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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微信上的小红点，总会吸引你点开
专家指出，当算法和心理学、脑科学试图占据人的注意力时，

应加大对人工智能价值观审视和对人工智能伦理研究

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打开手

机准备回消息或打电话，一看到微信图

标右上方的小红点，于是忍不住先打开

微信；看完微信 ，不知不觉又被另一个

App 牵引，直到关闭手机屏幕才发现自

己早已忘了打开手机的初衷。

你以为这是健忘？ 非也！ 智能手机

每一个 App 背后的算法，不仅有人工智

能领域专家操刀，还有心理学以及脑科

学家的“精心设计 ”，让你不知不觉 “深

陷其中”。

超级人工智能和人类的博弈，是科

幻作品中的永恒主题。 而如今，这种博

弈或许已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时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热议一

个话题：当算法与心理学 、脑科学等对

关乎人类本身认知的科学结合得越来

越紧密时 ， 算法是否会主宰我们的生

活？ 人类是否会沦为算法的“奴仆”？

虽然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对此看

法不一，但大家达成一点共识 ：学会与

机器正确相处，对生活在智能时代的每

一个人而言 ，都是一种生存技能 ，其重

要性不言而喻。

人的注意力，正在成
为被“精心设计”的对象

日前，一部关于社交媒体成瘾的纪

录片《社交困境》引发不小关注。 纪录片

中的主角， 正是那些曾经在硅谷等知名

互联网公司的从业人员。他们坦言，当开

始意识到随着算法的升级， 尤其是当算

法和心理学、脑科学相互融合，并逐渐占

据人类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时， 他们自己

也觉得似乎无法逃脱算法的“控制”。

事实上 ，打开手机 、点开某个 App

或划动拇指 ， 对很多人来说不仅是习

惯，也已成为一种肌肉记忆 ，甚至是一

种本能。 而这背后，是不是也有一只“看

不见的手”在操控呢？

“人工智能的发展 ，使得机器带来

的成瘾行为越来越普遍。 ”上海交通大

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研究院执行院长李

卫东介绍，和药物成瘾会给大脑细胞层

面带来不可逆变化有所不同，电子产品

或社交软件成瘾对大脑机制的影响方

式，目前尚未非常明确。但可以确认的一

点是，随着算法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这类

“成瘾”的可能性更大、影响也更广。

要知道， 在互联网时代来临之前，

人类的一切发明都是基于人类的主动

使用，使某项新发明能为人类服务。 但

如今，技术正无时无刻不在想方设法吸

引人的注意力，甚至希望能“操控”人的

想法并从而获利。 《社交困境》中提到，

“一切产品都以营利为目的， 但是当这

些产品都免费时，那么你就是产品。 ”

对互联网公司而言，人的注意力正

在成为被 “精心设计 ”的对象———用户

的增长 、用户使用的时间延长 ，甚至对

用户想法的操控 ， 都能换来更多的利

润。 用户就是能够“自主长大”的产品。

确实 ，很多人已经发现 ，信息推送

不仅越来越精准，且很多推送是基于个

人喜好，由算法算出来的。 有时候，这些

推送并不是以事实为依据，其中夹杂着

偏激甚至错误的观点， 只为迎合用户。

随着个人偏好在这些推送中被不断加

强，每一个人基于这些推送信息而“看”

到的世界也由此显得不同。

在算法“包围”中，人
将变得越来越焦虑、脆弱？

当算法对人类的爱好和行为预测

越来越准确时，越来越多的成年人或未

成年人在这样融合心理学和脑科学的

算法 “包围 ”中 ，也许会变得越来越焦

虑、脆弱。 学会和机器相处，应该是每一

个人面对未来所必须储备的能力。

在同济大学任教的刘翠莲有多年

从事心理咨询服务的经验。 据她观察，

这一代 00 后、10 后，都是在现实世界和

虚拟世界同时存在的平行世界中成长起

来，他们已习惯网络上的日常社交，包括

点赞、评论等。 但事实上，无论是点赞还

是评论，这些社交界面的功能开发，也都

是根据心理学原理精心设计的。 对未成

年人来说， 短期反馈容易让人获得短暂

的满足感， 且会让他们不断地追求这样

的满足。但这种“诱导”机制，或许也会成

为他们心理压力的来源。

“人和任何技术或机器之间都存在

互动，可能是人控制机器 ，也可能是人

被机器控制。 ”上海纽约大学教授张峥

始终认为 ，技术是中性的 ，就像使用搜

索引擎时 ，每当你搜索一个词 ，推送给

你的第一个页面的前 10 个结果一定是

根据你的习惯和偏好精心裁剪过的，目

的就是让你喜欢这个搜索结果，从而持

续地用这个搜索引擎。 “往好处说，这种

设计是为了提升用户粘性； 往坏处说，

也可以理解为通过强化你的偏好，更容

易‘操控’你。 ”

