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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工智能是指人类开发出来的、具有深度学习能力甚至自主思考能力的、非自然出生的智能人ꎬ
人工智能本质上是对人类的补充、完善ꎬ是否符合对生命友好、“可持续性”运行应成为衡量人工智能创新的价

值准则ꎮ 作为艺术创造的主体ꎬ人工智能挑战了传统文艺生产的“人学”范式ꎻ其介入文艺创造的过程是一个先

验的“计算”ꎬ也即执行一个特定程序的结果ꎻ人工智能缺乏艺术创造的主体意识和精神自觉ꎬ否定了艺术作品

的个性化和不可重复性ꎮ 作为文艺批评的主体ꎬ人工智能代表的是一种科学主义的文艺批评观ꎬ它推动了从文

献检索的数据化到量化分析等批评方法的完善ꎬ但唯数据论则会使文艺批评失去价值维度而只是技术指标ꎬ人
工智能未来的跨越式发展取决于思维方法上能否开发出对事物定性分析的能力ꎮ 我们应重视人工智能在文艺

批评价值导向和批评舆论监控机制上的作用ꎬ同时又要反思人工智能对文艺批评中人的主体性地位和批评标

准、伦理及价值观念上的新挑战ꎬ警惕文艺批评“非人化”的倾向ꎮ
〔关键词〕人工智能ꎻ文艺批评ꎻ主体性ꎻ非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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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尔施在«重构美学»中指出:“今天的审美

化不再仅仅是一种‘美的精神’ꎬ抑或娱乐的后

现代缪斯ꎬ不再是浅显的经济策略ꎬ而是同样发

端于最基本的技术变革ꎬ发端于生产诸过程的确

凿事实ꎮ” 〔１〕在人工智能时代ꎬ技术不仅是思想传

播的手段ꎬ技术本身就是思想ꎬ它有自己独特的

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ꎬ甚至成为“全部艺术价值

的构成、艺术的美学本性”ꎮ〔２〕随着科学技术对文

艺活动的渗透ꎬ文献资料的记录媒介、传播方式

以及大数据检索的方式都发生了数字化转型ꎬ人
工智能也介入到了文艺创造和批评领域ꎮ 人工

智能在图像识别、自主学习和数据搜索技术上的

突破对文艺批评中人的主体性地位和批评标准、
价值观念提出了新的挑战ꎬ我们应坚持以人为中

心而不是以数据为中心ꎬ反思人工智能时代文艺

批评的“非人化”倾向ꎮ

一、 什么是人工智能

学界关于人工智能(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的
讨论颇热ꎬ然而对“人工智能”的界定却莫衷一

是ꎬ其中不乏各种误解乃至“神”化ꎮ 有些学者

过度夸大了人工智能的“自主性”ꎬ把智能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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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作是一个超人“物种”ꎬ这可能是受好莱坞科

