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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时报

一旦机器能够理解和表达情
感，会带来人工智能的“意识觉
醒”吗？机器智能会打败人类智能
吗？未来人类能实现从数字化生存
到数字化永生吗？

4 月 3 日，清华大学和阿里巴
巴宣布成立“清华大学-阿里巴巴
自然交互体验联合实验室”，探索

“下一代人机交互”。该联合实验
室将研究如何让机器识别和理解人
的情感。

此举引发了公众、科技圈甚至
科幻圈的热议。据人民网报道，近
日，科幻小说家刘慈欣在跟知名科
技媒体人骆轶航的一次对话中点评
说，阿里和清华的合作，很可能是
向人类文明和文化最核心的领域插
进了一些楔子、一个突破。

机器将和人进行直达内心的情
感沟通

刘慈欣是山西阳泉人，高级工
程师、科幻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他曾蝉联1999年—2006年中国
科幻小说银河奖。2015 年 8 月 23
日，他凭借《三体》获第73届世界
科幻大会颁发的雨果奖最佳长篇小
说奖，为亚洲首次获奖。

在刘慈欣看来，要让人工智能
给人类带来更好的生活，就必须让
机器和人实现情感交流。一旦机器
和人实现了直达内心的情感沟通，
人类要做好这种沟通带来的思想冲
击准备。由于机器对人的“顺从”，
很可能会把人“宠坏了”，人可能会
对机器产生情感依赖，甚至出现人
和人之间“零交流”的社会。

随着算力的提升和海量数据的
产生，机器在情感方面的智能化是
否会超过人？刘慈欣认为，机器并
不会取代人，即使有一天机器具备
了高级智能，他们也会有自己的进
化路线，而非与人类进行正面竞争。

机器智能和人类智能如何和谐
共处？

在刘慈欣看来，人类将情感看
成一道“马奇诺防线”，认为可以
把机器挡在外边。但机器智能很可
能从一条人类未知的路径绕过这道
防线，并在情感和文化上超越人
类。

而且，机器能在短时间内完成
对人类知识积累的学习和情感生活
的分析。所以，一旦机器智能自然
进化，人类很可能望尘莫及。

“现在阿里和清华合作展开人机
自然交互研究，其实就是人介入机
器智能的进化，让机器朝着为人服
务的方向进化。这个方向对机器来
说可能不是最佳进化路径，但对人
类有利。”刘慈欣说。

刘慈欣认为，如果有一天人类
还能理解机器并跟机器做情感交
流，说明机器的智能不在最高级状
态。否则，人类是根本无法理解和
跟他们交流的，就像蚂蚁无法理解
和跟人类交流一样。

从数字化生存到数字化永生？
1996 年，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

出版了 《数字化生存》 一书，预测
未来人类将用数字技术从事信息传
播、交流、学习、工作和生活。这
些预测都变成了现实。

随着大数据的积累，以及人工
智能技术的加速发展，人类会实现
从数字化生存到“数字化永生”吗？

在刘慈欣看来，用大数据构造
一个已经去世的人的技术，现在差
不多能做到了，但很少有人愿意去
做这个尝试。

“人类不会希望数字化永生，因
为人类将一个完整的自我复制体，
视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异者。人类
不希望在别人身上看到自己的缺点
和黑暗面，何况这个复制体还知道
自己所有不可见人的事。”刘慈欣

说。
刘慈欣认为，把一个人在网上

的大量数据和日常生活所有影像综
合起来，用大数据生产一个数字化
复制体，这不是对人的真正复制。
对人真正的复制应该是从最根本的
生物学切入，把人的大脑数据完全
读取出来，就像读取硬盘数据一
样，但这离现实还太远。