更多科学研究，应关注
人与机器的交互

和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速度相比，人

工智能伦理研究则显得落后。 不少学者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谈到， 当下的人工

智能发展使得人与机器的关系越来越复

杂，人工智能的安全性、可靠性、可信度

以及在如何符合人类价值观等方面，都

生发出很多值得探索的全新科学问题。

就在不久前，浙江大学心理科学研

究中心和心理学系的三位学者联合发

表文章，提出必须将“人-AI 交互”作为

新的研究领域，并勾画了具体的研究框

架，倡导学科交叉合作 ，目标是确保人

工智能造福人类。

几位学者不约而同地谈到，不恰当

的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已导致了不少伤

害人类的事故 。 仅仅在学术界认可的

“AI 事故数据库”里就已记录了 1000 多

起事故， 如自动驾驶汽车撞死行人、交

易算法错误导致市场“闪崩”等。 考虑人

工智能的价值观等问题，并不是为时过

早，其必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

有学者呼吁，心理学本身是关注人

的学科 ，而从学科发展来看 ，未来的心

理学不仅要更加关注人本身，还应关注

人如何与机器打交道。 作为心理学的分

支，在中国目前已有工程心理学 ，这个

学科的核心科学问题，就是研究在开发

复杂系统中 ， 如何保证技术与人的心

理、生理规律相匹配 ，以便于人的理解

和操作，使得整个人—机系统的效能达

到最佳状态。

复旦大学计算机教授张军平也认

为，技术本身有其发展逻辑，但是当技术

与心理学、脑科学的融合越来越密切时，

确实应该加强对人与技术的交互关系研

究，并且更客观、更审慎地对待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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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张门票， 就能在高颜值的空间里自

拍，或在密闭屋子里放声大吼，或毫无顾忌

地摔碎碗碟……以解压为卖点，如今各类解

压馆正受到年轻白领和学生群体的追捧。

解压馆真的能帮助人解压吗？ 专家提

醒，暴力绝非舒压正确方式。 线下解压馆良

莠不齐，区别于专业的心理学解压，解压馆

在很多时候倡导以暴力宣泄方式疏导内心

积压的情绪，这很可能会加剧极端情绪产生。

“对深陷压力之中，感到精神极度紧张的人群

而言，解压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

颜色鲜艳灯光刺目，网红
解压馆氛围与解压背道而驰

“最近烦心事好多，我要约上好朋友去

解压馆，好好发泄一下！ ”大学生琪琪最近

迷上了打卡各类解压馆。

通过一些宣泄情绪的活动释放压力，

同时达到社交目的，获得朋友圈的高赞。如

今，一家家新潮的解压馆可谓“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其中最吸引年轻人的，当属“发

泄屋”“摔碗屋”“枕头大战”“打人偶” 等项

目。 年轻人带着一身疲惫和压力来到解压

馆， 一通嚎叫和摔打后真的可以卸除压力

吗？ 恐怕结果并不乐观。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

教授姚琦谈到一则心理学实验。 在该实验

中，实验对象被分为三组，第一组成员用静

坐、数数等静态方式解压，第二组采用打击

有画像的沙袋进行针对性的暴力宣泄，第

三组则综合采用前两种方式。 “结果发现，

第一组成员报告的消极情绪最低。 这个实

验说明， 暴力宣泄并没有降低我们的愤怒

值，甚至可能起到反向效果。 ”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如今的不少解压

馆为了吸引人流还设置了亲子票。 姚琦明

确表示， 不建议家长带着孩子体验解压馆

中的暴力场景，谨防低龄儿童进行模仿。

“解压馆不应当过度宣扬暴力的成

分。”同济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

教授姚玉红指出， 目前很多网红解压馆为

了夺人眼球，在空间里设置了鲜艳的颜色、

刺眼的灯光和夸张的道具。 “这点尤为错

误。作为解压场所，整体环境应以柔和温暖

为佳，不宜过分热烈。 ”

姚玉红介绍，现在不少办公楼宇、学校

均设置了解压空间， 并在专人指导下开辟

团体活动，提供正念减压训练等服务。 “虽

然成人总是希望能够自我消化、独立应对压力，但一个人的力量

毕竟有限。 通过抱团取暖，以多样化思维共同撞击火花，针对世

界差异化学会换位思考、持续学习，这些都很重要。 ”

