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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 章

大变革

技术变革正在重塑社会ꎬ 改变世界ꎮ

我相信ꎬ 由于 １０ 种巨大变革的综合影响ꎬ 人与机器之间

的冲突正在到来ꎬ 而且必将日益加剧ꎬ 日益尖锐ꎮ 我称它们

为大变革 (Ｍｅｇａｓｈｉｆｔ)ꎬ 具体如下:
１ 数字化

２ 移动化与媒介化

３ 屏幕化

４ 去中介化

５ 转型

６ 智能化

７ 自动化

８ 虚拟化

９ 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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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机器人化

每一种大变革都是一种思维和哲学范式的改变ꎬ 因此

代表了一个巨大的社会进化步骤ꎮ 它初看起来似乎是渐进

的ꎬ 但随后就会产生非常突然的影响ꎮ 接下来ꎬ 我将探讨

这些大变革的性质ꎬ 然后继续描述每一种大变革及其潜在

影响ꎮ

指数与同步

世界上很多伟大发明从诞生到 终走进人们的生活ꎬ 都

耗费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ꎮ 它们的发展过程一般是有

相对顺序的ꎬ 每一种新发明都建立在之前发明成果的基础之

上ꎮ 但是大变革则不然ꎬ 它们可能也会缓慢发展ꎬ 但很多变

革会同时发生ꎮ 现在ꎬ 它们已经开始齐头并进ꎬ 以更快的速

度席卷全社会ꎮ
大变革向人类提出了更直接、 更复杂的挑战ꎬ 而且其性

质与过去影响全社会和商业界的力量截然不同ꎮ 其中的一个

关键区别是ꎬ 相对较少的组织和个人会预测到大变革ꎬ 并找

到办法去挖掘其潜力、 解决其问题ꎬ 他们往往会发现机会ꎬ
收割 大的收益ꎮ 你可能早已熟悉以上 １０ 个词语ꎬ 但现在ꎬ
我希望你把它们想象成为独特的技术力量ꎬ 它们的综合运用ꎬ
将为人类创造一场完美风暴ꎮ 这会给人们带来技术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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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ｃｈｎｏｓｔｒｅｓｓ) 吗? 与未来人类将要面对的情况相比ꎬ 我们

之前遇到的挑战甚至还达不到压力记录的 小刻度

大变革 １: 数字化

每一种可能数字化的事物ꎬ 都将被数字化ꎮ 首当其冲的

是音乐ꎬ 然后是电影和电视ꎬ 然后是书籍和报纸ꎮ 现在ꎬ 数

字化浪潮已经影响到了货币、 银行、 保险、 医疗、 制药、 交

通、 汽车和城市ꎮ 用不了多久ꎬ 它还将对后勤、 物流、 制造

业、 食品和能源产生革命性影响ꎮ 请注意ꎬ 一旦某个事物被

数字化、 转移到云端ꎬ 往往就会变成免费的ꎬ 或者价格大幅

下降ꎮ 以 Ｓｐｏｔｉｆｙ (瑞典一家正版流媒体音乐服务平台) 为

例: 以前ꎬ 一张含有 １２ 首歌曲的 ＣＤ 价格大约为 ２０ 欧元

(２２ 美元)ꎬ 而现在你只需要每个月付 ８ 欧元 (９ 美元) 就可

以欣赏 １６００ 万首歌曲ꎬ 而 ＹｏｕＴｕｂｅ 更是可以免费听音乐ꎮ
尽管我是 Ｓｐｏｔｉｆｙ 的忠实用户ꎬ 也很享受它提供的服务ꎬ

但是这种破坏性的数字达尔文主义使商业模式发生巨大转变ꎬ
并迫使大多数现有玩家做出改变或者消亡ꎮ 我在 ２００５ 年出版

的 «音乐的未来»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Ｍｕｓｉｃꎬ 伯克利出版社) 一

书中ꎬ 详细讨论了在我看来是必然的发展趋势———控制音乐

行业几十年的大唱片公司将不复存在ꎬ 因为传播音乐不再是

行之有效的商业活动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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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麦卡特尼爵士 (Ｓｉｒ Ｐａｕｌ ＭｃＣａｒｔｎｅｙ) 将现有唱片

公司的处境与小行星撞击地球之后的恐龙进行了类比ꎮ 这曾

经是个赚钱的行业ꎬ 而其原有统治者正在经历一场 “精神鞭

打”ꎮ 保罗麦卡特尼爵士对这一场景的描述很准确ꎬ 但他

也没有给出确切的灭绝速度ꎮ 历史上的大灾难之后ꎬ 鳄鱼幸

免于难ꎬ 还有一些恐龙演化成了鸟类———但是数字大变革对

历史没有兴趣ꎬ 它也不需要任何俘虏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我创造了 “传统上的消费者” 一词ꎻ 对于他们