“对个体来说，最可靠的永生办
法还是将数据保持在你的大脑里，
同时让你的身体不断在未来先进技
术的帮助下维持下去。”刘慈欣说。

科幻小说家刘慈欣与媒体人对话——

机器会把人“宠坏”吗？
□ 董 菁

家住北京市丰台区朱家坟三里的居民王红发
现，网购商品收到的快递包装变样了。“此前购
买婴儿奶粉时，两桶奶粉装在一个硕大的纸箱子
里。”王红双手比划着，“这么大的纸箱，其他地
方都塞满报纸。”而最近一段时间，王红发现，
快递箱越来越“瘦”，“再买婴儿奶粉时，纸箱变
得恰到好处，刚好放两桶奶粉的量，长、宽、高
十分契合，就好像量身打造的一样。”王红说。

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快
递封装用品》 等 291 项国家标准，涉及绿色可
持续发展、产品质量提升、百姓消费安全等诸
多方面，对快递包装减量提出了新要求。

新修订的标准用意何在？据 《中国环境
报》报道，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快递业塑料
袋总使用量约 147 亿个，快递直接使用塑料袋
68亿个；封套总使用34亿个，99%为快递企业
直接使用；包装箱总使用量约86亿个，快递业
使用37亿个。2017年全国快递业累计完成400.6
亿件，同比增长28%。庞大数据的背后，是数
以亿计的快速封装用品，而这些物品多数难以
分解，对环境造成无法逆转的影响。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科技转化促进中心副主
任曲睿晶告诉记者：“新修订的 《快递封装用
品》，遵从快递包装减量化、绿色化、可循环的
原则。减量化方面，首先降低封套用纸定量、
包装袋厚度的要求。其次，包装箱的材料只要
符合耐破、边压、戳穿强度等指标即可，对单

双瓦楞纸不做规定。在循环化方面，新版国标
要求二次使用快递封套，包装箱在符合标准的
前提下可以重复使用。” 曲睿晶建议，在快递
封装用品上，印刷可回收、重复使用或塑料产
品标志，以便回收利用。

此次发布的系列国家标准，明确提出要发
展生物分解塑料。专家表示，此举将对塑料生
产行业产生影响。传统塑料袋需要 200 年降
解，而生物降解塑料快递包装袋，采用堆肥方
式半年可实现90%以上降解。“若温度、湿度条
件合适，一年内可全部降解为二氧化碳和水。”

但曲睿晶表示，推广生物降解塑料的成本是普
通包装袋的两倍以上，且目前产能远远达不到
需求量，此后或将以批量试行的办法进行推动。

目前推广生物降解塑料尚有一定难度，曲
睿晶表示，当前阶段可以用生物塑料替代。生
物塑料是指以淀粉等天然物质为基础，在微生
物作用下生成的塑料，具有可再生性。即便到
了末端处置，不论是填埋或者焚烧，不产生污
染气体，能减碳60%~80%。在生产成本上，生
物塑料和传统塑料成本相当。许多国家都对此
开展了相关研究。

快递包装快递包装““瘦瘦””身变身变““绿绿””
□ 张春燕

科普时报讯 （记者 张爱华） 一个用户
在淘宝或京东购买婴儿奶粉，页面可能会为
你推荐一款小板凳。这是围绕场景化为用户
推荐的商品。在国内，婴儿大部分是爷爷奶
奶、姥姥姥爷照顾，出门时很可能就需要用
这样一个小板凳来休息。原来，电商的每个
页面下都会有商品推荐，它是根据你平时购
买的商品和浏览的历史记录进行推荐，未来
也会慢慢朝着场景化的方向发展。

近几年，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兴
起，把原来单一场景汇聚起来的会员价值综
合挖掘出来。原来在没有数据支撑下，这些
会员只能考虑在同一场景下的负荷，现在有
了数据的支撑，可以通过数据分析、数据价
值挖掘，把一个场景下积累起来的会员数据
再通过另外的场景去实现。

目前场景还都是独角兽的游戏。天猫在
强调场景，腾讯、万达也在做各种各样的场

景，那么场景化运营，难道只是独角兽的特
权？北京天下拉手网络技术有限公司CEO石
鑫对场景的理解是这样的：场景连接着人、
服务、商品和内容，是利用场景连接了供方
和需方，并在场景中撮合供需双方进行交
易。天下拉手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场景赋能
给场景拥有者。场景的拥有者，可能不是一
个企业、机构，很可能只是场景中的一个
人。4月10日，由北京天下拉手网络技术有
限公司重磅研发的APP2.0版本正式上线，并
在京举行一场名为“玩转场景，无界融合”
的发布会 。

