉的女人》《猎鹿人》到《廊桥遗梦》《穿

普拉达的女王》《铁娘子》，她把时光统

统雕刻进了人生每一个阶段的每一个

角色身上。 所以后辈娜塔莉·波特曼

说：“谁都不会介意梅丽尔·斯特里普

是不是太老， 因为大家都想看她继续

演戏。”今年 47 岁的韩国女星金南珠，

也在年初借助韩剧《迷雾》中成熟凌厉

的新闻女主播一角，圈粉无数。

上了一些岁数意味着有了一定阅

历，领略人生百态方会感知人间冷暖。

这是好演员塑造优秀而复杂角色的基

础， 如此演员才能深入角色的内心世

界，可以不用说话，仅用一个眼神、手

势、背影，便与诠释的人物的灵魂高度

融合。《归来》里的巩俐、《万箭穿心》里

的颜丙燕，均是如此。 这样的女演员，

会让人想把这样一句话送给她们：我

爱你年轻时的模样， 更爱你历经岁月

后的容颜。

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国

产影视剧中提供给中年女演员的角色

实在太有限了。

遭受质疑后， 杨蓉用一篇千余字

的长微博坦言自己渴望又害怕转型的

心声：“不是我害怕老去，而是当下的影

视环境让女演员不敢老去，我们这一波

30+的女演员努力维护着少女人设，不

是因为我们喜欢，而是市场需要。我渴

望转型，想演嫁不出去的大龄女子，或

者生活里忧伤跟喜悦一样多的单亲妈

妈，想拥抱这个社会和每一个观众。我

更怕转型后，我被定义成中年女演员，

跟那一波儿我崇拜的女演员一样成了

‘非常有名非常美但没有戏演’， 更何

况我没她们有名没有她们美。 ”

这段话道出的， 正是国内中年女

演员因为年龄导致的戏路尴尬问题，

也是她们努力维护着“少女人设”的主

要原因———中年男演员可以演钻石王

老五、霸道总裁或大学教授，继续在荧

屏上与差了他们一个辈分的女演员谈

恋爱，比如《急诊科医生》里的张嘉译

与王珞丹、《大丈夫》 中的王志文与李

小冉， 摆在中年女演员面前的道路便

只剩两条，要么出演“婆婆、妈妈”，要

么无戏可拍。 不久前姚晨在某个平台

发表的演讲 《一个女演员的尬与惑》，

便提到现阶段的她， 已经没有合乎年

龄段的人物能演。姚晨尚且如此，多数

中年女演员的处境可想而知。 因而，

周迅在 《如懿传 》里出演豆蔻少女青

樱的举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

她与剧方达成一致后的“放手一搏”，

试图向观众证明她依旧灵动如初，唤

醒并延长粉丝关于 “迅哥儿 ”洒脱形

象的记忆。

也许有人要问：“婆婆、妈妈”有问

题吗？ 的确，远的不说，我们熟悉的那

些围绕家长里短展开叙事的韩剧里，

就推出过许多让人印象深刻的“婆婆”

与“妈妈”角色。 《请回答 1988》里的三

位妈妈，便各有特点，姐仨每回趁丈夫

与孩子们不在时凑在街角闲聊， 都能

擦碰“一出好戏”的火花；《我亲爱的朋

友们》里的妈妈们，用活力四射演绎出

“最美不过夕阳红”。

由此引出了另一个问题： 国产剧

中的“婆婆妈妈”们，形象太过雷同与

固化， 很多时候都只是作为剧情的背

景板出现， 多人一面地演绎着为家庭

操碎了心的妻子和母亲形象， 而不是

真正成熟独立的女性。 这一类角色的

缺失，从本质上说，是社会对于女性的

单一审美和刻板印象。 很多人把 “冻

龄” 当作对于女性的最高褒奖———看

看网络上那些关于女明星的形容就再

明显不过；而那些“冻龄失败”的女性

呢？ 1992 年的春晚小品《妈妈的今天》

里，赵丽蓉借一瓶“少女牌”润肤膏，直

接说出老年人的不甘老去， 没有点破

的则是社会对年轻女孩的 “情有独

钟”。 20 余年后 ，此种 “情之所钟 ”的

“少女心结”愈演愈烈，似乎女性过了

35 岁，便真的如亦舒小说 《我的前半

生》 结尾所写，“至于我的后半生……

谁会有兴趣呢， 每个老太太的生涯都

几乎一模一样”。

由是， 中年女演员遭受的事业危

机， 实乃同年龄段的职场女性的命运

缩影。 姚晨说，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

她近年来常被问到如何兼顾家庭和事

业。这令她颇为困惑，因为这理应是摆

在中年人面前的共同难题， 可是不曾

有人问过她的先生。 的确，“男女都一

样”已被提倡多年，但平等意识深入人

心有待时日。 社会要求男性以事业为

重，却规劝女性事业要为家庭牺牲。具

体到演员这一群体， 正值中壮年的男

演员如吴奇隆、聂远，可以迎来事业新

高峰，已经 30 余岁的女演员最好安心

在家相夫教子，偶尔演个“婆婆妈妈”

的角色过过戏瘾也就行了。

值得庆幸的是， 随着观影追剧视

野越来越开阔， 观众已经逐渐摆脱了

单一化的青春崇拜与青春审美， 而这

一风向也被有心的创作、 制作人员留

意到。 近两年来，《和平饭店》《我的前

半生》《北方一片苍茫》 等影视剧不仅

从众多所谓 IP 剧中杀出重围，主演这

些作品的陈数、 袁泉等也做出大龄女

星可以戏路不窄的表率。 但中年女演

员若想大范围被允许变老， 能够游刃

有余地创造符合年龄段的人物形象，

来日方长， 需要影视剧创制机构与市

场及观众三方朝深入交流、 互相尊重

与促进的方向共同迈进。

（作者为影评人）

上了一些岁数意味着有了一定阅历， 领略
人生百态方会感知人间冷暖。 这是好演员塑造
优秀而复杂角色的基础，如此演员才能深入角色
的内心世界， 可以不用说话， 仅用一个眼神、手
势、背影，便与诠释的人物的灵魂高度融合。这样
的女演员， 会让人想把这样一句话送给她们：我
爱你年轻时的模样，更爱你历经岁月后的容颜。

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国产影视剧
中提供给中年女演员的角色实在太有限了。

图从左至右

分别为：

金南珠在电

视剧 《迷雾》 中

巩俐在电影

《归来》中

梅丽尔·斯特

里普在电影《穿普

拉达的女王》中

当国产影视剧频频出现因女演员追求 “荧幕冻龄”
而引发的争议， 我们不禁要问———

艺术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