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身房里的攀比之风”你遇到过吗

人工智能微软小冰
出首部诗集

它会唱歌，会主持，还会
卖萌，低调了一年的人工智
能微软小冰，近日突然放了
个大招——— 它能写诗了，其
首部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
正式面世。

小冰的创作“师承”1920
年以来519位现代诗人的作
品，经过1万次训练后，形成
了自己的文风。目前，微软小
冰的作诗方式是“读图作
诗”，给它一张图，瞬间就能
完成一首。特别有趣的是，微
软小冰在天涯、豆瓣、简书等
平台，使用27个化名发表自
己的诗歌，居然没被人认出
来。其中，它的四个化名是

“骆梦”“风的指尖”“一荷”
“微笑的白”。

艺术创作毕竟不是文
字的简单组合，有网友说，
读微软小冰的诗还是会有
些云山雾罩的感觉，把它当
成一种游戏，或者身边的一
款玩具，也许更靠谱。

对于微软小冰的“辛
苦”创作，有网友就说，别动
不动把回车键打出来的东
西都叫诗。不过，也有人说，
这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又一
次进步。

也许以后，不会再有人
类和机器人下棋的比赛了。

随着人类围棋第一高手
柯洁败给人工智能机器人
AlphaGo，那些德州扑克、桥
牌，甚至麻将的职业玩家们
都可以松一口气了，人工智
能已经进步到可以制霸一切
博弈游戏的程度了，更换比
赛项目人机大战，不过是让
人类玩家白白被打脸。

于是，又一波人工智能
威胁论卷土重来，什么机器

人会抢了人类工作，机器人
最终会控制人类。不过如果
留心一下身边，其实这样的
日子就要到来了好不好。

就从最倚重体力的体
育领域开始看，眼下，骑士
与勇士间的NBA总决赛正
在火热进行中，强大到被称
作“宇宙勇”的勇士队，正是
一支深度与机器、数据合作
的队伍。

从2年前开始，勇士队就
开始利用各种前沿的科技设
备，保持和提升运动员的身体
素质，同时用视频和运动传感
器分析运动员的身体状况。甚
至到了现在，决定运动员身体
状况能否上场比赛的，不仅是
教练，还有数据分析。

这不就是计算机在控制
人类吗？

再回溯下人机下棋梗的
源头，最早被计算机击败的
国际象棋界，现在早就是人
机合作提高技艺水平的典范
了。棋手们借助超级计算机
的运算，评估预测对手的战
术，再借助机器，测试自己的
战术。

至于现在的国际象棋界
第一人马格努斯·卡尔森，得
到的赞誉不是人类棋艺精华，
而是“他下棋最像人工智能”。

曾经在我们的语境里，
“像机器人一样”是冷酷、机
械、呆板的贬义，但现在，“像
机器人一样”越来越成为高
效、稳定和安全的同义词。比
如已经处在爆发前夜的无人
驾驶、人工智能操控的汽车
毫无疑问更为安全；而机器
人参与的工业制造和数据处
理，也被认为会优于全人工
的表现。

这固然会让人生出工作
被机器人取代的忧虑，但换
一个方式想，当机器人可以
替代更多的基础岗位，我们
可以做的，不正是原来那些
你想做又苦于没有时间从事
的设计、创作、交流等事吗？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也
许我们整个的教育体系就要
被重新设计，孩子们不必再
去学习那些可以由机器人完
成的知识和技能，他们可以
聚焦在最前沿或最感性的知
识上，提升整个人类的认知
水平，从而更好地驾驭机器
人，改善生活质量。

记得十几年前看电影
《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时，
结尾的那句“他好像一条狗”
曾经让很多人讨论不休，从
至尊宝到孙悟空转变中的甘
苦，都在里面。现在想来，
AlphaGo也像一条触动人心
的狗，让我们重新思考人之
为人，需要怎么走。