目前，天下拉手与30多家集团内外企业
伙伴建立了行业场景的接入合作关系，构建
独立场景 2000 多个，覆盖服务用户超过 300
万。

如何给场景的拥有者赋能？石鑫说，业
务上会提供三个层面的解决方案，分别是场

景数据化、场景运营、场景共
享。

天下拉手 2.0 的主要特性是
用户即账户。开通一个普通用户
的账户，就等同于拥有一个B端
运营的能力，不会对B端、C端
进行明确的界定。在特定的场景
中，将围绕这个场景的一系列相
关的商品、服务、内容推送给用
户，如微店、分销这些线上线下
组织运营资源整合到平台中，通
过分享方式把各种资源和内容的
形式聚合到一个场景中，作为内
容推送者。

科普时报讯 （记者 张克）记者从北京市
农业局获悉，4月17日，3家全程农业标准化
示范基地，100多种产品首次走进北京海淀区
二里庄社区，让市民感受看得见的安全

“绿”，增进市民对农业标准化的了解。
来来往往的市民都买上大包小包的东

西，场面如此火爆。北京市优质农产品产销
服务站书记金东梅表示，为大力宣传北京都
市型现代农业成果，把“三农”工作指向朝
市民、都市延伸，把京郊优质特色农产品送
到社区，提升北京市农业品牌的知名度和影
响力，面向广大市民普及农业科技知识，加
强农业标准化与品牌化融合的建设，北京市
自 2010 年开始组织农副产品进社区活动以
来，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首次带领全程农

业标准化基地走进社区，把全程管控生产出
的优质、安全、高品质农产品，带到市民家
门口，让市民看得见安全“绿”。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农产品质量有保
证，都是本地的龙头企业，价格还很亲
民。”市民刘女士向记者表示。据北京市优
质农产品产销服务站统计，全市现有农业标
准化基地1556家，覆盖种植、畜牧、水产三
大产业，其中优级标准化基地 585 家，标准
化覆盖率 45.8%。未来 2 年，北京市优质农
产品产销服务站将以“全程农产品质量安全
标准化示范基地”建设为抓手，引领各区开
展农业标准化基地建设工作，提升农业标准
化覆盖率，为北京市创建“国家农产品质量
安全市”助力。

让市民看得见安全“绿”

一般说来，用竹根和树根巧雕成的
艺术品，都是匠师们用智力化腐朽为神
奇。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竹根雕和合二
仙，是我收藏的一件艺术品。它高58厘
米，周长86厘米。通体紫红色，包浆润
泽，很有年代感。作品中一人手持荷
叶，一人手捧食盒。满脸堆笑，神态自

若，和睦可亲。
和合二仙是民俗神仙，是最受人们欢迎的民间神祇之

一。人们称道他们鄙薄功名，不贪荣华，行为怪异，心地
明净。尤其称道他们的友情，故奉其为“和合二仙”，视
其为和睦欢喜的象征。

“和合二仙”指的是寒山和拾得。民间传说：寒山和拾
得同住在北方的一个村中，虽异姓而亲如兄弟。寒山略
长，与拾得同爱一女而寒山不知。临婚时，寒山方知，于
是弃家到苏州枫桥削发为僧，结庵修行。拾得听说，亦舍
女到江南寻找寒山。探得其住处后乃折一盛开莲花前往礼
之。寒山一见，急持一盒斋饭出迎。二人乐极，相向而
舞。拾得也出了家，二人在此开山门庙曰“寒山寺”。