幻电影的影响ꎬ如电影«我ꎬ机器人»中ꎬ机器人

具备了自我进化的能力ꎬ它们随时会转化成整个

人类的“机械公敌”ꎻ有些学者对技术更新迭代

的速度有过高的期望ꎬ认为未来“超级智能”机

器将彻底取代人类ꎬ如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导演

的«人工智能»中ꎬ机器人小孩大卫试图寻找自

己的生存价值———变成真正的小孩ꎮ 无论是文

艺作品浪漫想象的“超人”ꎬ还是技术乌托邦主

义者的“超级智能”ꎬ都不是科学、客观地看待人

工智能的态度ꎮ
首先ꎬ“人工智能”是一个现代才出现的概

念ꎬ古代的自动机械“木牛流马”和近代的自动

化机械手臂都不是人工智能ꎮ “人工智能”(ＡＩ)
这个词最早出现于 １９５６ 年ꎬ而“人工智能”的概

念在 １９５０ 年就有了ꎬ阿兰图灵(Ａｌａｎ Ｔｕｒｉｎｇ)
在元数学的基础上发明了数字可编程计算机ꎬ提
出了“计算”的概念ꎬ包括算法、编程、输入 /输出

等ꎮ 原始版本人工智能的开发目标是教会电脑

完成一系列的认知任务ꎬ包括下棋、解决数学问

题、理解书面语和口语、辨认图片内容等ꎬ其目的

是通过“智能计算机和计算机程序的编写ꎬ以某

种方式模仿或者复制人的思想和行为的过

程”ꎮ〔３〕可见ꎬ“人工智能”是和智能化、自主学习

技术联系在一起的ꎬ它整合了传统的工业制造、
现代的信息媒介技术和智能传感技术等ꎬ最早被

应用于医学、工业生产、游戏等领域ꎬ例如最早的

心脏起搏器在 １９５８ 年就开始投入使用ꎬ由于病

人的生物起搏器并不能使他的心脏按照应有的

方式跳动ꎬ因而人造心脏起搏器就被植入项圈骨

的下面ꎬ并连接到心脏ꎬ它有效延长了患者的生

命ꎮ 人工智能还可以帮助人类处理炸弹ꎬ可以在

汽车的装配线上工作ꎬ可以在机场协助制定航班

的飞行班次它早已广泛进入了我们的日常

生活领域ꎬ从智能手机、无人驾驶汽车到同声传

译设备ꎬ从智能个人助理、家用机器人到 Ａｌｐｈａ￣
Ｇｏꎮ 只是由于好莱坞电影、科幻小说和视频游戏

的过度渲染ꎬ使得人工智能好像是某种远离日常

生活的神秘“黑科技”ꎮ
其次ꎬ人工智能的技术基础是大数据和深度

学习技术ꎮ 互联网上的信息量大约每 １. ２５ 年翻

一番ꎬ在刚过去的 １０ 年里ꎬ人类创造出了比过去

数千年还要多的信息ꎬ这也是为什么大数据如此

盛行的原因ꎮ 甚至有人认为ꎬ只要有足够多的数

据和足够强大的网络ꎬ人工智能就可以认识我们

想了解的一切ꎮ〔４〕 大数据是一种信息搜索方法ꎬ
其工作方式主要是搜索、推荐和挖掘ꎬＡｌｐｈａＧｏ
打败了李世石ꎬ不是 ＡｌｐｈａＧｏ 有多么聪明ꎬ而是

ＡｌｐｈａＧｏ 在和人类棋手对弈的时候读取了海量

的数据ꎬ它每秒能搜索 ８ 万个位置ꎬ通过大数据

搜索ꎬ分析出落子的最佳策略ꎬ从而找到了打败

人类的方法ꎮ 而现在ꎬ人工智能已经进化到每秒

可以搜索 ７０００ 万个位置了! 深度学习是人工智

能的另一个技术基础ꎮ 一个信号沿着电子导体

的最大传输速率是每纳秒 ３０ 厘米ꎬ而沿着神经

元的最大传输速率是每毫秒 ３０ 厘米ꎬ这使得一

台智能机器的学习速度大约比人类快 １００ 万倍

甚至更多ꎮ 没有深度学习技术ꎬ机器就谈不上

“智能”ꎬ就没有思考能力ꎮ ＡｌｐｈａＧｏ 在和人类棋

手对弈时ꎬ自主学习了几十万张棋谱ꎬ掌握了围

棋艺术的规则和模式ꎬ并通过大数据算法分析每

一个落子点可能导致的结果ꎬ从中选取最有利最

快捷的落子点ꎬ所以它其实是站在上万个一流围

棋高手的肩膀上ꎬ并通过高效的数据处理算法才

赢得最后的胜利ꎬ没有大数据和自主学习技术ꎬ
ＡｌｐｈａＧｏ 什么也做不了ꎮ

再次ꎬ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人体自身的革命ꎮ
安迪克拉克指出ꎬ我们真正应该关心的不仅仅