来说ꎬ 数字化往往意味着更廉价、 更加触手可及的商品ꎮ 这

看起来是好事ꎬ 但是与此同时ꎬ 廉价商品也意味着更少的工

作岗位、 更低的工资ꎮ 这些年随着优步 (Ｕｂｅｒ) 以及 Ｌｙｆｔ、
Ｇｅｔｔ、 Ｏｌａ Ｃａｂｓ 等打车软件的兴起ꎬ 我们看到了出租车交通的

数字化成果ꎮ 如今我们在智能手机上就能使用Ａｐｐ 叫车ꎬ 而且

往往更便宜ꎮ 但是ꎬ 这种经济模式对出租车司机有好处吗? 我

们也许正在进入一种达尔文主义的零工经济 (Ｇｉｇ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所有人都将从事报酬相对较低的自由职业ꎮ

不论遇到怎样的社会挑战ꎬ 数字化支付、 自动化生产、
虚拟化世界可能都无法避免ꎮ 在实践中ꎬ 计算速度会受到物

理学基本定律的限制ꎬ 例如超级计算机难以满足的能量需求ꎬ
或者计算机芯片的 小可行尺寸———这常被人们认为是摩尔

定律不会永远有效的原因ꎮ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 不断渗透ꎬ 那些无法数字化、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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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化的事物将会变得极度昂贵 (参见第 ４ 章)ꎮ 正如第 ２ 章所

言ꎬ 这些大脑算法捕捉到了人类的核心特征ꎬ 包括情感、 激

情、 道德、 幸福、 创造力等ꎮ
尽管算法、 软件和人工智能还将进一步 “蚕食世界”ꎬ

我们必须同样重视大脑算法———那些把我们塑造成独一无二

的人类的事物ꎮ
随着之前昂贵的产品和服务变得廉价、 丰富ꎬ 如果我们

想要维持一个关心人类繁荣的社会ꎬ 就必须让大脑算法和科

技一起占据舞台的中央ꎮ 我们肯定不希望软件从 “蚕食世

界” 变成 “篡夺世界”ꎮ
我预测在不远的将来ꎬ 各类机构对商业准则的认识就会

发生变化ꎬ 例如设定商业目标和人力资源中常用的关键绩效

指标 (Ｋｅｙ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ꎬ ＫＰＩ)ꎮ 未来的 ＫＰＩ 将不再

是基于可量化的事实和数据———例如销售额、 客户订单、 评

价满意度、 商机转化率等———来量化我们的职业成就ꎮ 相反ꎬ
我们可能会看到一种关键人类指标 (Ｋｅｙ Ｈｕｍａ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的出现ꎬ 它反映了一种更加全面、 整体的方法ꎬ 来评估人们

的贡献ꎮ 它的目标不是专门去量化员工ꎬ 而是评估一个称职

的人ꎮ
与所有大变革一样ꎬ 数字化既是一种祝福ꎬ 也是一种诅

咒ꎮ 但不论它究竟是什么ꎬ 我们都无法关闭或延迟它的到来ꎮ
因此ꎬ 我们必须做好相应的准备ꎮ



４６　　　 　 人机冲突: 人类与智能世界如何共处

大变革 ２: 移动化与媒介化

我们在计算机上做得 多的事情ꎬ 早已不是计算了ꎮ 到

２０２０ 年ꎬ 计算机只能用来计算的看法会变得极度陈腐ꎮ 计算

已经变得不可见、 融入了我们的生活ꎬ 为我们使用智能手机

提供支撑ꎮ 互联互通是一种新的氧气ꎬ 计算则是一种新的水ꎮ
近乎无尽的连通和计算能力ꎬ 将成为一种新常态ꎮ

音乐可移动、 电影可移动、 书籍可移动、 银行可移动、
地图可移动这个名单还在不断增长ꎮ 移动化也意味着科

技离我们更近了ꎬ 从办公桌上转移到了手中ꎬ 或者通过智能

手表这样的可穿戴设备来到我们的手腕上ꎬ 然后通过 ＡＲ 或

ＶＲ 眼镜、 隐形眼镜来到我们的脸上ꎬ 以后还会通过脑机接

口或者移植方式进入我们的大脑ꎮ 如高德纳公司 (Ｇａｒｔｎｅｒ)
所言ꎬ 与我同步、 了解我、 跟踪我、 看我、 听我、 懂我
成为我———这就是移动化的未来ꎮ

“以后ꎬ 再也不会有人说 ‘他们在通过我的电话监视我’

