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脑不走心”的AI真会思考了吗

新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
刊登的一项研究显示，人们说话时
的短暂停顿或“呃”“啊”等发音主要
出现在名词之前。这一研究为人类
大脑如何处理语言提供了新证据。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和瑞士苏
黎世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分析了
数千段各国语言的日常聊天记录，
其中不仅有英语和荷兰语，还包括
亚马逊丛林地区、西伯利亚地区、喜
马拉雅山脉和非洲卡拉哈里沙漠等
多地的语言。

研究人员考察了名词 (如“朋
友”)和动词(如“来”)前的语速放缓
效果。他们计算说话者每秒钟的平
均发音速度，并记录说话者的短暂
停顿。结果发现，在各种语言中，人
们在名词前的减速都比动词多。

他们分析认为，这可能是由于
名词表达在大脑中更难规划，因为
名词通常用来指代新的信息。

（据《北京日报》）

恰当的愤怒
能让人更快乐

谈论愤怒和仇恨仿佛跟积极心
理学背道而驰，后者常常鼓吹微笑、
友善、乐观和享受当下的神奇效力。
但研究显示，适当地表达愤怒会让
人更快乐。

发表在心理学期刊《情绪》上的
一项研究中，来自以色列希伯来大
学的心理学家塔米尔找来175名大
学生被试参加角色扮演，其中情境
或者是对抗性的，比如警察审讯犯
罪嫌疑人；或者是合作性的，比如政
客游说通过某项法案。

在进入角色扮演之前，被试可
以选择听一些特定的音乐剪辑激发
出某种情绪，比如愤怒的、欢乐的和
无情绪的。研究人员发现，选择在对
抗情境之前倾听提升怒气值音乐的
被试，在问卷调查中对生活的整体
满意度最高。他们心理健康状况较
好，学习成绩比较理想，自我感觉受
到的社会支持也最多，而那些在此
时选择欢快轻音乐的人，则没有表
现出这方面的优势。

塔米尔表示，即便是负面情绪，
只要是当下真实的、你想要表达的感
受，那么释放出来会让你好过一点。
她在2017年参与的另一项涵盖了来自
五大洲八国的跨文化新研究也显示，
尽管总体来看大家都想过得愉快，但
只有当人们经历的情绪符合内心需
要，他们对生活的满意度才更高。

令人意外的是，新研究还发现，
抵触“正能量”的人也不在少数：11%
的被试想要少一些诸如爱和同理心
之类的积极情绪，10%的被试更是想
要多一点的负面情绪，比如仇恨和
愤怒。

剑桥大学幸福研究所的亚历山德
瓦认为，这颠覆了心理学界对快乐的
衡量方法。在传统上，快乐是通过正负
面情绪的比例来定义的。但她也补充
说，似乎只有愤怒和仇恨是可以跟快
乐兼容的，而其他负面情绪比如恐惧、
内疚、悲伤和焦虑则不能。塔米尔也认
为，她的研究并不适用于抑郁症患者，
对于感知不到快乐的人而言，发泄愤
怒只能让问题越来越严重。

负面情绪对人的影响究竟有几
何，也取决于人们如何看待它。2016
年发表在《情绪》期刊上的另一篇论
文指出，个体对负面情感的评价越
高，他们的坏情绪带来的负面影响
就越小；反之如果认为“负能量”是
万恶之源、唯恐避之不及，那么坏情
绪对身心健康的破坏力就越大。

所以说，我们应该在正确的时
机追求快乐，而不必强求每时每刻
的愉悦。快乐不意味着一味逃避痛
苦、追求愉快的感受，而是允许自己
根据情境表达合适的情感，不用在
意它是否一时令人愉悦。

(据《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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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天，你接到某家
企业的客服电话，电话那
头的“客服小姐”语调亲切
而活泼，反应灵敏而不死
板。当你挂上电话时，你丝
毫不怀疑对方就是个大活
人，尽管事实上，她是个不
折不扣的人工智能语音助
手——— 如果这一天实现
了，你是否会认为AI已经
有了与人类类似的思考能
力？事实上，这个问题并非
科幻，而是已经摆在我们
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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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Duplex人工智能
语音技术通过图灵测试