是人机谁取代谁或智能器官移植的问题ꎬ而是生

物和机器之间关系的革命性变革ꎮ〔５〕人工智能早

已广泛应用于人造心脏、器官矫正等医疗领域ꎬ
将精细的微型智能机器植入身体以取代有缺陷

的器官或者损坏的器官ꎬ改善身体的机能ꎬ这在

未来将是一个日常事件ꎮ ２０１９ 年ꎬ英国著名机

器人专家 Ｐｅｔｅｒ Ｓｃｏｔｔ Ｍｏｒｇａｎ 在患有运动神经元

疾病后ꎬ通过非常逼真的头部替身对身体语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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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反应ꎬ通过眼动追踪技术用眼睛控制多台电

脑ꎬ将自己变成了完全的“电子人”ꎮ〔６〕 一旦这种

装备着移动通信终端电子设备的移植技术和微

型机器人的“吞服”治疗广泛应用于人体自身的

改造ꎬ被“吞服”的成分ꎬ将不再仅仅是含有各种

化学元素的滋补药品ꎬ而是微型处理器、细胞机

器人ꎬ“人体的器官的亲密性也将要发现自己被

一套能够对它施加作用的‘器官内的’微型机器

所补充ꎮ” 〔７〕如未来纳米机器人可以透过毛细血

管无切口地进入人类大脑向云端传递数据ꎬ人和

电脑之间可以实现意识的上传和下载ꎬ人体内生

的机械化也许将超越现在外生机械化的成就ꎬ最
终实现人与机器的高度融合ꎬ未来将出现全身除

了大脑是智能芯片以外ꎬ其他部位都是真实人体

的“超级智能人”和除了大脑是真实人体而其他

部位都是智能机器的“新人类”ꎮ 在此意义上ꎬ
作为个体的人会很快服从于生物技术的统治ꎬ
“服从于这些能够不再仅仅是在世界的空间扩

展ꎬ而且还是在我们机体的厚度本身进行殖民化

的微型机器的统治ꎮ” 〔８〕这种“殖民化”的说法有

些危言耸听ꎬ但是人工智能在赋予机器以生命的

同时又将赋予人以“超级大脑”却是可以预见的

事实ꎬ对人类情感的研究、移情和微表情的模仿

以及脑科学的革命将进一步模糊人工智能与人

类之间的差别ꎬ人和机器实现共依共存、高度融

合是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ꎮ
综上ꎬ本文讨论了两种不同的“人工智能”