了ꎮ 最终会变成 ‘我的电话在监视我’ꎮ”

———飞利浦迪克 (Ｐｈｉｌｉｐ Ｋ Ｄｉｃｋ)

思科公司预测ꎬ 到 ２０２０ 年ꎬ 全世界 ８０％ 的互联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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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通过移动设备来完成ꎬ 各种以前只能在计算机上完成的工

作都将转移到移动设备上ꎮ 而现在ꎬ 图形设计师、 电信工程

师、 物流规划和服务人员的情况就已经如此了ꎮ 他们的大部

分工作都能通过语音、 触摸、 手势或人工智能完成ꎬ 而不再

需要打字了!
数字化和移动化的迅速发展ꎬ 也导致了所有事物的媒介

化 (可被记录) 与信息的数据化ꎬ 很多在以前都是以非数据

模拟形式保存的信息———例如我与医生交谈时分享的医疗信

息———现在都已经作为电子数据记录迁移到云端了ꎮ 以前没

有太多技术时ꎬ 很多内容都是通过人与人的实际互动来分享、
体验的ꎬ 而现在却可以通过大屏幕的智能设备来捕获、 过滤

或传输ꎮ
我们以前存储在大脑海马体中的图像和记忆ꎬ 现在却经

常被移动设备所吸纳ꎬ 并以每天超过 ２０ 亿张图片的速度在线

分享ꎮ 德勤公司 (Ｄｅｌｏｉｔｔｅ Ｇｌｏｂａｌ) 预测ꎬ 到 ２０１６ 年ꎬ 人们在

线分享的图片将超过一万亿ꎮ
过去通过印刷传播的新闻ꎬ 现在通过 Ａｐｐ 分发ꎬ 正在变

得流动可塑ꎮ 过去在咖啡厅和酒吧开始的社交约会ꎬ 如今在

Ａｐｐ 上点击几下就能轻松做到ꎮ 过去通过朋友私下推荐才能

发现的好酒店ꎬ 如今靠网上评分可以轻松找到ꎬ 而且还能提

供 ３６０°全景在线展示ꎮ 过去看病需要本地有医生护士ꎬ 现在

家用设备就可以把诊疗信息远程传送给医生ꎬ 花更少的钱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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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更好的诊断ꎮ 例如ꎬ Ｓｃａｎａｄｕ 就是一款远程诊断设备ꎬ 它

可以测量人体和血液的多项指标ꎬ 然后连接到云端进行实时

分析ꎮ 就这样ꎬ 很多过去需要人与人沟通才能得到的体验ꎬ
现在都变得媒介化了ꎮ

然而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底线ꎬ 尽管所有事情都有可能被

移动化ꎬ 但是并非所有移动化的体验都应该被媒介化ꎮ
我们必须反思科技圈里广为流传的一句话 “因为能够ꎬ

所以这么做”ꎬ 这可能并不是明智的做法ꎮ 指数发展的技术

进步使得我们能够去做更大、 更复杂的任务ꎬ 其中一些会对

我们人类的行为和体验产生巨大影响ꎬ 而且未必都是好影响ꎮ
例如可以想一下ꎬ 以前想跟踪每一个人是不可能的ꎬ 而

现在通过人们身上的移动设备和互联网就可以做到ꎮ 是的ꎬ
那些 “永不关机” 的设备实时联网ꎬ 一直都在通过我们的健

康跟踪 Ａｐｐ 和计步设备监视我们ꎮ 然而ꎬ 我们也将因此变得

赤裸裸、 可追踪、 可预测、 可操纵ꎬ 终甚至可编程ꎮ
在判断让科技在多大程度上介入我们的人类体验之前ꎬ

我们必须要问自己几个关键问题:
我们真的需要给周围的所有事物拍照、 记录ꎬ 在 “云端

的机器” 上创造对生活的完整记忆吗?
我们真的需要在数字平台和社交网络上分享生活的方方

面面吗? 这会让我们更像机器ꎬ 还是更像人?
我们真的需要依靠 ＳａｙＨｉ 或者微软翻译等实时翻译 Ａｐｐ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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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与不同语言的人交流吗? 当然ꎬ 在非常紧急的时候确实