本月中旬，在硅谷的I/O开发者
大会上，谷歌展示了令人印象深刻
的Duplex人工智能语音技术，这款
AI能够模仿真人语气、语速，以流畅
的人机交互方式帮助用户完成美发
沙龙和餐馆的预约操作。

在智能助理领域，谷歌助理
Google Assistan原本就领先于亚马逊
Alexa和苹Sir等一众竞争对手。在Du-
plex智能语音技术推出之后，谷歌再
一次将竞争对手远远抛在了身后。

而在大会的最后一天，谷歌母
公司Alphabet董事长、前斯坦福大学
校长约翰·轩尼诗宣布了Duplex(部
分)已经通过了图灵测试的消息。该
消息一石激起千层浪：通过了图灵
测试，等于承认人工智能已经具有
了与人类类似的思考能力。

所谓图灵测试，是英国数学家、
逻辑学家、现代计算机之父图灵在
1950年提出的。这一年，图灵发表了
一篇划时代的论文，文中预言了创
造出具有真正智能的机器的可能
性。由于注意到“智能”这一概念难
以确切定义，他提出了著名的图灵
测试：将一台计算机和一个人类分
别关进A、B两个房间内，又让外面
的人与他们进行交流，如果计算机
对外界的回答能够“以假乱真”，让
交流者已经分不出到底哪个房间是
人工智能，哪个房间是人类。那么我
们就可以认为这台计算机已经具有
了真正的智能，能像人一样思考。

图灵测试的意义在于，它将原
本十分抽象，甚至可以归于哲学和
伦理学的“智能”概念，具体化为一
个可被测试的指标，所以一直有学
者乐此不疲。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
科学家兼慈善家休·罗布纳首次设
立了人工智能图灵测试年度比赛，
将图灵的设想付诸实践。比赛分为
金、银、铜三等奖。自此之后，世界各
地不断有学会推出类似奖项。

2014年，一个名为“尤金·古斯
特曼”的聊天程序横空出世，并成功
让测试者相信它是一个13岁的男
孩，成为有史以来首台通过图灵测
试的计算机。不过，由于该程序对于
很多问题采用了模棱两可的回答方
式，很多批评者认为该程序只是在

“讨巧”，因此不承认它通过了测试。
而与“尤金·古斯特曼”相比，

Duplex人工智能语音技术给出的回
答显然更为“实在”，更像一个心智
健全的成年人的反应。甚至当与其
交流者语义含混不明时，Duplex也
能准确领会到对方的意思。所以约
翰·轩尼诗才会表示：“至少在商务
预约领域，Duplex算是通过了图灵
测试。”虽然他也承认Duplex只是通
过了某类特定任务的测试，但这个
突破依然是跨时代的。

AI到底怎样才算“会
思考”

不过，也有评论者压根儿不买约
翰·轩尼诗的账，甚至不买图灵测试
本身的账。在聊天上能以假乱真，就
算AI会思考了吗？有人对这个以结果
论英雄的测试颇为不满意。最著名的
反诘，是有人引用了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的约翰·希尔勒教授在1980年提
出的一个思想实验———“中文房间”。

所谓“中文房间”，是指设想将
一个完全不懂中文，只会说英语的
人关进一间密室，屋里有一本超级
全面的“汉语应对手册”(不是词典)，
里面用英文写满了使用者在看到什
么样的“符号(汉字)”时，应该写下什
么样的对应符号(汉字)进行回应。现
在，让一个懂中文的测验者用汉语
写纸条递进屋内。屋里的人在看到
纸条后通过查阅手册写出相应的回
应递出。这样重复几个回合，测试者
很可能错以为屋里有一个精通中文
的人，但事实上，屋里的人只是在根
据手册做机械性的回应，却压根儿
不知道自己在聊什么。