年轻人压力大别硬扛，学会“给心灵放假”

值得注意的是，多位学者接受采访时均提及，解压馆的走红

折射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解压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

需求。 据《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18 至 34

岁的青年，焦虑的平均水平高于成人期的其他年龄段。不少年轻

人遇到压力只会硬扛，不懂合理释放，这容易带来情绪问题，甚

至引发极端情绪。 为什么压力会找上年轻人？ 结合多年临床经

验，姚玉红以大学生群体为例：他们的实践经历和社会经验相对

单薄，独立应对各种挑战的经验少。这个阶段的年轻人尤其容易

陷入恐惧事情变糟糕的焦虑之中。 姚玉红补充道，遇到压力，根

本的疏解之道还是要了解情绪的源头、心口如一地表达情绪、理

解情绪背后的心理需求、继而找到解决方案。

正因如此，不少高校目前在提供日间心理咨询、举办团体心

理工作坊的同时，还开辟了 24 小时网络树洞等渠道帮助年轻人

及时疏解压力、理解情绪、健康生活。

“学会给心灵放假， 这应该成为每个人人生中的一堂必修

课。 ”姚琦举例，与大自然来一次亲密接触、加强体育锻炼、培养

和发展自己的爱好、参与艺术类集体活动都是不错的解压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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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市集点亮城市更多美好生活
以咖啡、美食、潮玩为主题,越来越多年轻人爱上“赶集”

周末去哪儿玩 ？ 不少年轻人的回答

是———赶集！ 如今，各类以咖啡、美食、潮玩

为主题的创意市集深受年轻人的喜欢。 不完

全统计显示，2020 年全国多个商场空间里举

办了超过 1000场与市集相关的主题活动。

专家分析， 对这届年轻人而言，“赶集”

的乐趣远不止 “买买买”。 不同于从前的市

场，今天的市集更像是一个集聚年轻人的新

型社区。年轻人在其中开拓眼界、社交、选物

卖物。正如网友所言，市集里不仅有“有趣的

灵魂”，还有鲜活的创意，更为创客们提供了

“小试牛刀”的商业空间。兼具时尚感与烟火

气的新型市集呈现了美好生活方式的更多

可能，这是年轻人为此着迷的根本所在。

这届年轻人为什么爱上“赶集”

“对我来说，‘赶集’就像开盲盒，你永远

不知道会在其中遇到怎样有趣的灵魂和独特

的产品。 ”90 后白领叶子的周末， 几乎是在

“赶集”中度过的。和叶子一样，大量年轻人在

休息日从四面八方涌向不同规格和主题的市

集。买一张 0至 100元不等的门票，眼前尽是

新奇有趣的小众品牌； 店铺可能是由房车改

造而来的，也可能是临时支起的帐篷 ；摊主

可能是设计师、艺术家、文艺青年……他们

的共通点是：不卖市面上的“通行货”。

这届年轻人为什么爱上了“赶集”？在上

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叶巍岭看来，年轻

人爱逛市集是“天性使然”，这种线下交易形

态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以物易物”模式，

已有 3000 多年历史。

“从‘集市’到‘市集’，‘赶集’的行为本

身就富有乐趣，成交只是结果。”相比“市集”

这个称呼， 叶巍岭更愿意将其称为 “嘉年

华”。在叶巍岭看来，市集活动呈现的爆发式

增长某种程度上传递出人们对线下真实积

极社交的渴望。 “市集制造的其实是一种群

体感，它把具有相同兴趣爱好、相似生活方

式的人聚集在一起。 ”