有用ꎬ 但它也在我们与他人之间竖起了另一道媒介障碍ꎻ 它

媒介化了独一无二的人类交流过程ꎮ 所以ꎬ 我们需要在此寻

找一个平衡ꎬ 而不是简单地加以接受或拒绝ꎮ

大变革 ３: 屏幕化

从打字到触屏和语音输入ꎬ 几乎所有曾经印刷在纸上的

内容都在往屏幕上迁移ꎮ 这些接口的演化ꎬ 意味着十年之后

人们就彻底不再需要报纸看新闻了ꎮ 毫无疑问ꎬ 同样的命运

也将发生在杂志身上ꎬ 不过会稍微慢一点ꎬ 因为大部分杂志

的触觉和味觉暂时还难以被数字产品代替ꎮ
纸质地图正在向移动设备转移ꎬ 似乎用不了几年就会彻

底消失ꎮ 银行业务以前需要到柜台或自助终端办理ꎬ 现在也

正在以疯狂的节奏向移动化和云端转移ꎮ 过去人们通过电话

交流ꎬ 现在则通过 Ｓｋｙｐｅ、 谷歌环聊 (Ｇｏｏｇｌｅ Ｈａｎｇｏｕｔｓ) 和

ＦａｃｅＴｉｍｅ 等屏幕服务来进行视频聊天ꎮ
以前的机器人有很多按钮或者遥控接口ꎻ 现在则有一张

类似于脸的大屏幕ꎬ 我们只需要用语音就可以发号施令ꎮ 以

前的汽车有开关、 按钮、 信号显示装置或者定制的控制台ꎻ
现在的汽车则完全可以通过成熟的触摸屏来控制ꎮ 而且这个

名单还在爆炸式增长ꎮ



５０　　　 　 人机冲突: 人类与智能世界如何共处

随着更强大的虚拟增强设备涌入市场ꎬ 我们的眼睛也在

被屏幕化ꎮ 甚至已经有人建议ꎬ 我们应该用科技来升级双眼ꎮ
在近些年ꎬ 我们还会继续沿用自己的人眼 １ ０ 版本ꎮ 但是很

多人已经开始使用增强眼镜、 可以联网的隐形眼镜ꎬ 还有一

些头盔ꎬ 可以大幅增强我们的视觉及反应方式ꎮ 我们看世界

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永久性变化ꎬ 这真是一种天狱

(ＨｅｌｌＶｅｎ) 模式ꎮ
屏幕化是人与机器结合的关键趋势ꎬ 这也引起了大量争

论ꎮ 我们到底应该在这条路上走多远? 这些都在为 ＡＲ / ＶＲ
以及全息影像的推广使用奠基铺路ꎮ

我们将为所有地方的所有物品装上屏幕ꎬ 这些屏幕可能

是由太阳能或者非常低成本的持久电池驱动的ꎬ 它们可能比

漂亮的墙纸还便宜ꎮ 这样ꎬ 下一步在现实世界之上加一层屏

幕ꎬ 将变得很容易ꎮ 这些屏幕将会显示我们周边事物的相关

信息或者其他背景图案ꎮ 我猜测ꎬ 用不了十年ꎬ 使用 ＡＲ 和

ＶＲ 就会像现在使用 ＷｈａｔｓＡｐｐ 一样普及ꎮ 这想法既令人振

奋ꎬ 也有点可怕: 到那时候ꎬ 谁能说清什么是真实的ꎬ 什么

不是?
想想这将对我们作为人类的自我认知产生什么作用ꎮ 设

想一下ꎬ 只要戴上微软 ２５０ 美元的 ＨｏｌｏＬｅｎｓ 头盔ꎬ 就能获得

这样的 “超级视觉” 和无所不能的视觉体验ꎮ 想象一下ꎬ 医

生在下一次手术中戴上三星 ＶＲ 头盔ꎬ 就能更好地访问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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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ꎬ 从而减小医疗事故诉讼的风险ꎮ
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富裕、 速度越来越

快、 联系越来越紧密———但这会多么令人迷茫和上瘾呢? 如

果没有那些新的超级增强器ꎬ 人们怎么会想要看到这些事物

呢? 这将成为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ꎬ 因为这些产品的供应商

必然会聘请大量神经科学家和行为专家ꎬ 来指导如何使这些

屏幕更加方便、 更容易上瘾ꎮ 如果你认为对脸书的 “喜欢”
已经刺激了你的多巴胺分泌ꎬ 那么视觉的吸引力会不会更深

刻呢?