希尔勒认为，上述过程中，房外人
的角色相当于程序员，房中人相当于
机器，而手册则相当于计算机程序。每
当房外人给出一个输入，房中人便依
照手册给出一个输出。而正如房中人
不可能通过手册理解中文一样，机器
也不可能通过程序来获得理解力。既
然机器没有理解能力，那么所谓的“让
机器拥有近乎人类的智能”则无从说
起。而这样的机器却可以通过图灵测
试，故而图灵测试无效。

不过，这个反驳很快也遭受到
了反驳，有人指责希尔勒犯了以部
分代整体的错误：骨头不会飞，肌肉
不会飞，就此却不能推出由骨头和
肌肉组成的鸟不会飞。同理，虽然该
实验中的人和那本《应对手册》都不
理解中文，但作为整体的“中文屋
子”却能理解中文。硬件、软件与人
工智能整体的关系也与之类似。

而这种反驳的反驳，很快又遭
到了希尔勒支持者的反驳。他们进
一步假设：如果那个人将手册完全
记下，然后走出屋子，他照样可以用
汉字和懂汉语的人笔谈，但却照样
不懂汉语，而只是用手册中的既定
答案对问题进行解答。

这场争论争来争去，我们发现其
实争执的焦点最终落脚到了对什么
是“智能”的争论上。图灵的支持者们
将智能简单归结为“正确的回应”，而
希尔勒的思想实验则指出，“智能”的
关键在于对所谈事物的理解——— 当
两个人类谈起美食时，他们会先联想
到这种食物的色香味，然后再流着口
水给出它好不好吃的评价。而当你跟
人工智能谈美食时，它会跳过那个联
想的环节，直接在程序库中查阅对其
评价，并给出结果。

A I可能会忽悠你却
“不走心”

那么，这样的“计算过程”真的
能算得上是思考吗？我们不妨将这
种计算过程称之为“走脑不走心”。

可别觉得上述讨论仅限于哲学
学理的思考，它很快就将有现实意
义了——— 尤其是当Duplex等技术走
进我们的生活后。

在本届I/O开发者大会之后，
美国著名技术批评家，北卡罗莱纳
大学教堂山分校教授泽伊内普·图
菲克希就对Duplex的演示给出了
一个异常严厉的评价：“我无法想
象在场的人在看到如此恐怖的演
示之后居然还能鼓掌，并且笑得出
声！这种反应说明了硅谷已道德沦
丧，失控，而且并没有吸取任何教
训。”

图菲克希的这个评论是反应过
度吗？并不，稍微思考一下，你就会
发现，这一评价是希尔勒对人工智
能观点的自然延伸。如前所述，该观
点的支持者一直强调，人工智能虽
然能与人类谈论某项事物，但却无
法真正理解该事物。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这样的人工智能给你打电话，
进行的不是演示中那般的电话预
约，而是电话诈骗，结果会怎样？

结果是骇人听闻的，眼下已经
十分猖獗的电话和网络诈骗，可能
因为人工智能的加持扩大成千上万
倍，人工智能将以更亲切的语言、更
高明的话术忽悠你“上套”。而由于
人工智能压根不理解事物的本质，
所以它们也不会遭受人类一般的内
心道德谴责，也无法负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事实上，正是为了应对这种担
忧，在主题演讲之后，谷歌急忙表
示，他们认为有义务通知每个与
Duplex接触的个人，他们正在和一
个软件通话。谷歌助手团队也正寻
求产品保护机制，来避免诸如诈骗
电话等滥用场景。

但是，即便我们通过严加管控
规避了上述风险，在未来有一种可
能性是我们终究无可避免的。由于
人工智能的拟人化回应比人类更耐
心、更精准，终有一天，我们的生活
会被这种拟人化的人工智能所充
斥。不仅各行业的服务员会被人工
智能承包，你甚至还会有一个人工
智能的情人或人工智能的养父母。
那么问题来了，当他们对你体贴入
微、并一再为了照顾你的情绪向你
表达爱意时，你是否能同时接受这
个AI其实并不理解人类的感情？当
人类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中时，是否
会感到无力而绝望？

毫无疑问，技术的发展，正让AI
越来越像人类。但“走脑不走心”，这
恐怕将是一个长期难以克服的问
题。

本报记者 王昱

说话“打磕巴”
或许怪“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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