如今的市集不仅让年轻人能在同一地

点接触更多的品牌，甚至还有潮玩、古玩、咖

啡、艺术等更加聚焦的主题。 不同主题的市

集就像不同主题的嘉年华， 通过强互动、沉

浸式体验“垂直抵达”更多年轻人。叶子很推

崇麻花墟市集主张的“旧物新生”理念，对她

这样喜欢复古的人来说，可以在其中找到很

多志同道合的人。

聚合“同好”，更是商业孵化器

除了找“同好”，有趣、独特的原创设计

产品更是市集爆火的重头戏。 当 1.9亿的 90

后成为消费市场的主力， 他们的消费习惯具

有风向标意义。 “研究表明，年轻人追求新鲜

事物的意愿更强， 他们更愿意为产品的独特

性买单。 ”叶巍岭以当下流行的“快闪”市集为

例谈到，快闪市集在时间、地点、布局、入驻品

牌等方面皆具有不确定性，很容易激发年轻

人的探索欲。年轻人在其中“淘宝”、拍照、分

享，这还成为了一种流行的生活方式。

有意思的是，“市集热”的兴起也为初创

阶段的独立设计品牌带来“练摊”和成长的

机会。

日前 ， 在上海外滩源举办的 Maker

Faire（制汇嘉年华）吸引了众多市民和亲子

家庭来“打卡”。 60 多个展位涵盖人工智能、

3D 打印、机器人、手作工艺等主题，兼具展

览和互动体验。 Maker Faire，意为“制造者

的节日”， 最初是一群创客在旧金山创立的

属于创新者的嘉年华，将最新的技术和创意

推介给大众。 十几年间，这个嘉年华已成为

一个聚合不同行业“科技发烧友”和艺术家

的移动展览。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机械臂实验室

负责人郑康奕就带着作品加入了这个市集。

在展位上，他的机械臂作品是“大明星”，将

人的声音输入电脑， 即可通过算法变成图

像，由机械臂当场“打印”出中国糖画。 如此

创意设计吸引不少小观众驻足。郑康奕这是

第二年参加此类市集，“对设计者和创业者

而言，市集是作品最好的试水地，可以迅速

收集最真实的用户体验。 ”

“市集可被看作一个天然的商业孵化

器。”叶巍岭说，很多巨头企业最初都是从市

集“练摊”起家的。 根据《2021 年国货吃喝消

费趋势报道》， 那些注重生活方式与美学的

市集已成为不少新消费品牌走到线下的最

佳选择。 “三顿半”“OATLY 燕麦奶”等新零

售品牌都曾亮相其中。

“黄金配角”，激活城市空间
新推手

实际上，年轻人“赶集”曾一度被视为小

众兴趣， 但直到近两年疫情防控常态化后，

市集作为一种经济复苏的有效形式，在城市

里越来越多地出现，有遍地开花之势头。 在

专家看来，市集体量虽小，很难成为城市经

济的“主动脉”，却可以填补大城市的“毛细

血管”。

“市集这种业态对上海经济来说，就像

一部大片中的黄金配角。 虽不是主演，却因

兼具时尚感和烟火气，让这座摩登都市多了

一层亲切感。”叶巍岭说，小小的市集凝聚了

城市鲜活的生命力，好的市集应该是城市的

美好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创新精神的产物，

能与不同地域和国家的人产生审美共鸣。

在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副教授周洪

涛看来 ，人们对市集的要求在提高 ，从 “网

红”走向“常红”必须要形成独特的“IP”。 实

际上，从摩登的城市中心到充满艺术气息的

废旧工厂，从繁华商业街区到老城厢，许多

市集已发展成为具有地域特色和知名度的

品牌。例如“伍德吃托克”“咖啡青年节”等都

广受欢迎，已积累了不少“忠实赶集客”。

“市集因其高人流量的特征，可以成为激

活城市空间的重要推手。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

学院教师施胤认为， 未来的市集应当能围绕

特定的主题内容， 塑造更加丰富和更具趣味

性的场景，与城市空间形成互动和对话。 市

集不止是“买买买”的商业空间，也是举办文

化讲座、音乐节、艺术节的场所，带给人们多

层次、更丰富的收获和体验，启发人们思考

人与城市环境之间的关系，“参与市集，会成

为都市人群一种快乐和美好的生活方式。 ”

极危重症肺纤维化患者在沪获救
8天“叶克膜”+8小时换肺手术，多学科团队成功挑战医学上的“不可能”