在寺院里，寒山拾得用树皮做帽子，穿得破烂不堪，时
而廊下吟诗，时而林中高歌。经常在竹干和树身、墙壁上写
诗句。寒山的一首写道：“自乐平生道，烟箩石洞间。野情
多放旷，长伴白云闲。有路不通世，无心孰可攀。石床孤夜
坐，圆月上寒山。”苏州寒山寺非常著名。在其大雄宝殿后
壁，嵌有清代画家罗聘所绘寒山、拾得写意化石刻。大殿旁
堂屋供奉木雕金身寒山、拾得型像。一人手持一荷，一人手
捧一盒。造型古朴，栩栩如生，是佛教艺术中的精品。

我的这件竹根雕“和合二仙”，是2004年购买于湖南
凤凰山，花了800多元人民币。

“和合二仙”竹根雕图是我用碳素铅笔写生绘画的。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原所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

原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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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不断提升以及
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的日益旺盛，“她经济”正在引导一
系列新的消费趋势，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和新动能。

家庭出游决策由“她”决定
同程旅游报告引用的一项以30至45岁已婚男性为调

查对象的调研数据显示，有71.5%的受访者表示全家的出
游决策由妻子来决定，而由男主人做决策的比例仅为
15.4%。在“70后”和“80后”家庭消费者当中，女性的
地位举足轻重。

据驴妈妈旅游网数据显示，过去一年在该平台下单
预订旅游产品的用户中，女性用户占比58.6%。女性用户
客源地城市前十名分别是上海、北京、南京、苏州、广
州、杭州、成都、无锡、深圳、天津。18-34岁年龄段女
性用户合计占比超过六成，该阶段的女性在家庭中同时
担任女儿、妻子、母亲等多重角色，使得她们成为家庭
旅游消费的重要决策者。

途牛旅游网 《2017-2018 女性旅游消费分析报告》
称，00后女性的旅游消费人次正迅猛增加，同比增长超
80%，成为休闲游市场上新的增长点。由于在日常生活中
大多数女性对家庭、社交等多方面的开支有着相当的“管
家”经验，因此，在旅游产品的购买过程中，女性对价格
的敏感度高于男性，通常会在多次比价后进行购买。除交
通、酒店、餐饮占据较大比重外，服装、箱包、护肤品、
首饰、土特产、旅游纪念品等目的地消费不容小觑。

女性游客更爱结伴短途游
驴妈妈旅游网数据显示，过去一年包含女性用户的

出游订单中，出游人数为两人及以上的订单占比74.4%。
其中，女性用户与家人/恋人出游的订单占比为 40.8%，
与闺蜜出游的订单占比为33.6%。结伴出游可以不用独自
面对未知，可以分享各种心情，更好地享受一段旅程。

在出游天数上，女性用户对短途游有着更为旺盛的需求。驴妈妈旅游网
数据显示，过去一年的女性用户相关订单中，出游天数为“1-3天”的订单高
达60.3%，表明相较于长途旅行，女性更愿意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给自己“放
个小假”，旅游度假消费已经成为女性日常支出项目之一。

而49%的途牛女性用户同样乐意安排3天及以下的出游行程，安排4-6天
行程的占比为32%，安排6天以上行程的占19%。周末或小长假、黄金周“拼
假”成为她们普遍的选择。具体而言，过去一年中，4月、7月、10月等月
份，女性游客出游兴致最高，出游人次占全年女性出游总人次的37%。

女性旅途住宿首选经济型酒店
据同程旅游预订数据显示，女性游客在选择旅途住宿时，首选经济型酒

店，占比39.7%，其次是星级酒店。与男性游客相比，女性对于民宿、精品度
假酒店、客栈等“非标”住宿兴趣更大，选择比例均在7%以上。

在旅途交通偏好方面，飞机是女性游客出行的首选交通方式，其次是火
车，选择自驾车的比例达到了23.7%，与男性游客的自驾车比例基本相当。在
方兴未艾的自驾游市场上，女性自驾爱好者正在强势崛起。另外，骑行、徒
步等短途绿色出行方式也颇受女性游客欢迎。