“但在这里ꎬ 没有压迫者ꎮ 没有人强迫你这样做ꎮ 是你

自愿把自己用皮带拴起来ꎮ 是你心甘情愿地变成彻底的社交

自闭症患者ꎮ 你不再关心人类交流的基本线索ꎮ 你坐在一张

有三个人的桌子上ꎬ 所有人都在看着你ꎬ 试图和你说话ꎬ 而

你却全神贯注地盯着屏幕看! 在迪拜寻找陌生人”

———戴夫艾格斯 (Ｄａｖｅ Ｅｇｇｅｒｓ)ꎬ «圆»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ｌｅ)

大变革 ４: 去中介化

网上商务、 媒介、 交流的一个重要趋势ꎬ 就是减少中间

人ꎬ 直接点对点进行ꎮ 数字音乐行业已经如此了ꎬ 像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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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ｏｔｉｆｙ、 腾讯、 百度、 ＹｏｕＴｕｂｅ 等新平台正在打乱、 吞噬老牌

唱片商的市场份额ꎬ 而这些老品牌曾经能够拿到艺术家收益

的 ９０％ ꎮ
在旅游和酒店行业: 爱彼迎 (Ａｉｒｂｎｂ) 使我们能够直接

向房东预订私人房间ꎬ 而不必再去住传统酒店ꎮ
在出版领域ꎬ 作者现在可以直接通过亚马逊的电子书平

台发行作品ꎬ 并可以获得 ７０％的收益ꎬ 而传统出版社只能给

作者 １０％的版税ꎮ 如果托尔斯泰当年也有这么便捷的出版渠

道ꎬ 他的作品必然会更流行ꎬ 收益也必然会更多ꎮ
在金融领域ꎬ 客户在非洲也可以使用 ＰａｙＰａｌ 和 Ｍ￣Ｐｅｓａꎬ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Ｍｏｎｅｙ 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Ｗｉｓｅ 还可以实现全球支付ꎮ 这些

服务往往跳过了银行和传统的转账服务ꎬ 也就避免了高额的

手续费ꎮ 再加上零售、 保险、 能源等领域ꎬ 你会发现这样一

种趋势: 只要能直接或点对点交易ꎬ 就一定会这样ꎮ 技术确

定了它们的发展ꎮ
这里的关键挑战在于: 颠覆是巨大的ꎬ 颠覆是令人兴奋

的ꎬ 颠覆也是非常有利可图的———风口上的创业公司ꎬ 可以

在短短几年内实现几十亿美元的估值ꎮ 但我们 终需要的ꎬ
还是具体建设ꎮ 从表面上看ꎬ 一家公司能闯入估值 １０ 亿美元

(独角兽) 或 １００ 亿美元 (超级独角兽) 的行列就很了不起

了ꎮ 但是ꎬ 我们需要更深刻一点ꎬ 确保我们的努力能够创造

出更新、 更好的基础设施和社会环境ꎬ 为社会建设添砖加瓦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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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仅仅是把已有的社会财富装到自己的腰包ꎮ
优步就对出租车和豪华轿车市场进行了去中介化ꎬ 这对

许多客户、 司机以及其他优步员工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好处ꎮ
然而ꎬ 在成为该领域重量级玩家的过程中ꎬ 优步本身也成了

一种新中介ꎮ 有专家称之为 “平台资本主义” 和 “数字封建

主义”ꎬ 因为优步将它的司机们视为高度消耗品ꎬ 这是零工

经济的明显缺点ꎮ
优步的例子说明ꎬ 仅仅拆分不好用的东西ꎬ 例如出租车

行业ꎬ 或重新启动市场现有玩家不关心的服务是不够的ꎮ 有

必要建立一个完整的、 新型的原生数字生态系统ꎬ 让它去处

理方方面面的问题ꎬ 而不仅仅只解决其中一部分ꎮ 在颠覆落

伍的商业模式之后ꎬ 只取上层的奶油是不可持续的ꎮ 我们不

仅仅要颠覆ꎬ 更要建设ꎮ
显然ꎬ 科技的指数发展驱动了去中介化ꎬ 而且还将愈演

愈烈ꎮ 大的变革浪潮将会发生在健康和能源领域ꎮ 一定要

记住ꎬ 光靠颠覆是没用的ꎬ 也是不持久的ꎮ 我们还需要树立

真正的人类价值和一套完整的生态系统ꎬ 为每一个人创造源

源不断的价值ꎻ 不仅要更多的机器算法ꎬ 也要激活更强的大

脑算法ꎮ 我们必须着眼整体ꎬ 才能真正改变世界ꎮ

“在您还没有厌倦华丽的小工具和迷人的视频时ꎬ 请让

我提醒您: 信息不等于知识ꎬ 知识不等于智慧ꎬ 智慧不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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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见ꎮ 它们环环相扣ꎬ 缺一不可ꎮ”