90后“斜杠青年”靠奇葩技能赚钱

□徐晓风

“娃妈”养“娃”
养出三层工作室

抱着洋娃娃，给它打扮、
穿衣，和它说话……很多小
女孩都曾经拥有自己的玩偶
娃娃。可如今玩偶娃娃却被
一群年轻人“养”成一个“神
秘”的圈子，这些人自称“娃
爸”“娃妈”，不仅给自己的娃
娃缝制或购买服装，给娃娃
化妆、制作假发，还不定期地
举行线上线下娃娃聚会，互
相交流“养娃”心得。

和普通的娃娃不同，这
些娃娃由人形师(制作娃娃
的人)全手工制作拼接，工艺
复杂，每个娃娃都是独一无
二的，价格成千上万的都有，
甚至上不封顶。

在日前召开的闲鱼鱼塘
(鱼塘是闲鱼APP上网友们
根据兴趣和地域等聚集在一
起的网络社区)塘主大会上，
南京一位很有名气雕塑人形
师白城也参加了。

白城2岁开始学画，本职
工作是雕塑，已经从业11年，
她说，自己接触“养娃”也是
从兴趣开始的，后来渐渐地
开始攒钱“养娃”、收集古董
娃娃，仔细研究怎么制作。

“养娃”十年多的白城在圈内
有了名气，她用手一点点将
石塑黏土捏出来一个个造型
迥异的娃娃，再细细地为娃

娃上妆、做衣服饰物。
这种“娃娃”学名叫做

BJD娃娃，关节处是由球形
部分连接起来的，不仅可以
更换服装，还能修改化妆，调
换手脚、头发甚至眼球。因此
BJD对玩家的魅力是无穷
的，给予玩家一个毫无拘束
地展现自己个性的空间。

白城将“养娃”做成了产
业，在深圳拥有三层楼的创
作工作室。她创作的一个“娃
娃”，不上妆不着装，至少也
要卖千元以上，卖上万元的
娃娃也有。白城说，喜欢“养
娃”的“娃爸”“娃妈”们是很
舍得在“娃”身上花钱的，也
特别维护版权。不过“养娃”
也不是非要腰缠万贯，主要
还是看自己的兴趣量力而
行，也有大学生自己学习做

“娃”，最后还能靠分享自己
制作的“娃娃”以及衍生品来
挣钱。这种“养娃”风兴起时
间不长，但据她所知国内已
有上百万的粉丝人群。

90后设计师卖房

专当“包租婆”

在网上走红的还有一个
奇葩的“包租婆”，90后美女
小林原本是设计师，她卖掉
了自己位于杭州市区的房
子，作为启动资金专职做“包
租婆”：即从房东那里包下一
定时段的使用权，通过自己
DIY主题装修，在闲鱼、游天
下等提供短租服务的新兴平

台上日租出去。目前小林手
里运营的一共有14套民宿，
入住率达到90%以上，比星
级酒店还要高。“除去成本，
每个月每套房子的纯利能有
4500-6000元，而且接下去是
旺季，房子都已经订满了。”

小林14套主题迥异的民
宿都各有特色，有的是位于
景区边上的中式房，墙上是
大幅孔雀彩绘，富贵牡丹的
大红屏风加上中式雕花床，
特别受老外租客的欢迎；还
有民宿则全部装成粉红色的
公主房；还有“植物园”主题
房，据说装修只花了2万元人
民币，家具几乎都是原木。

小林说，目前所有房间
的设计和装修都是由她和男
友独揽，材料从淘宝网购，基
本上装修成本两个月就能收
回来。

其实，现在网上活跃着
的社区不少是“蓄宝池”，很
多年轻网友靠社区分享自己
的技能来挣钱。

90后们在网络社区不但
分享自己的特长，还能将自
己的各种“奇葩”爱好变现，
比如做软陶多肉、机械键盘
等，还有代养宠物、塔罗牌占
卜等分享服务，甚至还有修
农机的。

元气满满的90后还自创
了很多分享经济“火星文”，
比如“面交”(当面交易)、“自
刀”(自己降价)、“小刀”(打个
小折扣 )、“出物”(出手货
物)……

【热帖】

【微观】

近八成受访者
曾被标题党“欺骗”

近日，有网友发微博说，
“男朋友是健身房教练，有一
次我在那里遇到一个朋友在
练背，拉的40公斤的，练了好
几组，我就随口说看起来很
厉害哈。男朋友一声不响轻
轻松松练了一组80公斤的。”