“我快被闷死了，以为没救了，没想到现

在竟然还能闻到桂花香 ， 能自己走这么多

路！”获得救治的冯先生如是说。近日，在历经

40 多个日夜的拼搏之后，上海市胸科医院肺

移植多学科团队成功挽救了一名极危重症的

肺纤维化患者，让他从呼吸衰竭、濒临死亡，

要靠 ECMO（又称“叶克膜”）维持生命，到现

在可以自如呼吸、自由行走。多学科团队又一

次成功挑战了医学上的“不可能”。

危险逼近，这病比肿瘤还可怕

时间回溯到四个月前。上海市胸科医院呼

吸内科副主任、危重症呼吸病亚专科李锋主任

接诊了患者冯先生。他患有特发性肺间质纤维

化，多年来都有严重的呼吸困难。 这种疾病极

其凶险，死亡率高于大多数肿瘤，肺移植是唯

一有效治疗手段。

李锋判断冯先生病情已十分严重， 建议

他立刻接受肺移植手术。 但当时冯先生和家

人都没做好心理准备，决定先回去考虑一下。

谁知死亡危险已经逼近， 病情比想象进

展得更快。 8 月下旬，冯先生在家突发严重肺

部感染，直接导致呼吸衰竭。救护车将他送到

胸科医院急诊时 ， 他的血氧饱和度只有

70%， 医生们紧急将他转到呼吸重症监护病

房，进行各项针对性抢救，不过这一切都无法

维持住他的呼吸，死神逐渐逼近。

挽救生命是第一位！ 当晚，心外科体外循

环亚专科主任郭震为他上了“叶克膜”机器，用

这一人工心肺系统暂时维持他的生命。 同时，

肺移植团队也进入“备战”状态，在全国紧急寻

找合适的供肺，这是挽救冯先生唯一方法。

8天“续命”，8小时“苦战”换肺

“叶克膜”夜以继日地运转，肺移植团队

的专家和护理团队密切关注患者的各项生命

体征。 然而，上机后的 8 天中，一直没有合适

的供肺出现， 而冯先生的各个脏器都开始出

现衰竭的症状， 生命处于崩溃的边缘……直

到第 9 天，转机突然出现，供肺有了。

终于等来肺移植手术的日子， 为了这场

“硬仗”， 肺移植团队铆足了劲， 反复研究预

案。手术当天，患者要带着“叶克膜”这个精密

“外挂”移动是大难题，风险系数极高。 出发

前，医生一再确认机器的氧源、气源、电源，确

保导管固定。 “你负责这一侧的搬运，患者脚

边也要有人，氧气瓶一定得跟上！ ”转运团队

细致分工，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在监护室、 手术室及体外循环专家的娴

熟配合下，冯先生被安全“转移”到手术台。此

时，胸外科副主任、肺移植亚专科主任姚烽，

肺移植亚专科副主任杨骏、 副主任医师施建

新等都已准备就绪。手术开始了，医生打开胸

腔后发现，患者的肺已经完全“石变”，硬邦邦

的，凝血功能、肝功能、肾功能、呼吸功能、心

脏功能都已严重衰竭，手术难度就像是“高空

走钢丝”，稍有不慎，不堪想象。

8 小时“苦战”后，手术终于成功。 看到健

康的双肺在冯先生体内复张，一呼一吸之间，

在场的医护激动地鼓起了掌。

35天重症监护，“打卡”康复重生

肺移植患者术后还需经历漫长的康复之

路。 9 月 4 日至 10 月 9 日，肺移植团队为冯

先生制定了个性化的感染控制、 恢复训练及

营养方案。 起初， 冯先生接连出现了急性肾

衰、肺部感染等状况，重症医学科主任何斌带

领副主任医师祝敏芳等， 几乎寸步不离地守

在他身旁，第一时间处理突发情况。监护室护

理团队严密监测患者病情变化， 做好肺移植

术后用药观察及营养支持， 耐心地帮冯先生

进行肌肉锻炼等肺康复护理。

国庆长假第 1天，祝医生还一大早赶到监

护室。 “这几天他的意志比较消沉， 也不愿意

动，这样久病卧床，不利于康复。 ”在祝医生的

嘱咐和监护室护士长的帮助下， 当天下午，冯

先生第一次下床走路了。 之后每一天，他都坚

持“打卡”做康复训练，从一开始只能在房间里

走一两圈，到后来能靠自己走 50-60圈。 看着

自己一点点进步，冯先生的精神状态也大为改

善，重新找回了生命的活力。国庆假期后，他转

入了普通病房，目前正在全力康复中。

肺移植手术让更多终末期肺部疾病的患

者重获生命的希望，但并非人人可做。姚烽表

示，肺移植手术有最佳“时间窗口”，一些患者

抱着“再等等，能不做先不做”的观念，往往就

错失了最佳治疗时机。

■本报记者 吴金娇

七星彩第 21126 期公告
中奖号码： 7 8 6 1 9 8 + 2

一等奖 3 5000000 元

二等奖 4 81658 元

三等奖 32 3000 元

四等奖 1677 500 元

五等奖 22487 30 元

六等奖 791876 5 元

一等奖基金积累数：

285863292.85 元

排列 5 第 21292 期公告
中奖号码： 5 2 1 2 9

每注奖金 100000 元

排列 3 第 21292 期公告
中奖号码： 5 2 1

直选每注奖金 1040 元

组选 3 每注奖金 346 元

组选 6 每注奖金 173 元

体彩公报

在上海外滩源举办的 Maker Faire （制汇嘉年华 ） 吸引了众多市民和亲子家庭来

“打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