———亚瑟克拉克 (Ａｒｔｈｕｒ Ｃ Ｃｌａｒｋｅ)

大变革 ５: 转型

超越简单的变化ꎬ ２０１５ 年 著名的主题词是 “数字化转

型”ꎬ 这句话和 “社交媒体” 在一起ꎬ 似乎有点陈旧ꎮ 不过ꎬ
这个术语非常合适ꎬ 因为它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变化与创新ꎮ
它实际上意味着变成别的东西ꎬ 从毛毛虫变成蝴蝶ꎬ 从玩具

车变成玩具机器人ꎬ 或者从汽车制造商变成移动供应商ꎮ 在

这个技术发展影响世界的时代ꎬ 转型已经成了大多数公司和

组织的首要任务ꎮ 转型到五年以后的朝阳产业ꎬ 需要卓越的

远见和过人的勇气ꎬ 当然也需要股东和资本市场的支持ꎮ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ꎬ 所有转型都源自我们自身的大变革ꎬ

从独立的个体ꎬ 转向与计算机、 设备直接连通ꎮ

大变革 ６: 智能化

人类面临挑战的核心原因之一是: 所有事物都在变得智

能化ꎮ
我们周围的种种事物ꎬ 以前都是互不连接、 一成不变的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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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在它们通过传感器网络接入了互联网ꎬ 还能通过全球

设备网格不断升级ꎮ
任何可能被智能化的事物ꎬ 都将变得智能化ꎬ 因为我们

现在已经拥有了这样的手段ꎮ
深度学习是智能化的关键推手ꎬ 是这场游戏的超级大玩

家ꎮ 传统方法是给机器编程ꎬ 让它们按照指令完成工作ꎮ 而

现在兴起的新模式ꎬ 则是给它们强大的处理能力ꎬ 让它们访

问大量的历史数据和实时数据ꎬ 只需要一套基本的学习规则ꎬ
以及一个简单的命令———例如 “弄清楚怎样下赢围棋、 国际

象棋或双陆棋” ———然后机器就会总结出规律ꎬ 使用一些人

类可能永远不会发现的策略ꎮ
２０１５ 年ꎬ 谷歌的 ＤｅｅｐＭｉｎｄ 人工智能实验室展示了深度

学习的强大实力ꎮ 他们让一台计算机完全靠自主学习ꎬ 学

会了玩雅达利 ( Ａｔａｒｉ) 街机游戏ꎬ 并在很短的时间内打

通关ꎮ
在街机游戏的表演之后不久ꎬ ＤｅｅｐＭｉｎｄ 开发了 ＡｌｐｈａＧｏꎬ

这台自主学习计算机掌握了古老而深奥的中国围棋ꎮ 围棋是

计算机智能领域的圣杯: 当年深蓝 (Ｄｅｅｐ Ｂｌｕｅ) 计算机在国

际象棋比赛中击败加里卡斯帕罗夫 (Ｇａｒｙ Ｋａｓｐａｒｏｖ)ꎬ 并不

需要完美的数学ꎬ 而是让机器理解环境、 开发 优落子方案ꎬ
并不断进行递归运算ꎮ 通过重复同样的步骤ꎬ 人工智能就有

可能以指数速度变得越来越好ꎬ 从而很快成为现实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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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革 ７: 自动化

很多科技的指数发展ꎬ 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希望: 可以将

一切事物数字化、 智能化ꎬ 后实现自动化和虚拟化ꎮ 自动

化是高效率的关键ꎬ 因为它可以用机器替代人ꎮ 我将在第 ４
章详细讲述自动化变革对社会的影响ꎮ

大变革 ８: 虚拟化

虚拟化ꎬ 就是创造某个事物的非物质的数字版ꎬ 而不是

在某时某地严格复制ꎮ 现在 常用的虚拟化技术ꎬ 包括虚拟

桌面和虚拟服务器ꎬ 它们的后台在云端ꎬ 我们只需要通过办

公桌上的终端或者手机上的 Ａｐｐ 就可以实现接入ꎮ 另一个虚

拟化案例是通信与网络: 如今的语音通话与数据通信正在迅

速向使用软件定义网络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Ｄｅｆｉｎｅ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ꎬ ＳＤＮ)
架构的云端转移ꎬ 而不再使用路由器和交换机这样的网络硬