健身房就像一个小小的
生态圈，这个圈子里什么样
的人都有，什么事都会发生，
而且健身房里一样有火药味
哦。

@小器李毛毛：健身房
这个攀比之风是怎么来的？
你这边轻轻压压腿，旁边的
嗖一下就劈叉了，要决斗吗？
你在这儿做拉伸运动，旁边
的人突然开始体操表演了。

@明白吗：在跑步机上

跑步都要无声攀比谁跑得更
久，谁先停下来走就是输了，
这都是什么风气？

@小轩轩君：上次一口
气跑了13公里，腿都软得不
行了，要不是旁边那个人下
了跑步机在后面看着我，我
早就歇了。

@食欲定是极好的：没
错，动感单车骑得太快了，腿
都看不清了。

@韩玉玺：我在跑步机
上试6 . 5或6 . 0的速度一小时
以上，旁边都换了三四拨人，
成就感油然而生，我们比的
不是速度，是时长。

@LISA是辛普森家的：
在游泳池里有这么一种人，
一入水就以为自己是菲尔普

斯，各种泳姿来回切换，还非
要游到我正前方……

@水蜜桃侄子：喝水也
比，我喝一口儿润润嗓子，他
咕咚咚喝半瓶。

@力量举狂人：深蹲、休
息、深蹲、休息、深蹲、休
息……就你那麻杆腿也要用
深蹲架？你能蹲200我就让给
你！

@keep不吃肉：我举个
15公斤的杠铃，旁边的咔咔
举着50公斤的开始瞥我。

@东北被冻：我不跟别
人比这些，我比体重。

@我家在海边：我经常
跟别人比平板支撑，目前战
绩3胜11负。

（阿拉丁整理）

网上向来多“奇葩”，而用自己的“奇葩”技能赚钱，玩成人生赢家的90后“斜杠青年”
就让人羡慕嫉妒了，玩偶娃娃玩家自己DIY娃娃就能卖出几千上万元；90后的美女设计
师卖掉自己的房子去当民宿“包租婆”，月入数万元……一些小众技能成了90后新的赚
钱术。

“标题党”，是指网络中
故意用较为夸张的文章标题
吸引网友点击观看的行为或
人，很多标题与内容实际上
完全无关或联系不大。近日
的一项调查显示，78 . 7%的受
访者有过被标题党“欺骗”的
经历。夸大事实(65 . 5%)、断章
取义 ( 6 1 . 6 % )和故留悬念
(49 . 1%)被指为最常见的“标题
党”行为。66 . 0%的受访者直言

“标题党”会让自己对文章的
认可度和转发可能性大打折
扣。

陈思妤是厦门大学研究
生，曾运营过自媒体公众号。

“在微信‘订阅号’页面，每个
公众号最多只能显示十几个
字的标题。能否通过这十几
个字吸引用户点击，就很考
验拟标题的水平了。”她坦言，
为了吸引眼球、增加点击量，
每次做标题都要花费很大心
思，做对了是精辟的“神标
题”，做偏了就成了“标题党”。

“‘标题党’简直随处可
见，在微博、微信公号里更不
稀奇。”网友“吴晓瑶”说，“带
有‘不看后悔’‘惊天大秘密’

‘真相竟然是……’等字眼的
标题屡见不鲜，每次点进去
都发现被骗了”。

“吴晓瑶”发现，不只是
娱乐新闻，有时一些时政类
新闻也有这样的现象。“曾有
某位专家就一个时政问题阐
述了一个观点，但这个观点
是有前提条件的。有网站直
接将专家观点作为标题，故
意忽视前提条件，模糊逻辑，
结果引起了大家的争议。”

赵雯(化名)曾担任某网
络媒体编辑，她坦言“标题
党”类文章的阅读量确实明
显高于其他文章。

【日志】

他好像
一个机器人

□阿三



90

后﹃
斜
杠
青
年
﹄白
城
在
做
娃
娃


B06 华不注
2017年6月1日 星期四

编辑：李皓冰 美编：马晓迪


	B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