女性热衷“追剧游”方式
在目的地渠道获取方面，49%的女性偏爱朋友圈分享或朋友推荐，30%的

女性在电视、影视剧、综艺的传播效应中获得旅游目的地信息，而新闻、杂
志、广播等渠道的占比则为21%。由此看来，熟人之间的社交传播成为女性

“种草”目的地的主要渠道。同时，“追剧游”方式在女性游客中悄然流行。
过去一年，《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的热播让云南普者黑大受女性游客追捧，

《前任3》带火了马来西亚的潜水圣地仙本那，《战狼2》热映后，马赛马拉国
家公园获得较多女性青睐，部分肯尼亚目的地人气火爆。

场景连接着人、服务、商品和内容

消费场景化服务扑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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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收藏 长知识

李芳是一个热心环保的公民，去超市购物总
是自备布口袋。然而每当排队结账时，她总发
现，不少消费者宁愿购买5毛钱一个的塑料袋，
也不会自带可重复使用的口袋。此外网购时，商
家普遍使用塑料袋包装。王红感慨，“限塑令”
颁布十余年，塑料袋使用又死灰复燃。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史博士、北京零废弃发起人毛
达对固废垃圾有深入研究，经过多年调研走访，他认
为，公众对使用塑料产品的“一次性文化”也是造成
环境问题的一大因素。除了政府层面的正确施策外，
也要改变企业的生产方式、公众的消费模式，同时有
条件地发展可降解塑料，并保证其不会过度消耗自然
资源，具有较高的循环利用效率、能有助于预防塑料
垃圾的产生，这才是减塑合理的选择。

曲睿晶表示，“限塑令”之所以力度不足、
急需完善，有部分原因在于这项政策把履行责任
的义务给了消费者。“消费者没有自备口袋就要

付费，反倒刺激了生产，最终出现令行不止的问
题。” 曲睿晶说。而对于快递包装而言，没有更
好的替代产品，商家只能使用塑料袋。

新修订的《快递封装用品》系列标准强调了
包装的可持续发展。在曲睿晶看来，“也要进一
步实施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让生产者在源头上
进行减量甚至降解”。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是指将生产者对其产品承
担的资源环境责任从生产环节延伸到产品设计、流
通消费、回收利用、废物处置等全生命周期的制
度。其最先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欧洲，发达国家
意在借此改变传统废弃物的管理模式，在环境保护
的顶层设计中均对生产者责任延伸提出了明确要求。

曲睿晶建议，从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来讲，
生产者作为获利者应该承担社会责任，按照国家
标准，最好有自己的回收处理产业链，形成一个
循环利用的闭环。

鼓励生产者在源头上减量

科普时报讯（林嘉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十一院研制的彩虹四型长航时
森林消防型无人机近日在甘肃省嘉峪关机场试飞成功。此举意味着，彩虹四
无人机在空中对广阔地域下复杂地形和建筑进行火灾隐患巡查、现场救援指
挥、火情侦测及防控成为可行。

据了解，彩虹四无人机系统成熟、操作便利、起飞条件简单，在林区道
路不畅的情况下更突显出极强的机动灵活性，对环境和气候条件也有很强的
适应能力。在森林火灾防控和扑救过程中，彩虹四无人机能有效规避传统灭
火救援行动中存在的短板，既能够对现场情况进行跟拍、追踪为指挥决策提
供可靠依据，又避免了派员前出侦察可能造成的火灾伤亡情况。

据悉，作为“空中机器人”的彩虹无人机携带有专用的可见光、热成
像、远红外探测任务载荷，可长时间在林区上空进行固定巡线飞行，疲劳驾
驶问题不会出现在无人机上，而机上精密的高度仪和障碍规避系统也可以满
足林场低空巡逻飞行需求，可及时避开可能的山丘陡坡。

同时，彩虹四无人机通过数据链和卫星通讯等技术可以实现超视距控
制，依据需求长时间从不同角度、不同距离在不同光线条件下进行作业，实
现“点哪、飞哪、看哪”的极简操作。

““点哪点哪、、飞哪飞哪、、看哪看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