件ꎮ 这将大幅节省开支ꎬ 提升服务质量ꎬ 但同时也颠覆了思

科这样的大企业的业务模式ꎮ
有人认为ꎬ 通过云计算的虚拟化ꎬ 可以减少 ９０％ 的成

本ꎮ 例如亚马逊可以不再把书籍运输到全世界ꎬ 通过虚拟化

书店就可以向他们的 Ｋｉｎｄｌｅ 电子书读者分发数字文件ꎮ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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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ꎬ 我们已经走到了虚拟化运输的边缘ꎮ 想象一下ꎬ 如果你

只需下载一款设计ꎬ 就能用卧室里的 ３Ｄ 打印机打印出一个

手机壳来ꎬ 能节省多少成本ꎮ 未来的 ３Ｄ 打印机ꎬ 可以用几

百种复合材料打印出 先进的产品ꎬ 让你仿佛置身 喜爱的

商场ꎬ 可以现场生产从网球鞋到芭比娃娃在内的所有商品ꎮ
去中心化是虚拟化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因为如果可以在云

端提供产品ꎬ 我们就不再需要分发中心了ꎮ ＳＤＮ 系统不需要

把每一根线都接入某个交换机ꎬ 所有开关都可以远程操作ꎬ
从而节约大量的成本ꎮ 当然ꎬ 随着虚拟化和去中心化的发展ꎬ
安全就成了一个大问题ꎬ 因为物理控制的节点更少了ꎮ 这对

创新公司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机会ꎬ 也是政府和政治家必须面

对的严峻考验ꎮ 这些技术挑战的解决方案背后ꎬ 需要一整套

参与规则和数字伦理ꎬ 我们该如何就此达成一致呢?
在不远的将来ꎬ 虚拟化将会发展到各行各业ꎬ 从银行到

金融服务ꎬ 从医疗到制药ꎬ 特别是药物研发ꎮ 数字疗法旨在

通过影响人的行为模式ꎬ 来减少甚至解决问题ꎬ 从而补充甚

至取代传统药物ꎮ 另一个强大的案例是云生物学ꎬ 通过软件

模拟吸收实验结果ꎬ 并将其与其他数据相融合ꎬ 从而加速新

药的研发ꎮ
现在ꎬ 设想一下虚拟化与其他大变革相结合产生的指数

效应吧ꎮ 虚拟化云机器人可以更可靠、 更快地工作ꎬ 数字化

的行为模式改变方法可能会替代药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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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多论ꎬ 在技术与人类的碰撞中ꎬ 不论是失业ꎬ 还是

“软件吞噬生物”ꎬ 亦或是通过意识上传或者电子人将人虚拟

化的诱惑———这也是很多超人类主义者的梦想ꎬ 虚拟化都必

将是一股强大的动力ꎮ

大变革 ９: 预测

在我们意识到之前ꎬ 计算机就已经非常擅长预测我们的

需求ꎮ Ｇｏｏｇｌｅ Ｎｏｗ 和 Ｇｏｏｇｌｅ Ｈｏｍｅ 都是谷歌公司开发的智能

数字助理 (ＩＤＡ)ꎬ 这家公司在人工智能上下了大赌注ꎮ 这些

数字助理将能预测到你日常行程的任何变化ꎬ 例如航班延误、
堵车、 开会超时等ꎬ 然后利用这些信息来提醒你下一个受影

响的行程ꎬ 甚至直接为你改签另一个航班ꎮ
基于算法的犯罪预防手段ꎬ 很快就令执法部门趋之若鹜ꎮ

这些程序的本质ꎬ 就是利用犯罪统计数据、 社交媒体、 手机

定位、 交通信息等大数据ꎬ 来预测哪里可能会发生犯罪行为ꎬ
从而提高该区域警察的工作效率ꎮ 在某些情况下ꎬ 这些程序

会向我们发出奇怪的 “预警”ꎬ 甚至单独挑选出来一些人ꎬ
让社工或警察多加关注ꎬ 因为系统显示他们很有可能会犯罪ꎮ

想象一下ꎬ 一旦物联网 (ＩｏＴ) 在全球范围得到推广ꎬ 传

感器网络把数百亿物件———包括交通信号灯、 汽车和环境监

控设备等———连接到一起ꎬ 将会出现怎样的场景ꎮ 届时ꎬ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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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我们使用人工智能工具来解读所有数据ꎬ 就会爆发出强大

的预测潜力ꎮ 在药物研发中ꎬ 在量子计算机上运行的人工智

能工具可以给出数万亿种分子组合方式ꎬ 并迅速识别出哪些

分子组合可能对哪种病症有效ꎬ 甚至可以帮助预防疾病的

发生ꎮ
想象一下ꎬ 如果支票和钞票都实现了数字化ꎬ 可能会发

生什么ꎮ 每一次微不足道的交易都可以立即追踪———效率更

高ꎬ 但也更加危险ꎮ 这将是惠及人人的数字化转型ꎬ 还是冒

险家的勇敢新世界呢?
尽管这些技术看似有很多好处ꎬ 我还是马上看到了一些

烦人的伦理问题ꎬ 主要有以下几点:
• 依赖———因为软件和算法更方便、 更快捷ꎬ 我们可能

会放弃自己的思考ꎬ 把这些事情交给它们ꎮ
• 混淆———我不知道答复我邮件的是人还是人工智能助

理ꎬ 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决策是不是真的由我自己做

出ꎬ 有没有被我的智能数字助理操纵ꎮ
• 丧失控制权———我们无从知道人工智能的预测是否正

确ꎬ 因为我们不可能跟踪这套复杂系统的逻辑ꎬ 甚至

无法理解量子计算驱动的机器学习系统的工作原理ꎮ
换言之ꎬ 就像飞行员面对自动导航系统时的困境一

样ꎬ 我们要么完全信任它ꎬ 要么完全不信任它ꎮ
• 放弃责任———在诱惑面前ꎬ 我们可能会把越来越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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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交给人工智能处理ꎬ 让它帮我们协调日程、 安排

约会、 答复简单的邮件ꎮ 这样的话ꎬ 一旦出错ꎬ 我们

就很有可能把问题都推到云端 / 机器人 / 人工智能

身上ꎮ

大变革 １０: 机器人化

机器人体现了所有这些大变革ꎬ 集众多重大创新于一身ꎬ
不论你喜欢与否ꎬ 它们都将无处不在ꎮ 随着科学在自然语言

理解、 图像识别、 电池容量、 运动特性更好的新材料等方面

取得重大突破ꎬ 我们可以预期ꎬ 机器人的价格会急剧下降ꎬ
而与此同时ꎬ 它们的实用性和受欢迎程度将会飙升ꎮ 有些机

器人甚至可以通过 ３Ｄ 打印制造ꎬ 现在已经出现了第一批这

样的汽车ꎬ 它们几乎完全都是用 ３Ｄ 打印制造的ꎮ
在大步迈向指数变化的同时ꎬ 我们的底线是ꎬ 必须协调

解决道德、 文化、 价值观的问题ꎮ 否则ꎬ 技术就会逐渐成为

我们生活的目标ꎬ 而不再是发现生活意义的工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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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ｂｅｒｓ Ｔｒｕｅ Ｃｏｓｔ [Ｗｅｂｌｏｇ].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３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６ꎬ ｆｒｏｍ ｈｔｔ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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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ｒｌｄ [Ｗｅｂｌｏｇ].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３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６ꎬ ｆｒｏｍ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ｓｊ 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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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 Ｇａｒｔｎｅｒ (２０１３ꎬ １２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Ｇａｒｔｎｅｒ Ｓａｙｓ ｂｙ ２０１７ Ｙｏｕｒ Ｓｍａｒｔ￣
ｐｈｏｎ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Ｓｍａｒｔｅｒ Ｔａｎ Ｙｏｕ [Ｗｅｂｌｏｇ].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１１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６ꎬ
ｆｒｏｍ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ａｒｔｎｅｒ ｃｏｍ / ｎｅｗｓｒｏｏｍ / ｉｄ / ２６２１９１５

[５２] Ｄｉｃｋꎬ Ｐ (ｃ２０１６). Ｑｕｏｔｅ ｂｙ Ｐｈｉｌｉｐ Ｋ Ｄｉｃｋ: “Ｔｅｒｅ ｗｉｌｌ ｃｏｍｅ ａ ｔｉｍｅ
ｗｈｅｎ ｉｔ ｉｓｎｔ ‘ Ｔｅｙｒｅ ｓ ”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３ Ｊｕｌｙꎬ ２０１６ꎬ ｆｒｏｍ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ｏｄｒｅａｄｓ ｃｏｍ / ｑｕｏｔｅｓ / ４２１７３￣ｔｈｅｒｅ￣ｗｉｌｌ￣ｃｏｍｅ￣ａ￣ｔｉｍｅ￣ｗｈｅｎ￣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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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ＩＰ Ｔｒａｆｃ ｂｙ ２０２０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３ Ｊｕｌｙꎬ ２０１６ꎬ ｆｒｏｍ ｈｔｔｐ: / /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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