概念:一种是人类开发出来的、具有深度学习能

力乃至自主思考能力的、非自然出生的人工智

能ꎻ另一种是以微型智能器官取代躯体和器官

的、可以人机互联的、自然出生的“智能人”ꎮ〔９〕

对自然出生的“智能人”而言ꎬ以具有夜视能力、
红外扫描和记忆功能的微型智能眼球取代原有

的眼球ꎬ乃至更换耳朵、心脏、大脑等生理器官ꎬ
或以微型智能器官取代失效、残废的器官ꎬ这种

“超级装备了各种互动性假器的健全人的身

体” 〔１０〕的人类就具有超级智能ꎬ相形之下普通人

就是一个“残疾者”ꎬ超级“智能人”才是“正常

人”ꎮ 本文研究的人工智能是以上哪一种呢? 笔

者认为阿兰图灵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可能更

为准确ꎬ他认为“智能” 并非人与机器的区别ꎬ
“我们希望把以通常方式出生的人排除在机器之

外”ꎬ〔１１〕第二种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人ꎬ是对传统

人与机器矛盾的修复ꎬ不存在取代人、超越人的

问题ꎮ 相对而言ꎬ第一种人工智能具有更普遍而

典型的意义ꎬ也是本文讨论的对象ꎮ

二、人工智能与人的关系

人工智能引起的最大争议就是它和人类之

间的关系ꎬ它究竟是模仿人还是取代人? 在有些

生产领域和服务行业ꎬ人工智能早就以智能机器

的形式取代了人类ꎮ 海德格尔分析了技术世界

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ꎬ技术的本质是限定和强

求ꎬ它在将一切对象化的同时ꎬ作为主体的人也

被对象化了ꎬ“由于技术生产ꎬ人本身和他的事物

遭受到日益增长的危险即成为单纯的物质ꎬ成为

对象化的功能ꎮ” 〔１２〕人工智能一方面将人从机器

的束缚中解放出来ꎬ另一方面又把技术熟练工人

的活动填入机器的规划中ꎬ使人自身变成无用之

物ꎻ人既是自身的解放者ꎬ也可能在劳动消亡的

过程中使自己成为对象化的被奴役者ꎬ虽然这只

是一个遥远的预言ꎮ
首先ꎬ人工智能本质上与人类并非是截然对

立的ꎮ 如果我们追溯人工智能技术的源头ꎬ不难

发现它与传统仿生技术的智能化发展具有同源

性ꎬ这显示了人工智能和人在“模仿自然”、创造

新的生命力这一本质上具有同一性ꎮ 自地球诞

生以来ꎬ物种的起源和演化便成为生命的主旋

律ꎬ那些克服了地球各种环境的变化而能生存至

今的物种ꎬ必然有其生存的技能ꎬ这些技能往往

成为人类仿效的对象ꎮ 达芬奇曾经解剖生物ꎬ
观察其结构ꎬ进而创造出飞行器的雏形ꎮ １９５０
年代美国生物学家施密特 (Ｏｔｔｏ Ｓｃｈｍｉｔｔ) 首提

“仿生”概念ꎬ现代仿生学通过研究生物的结构、
特性和原理以解决工程和生活的问题ꎬ其基本思

想是人模仿自然生物ꎬ以创造有利于生命存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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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为衡量标准ꎮ 人工智能与现代仿生学几乎

是同步发展的ꎬ仿生的智能化代表着仿生科学发

展的新趋势ꎬ也就是人创造机器从模仿自然生物

转向模仿、学习人自身ꎬ从通过仿生实现人与自

然的重新连接、以自然为标准ꎬ到实现人脑与智

能机器的连接ꎬ脑机接口技术〔１３〕(Ｂｒａｉ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被看作是人类超越肉身局限性的一个

新尝试ꎮ
脑机接口技术并非科幻ꎬ现实中有些人由于

车祸等创伤丧失了记忆ꎬ或者丧失了视力ꎬ需要

依靠外在的存储提示才能唤起记忆或获得方向

感ꎬ如佩戴使用 ＴＶＳＳ 导航的智能导航眼镜的盲

人就是“人—机结合”的一种形式ꎬ马斯克的脑

机接口研究公司 Ｎｅｕｒａｌｉｎｋ 通过一台神经手术机

器人ꎬ采用“脑后插管”技术向大脑植入芯片ꎬ通
过 ＵＳＢ － Ｃ 接口可以直接读取大脑信号ꎬ〔１４〕 我

们可以称戴着智能导航眼镜的盲人或实现与机

器之间自由上传、下载思维的人为“半机械”的

智能人ꎮ 另一种“人—机结合”指的是机器可以

读懂或理解人类的思想、情感ꎬ智能传感器能把

人的大脑和身体发出的信号转化为电脑存储数

据和信息ꎬ人和智能机器人之间可以实现互联ꎮ
这些高仿真的智能机器人ꎬ他们的皮肤和软组织

在视觉和触觉方面仿真度高达 ９９％ ꎬ随着记忆

的植入ꎬ它们也具有类人的属性ꎬ“一种新的智慧

生命形式可能会从人类制造的智能机器中诞生ꎬ
也许就是来自类似 ＡｌｐｈａＺｅｒｏ”ꎮ〔１５〕 安迪克拉

克称这种“人—机结合”形态的人工智能为“非
自然出生的智能人”ꎬ以上两种“人—机结合”的
方式都代表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ꎬ它能够拥有

比“裸脑”更高的智力水平ꎬ这是未来一二十年

最值得期待的技术革命ꎮ 而无论是哪种“人—机

结合”的方式ꎬ人类与智能机器都会走向人机合

一式的高度融合而非战争ꎬ那种认为人工智能和

人类相互取代、互不相容的思维本身就是一种极

端的思维ꎬ还只是传统主客对立思维方式的延

续ꎮ 在思考人工智能和人类的关系时ꎬ我们首先

应超越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ꎮ

其次ꎬ人工智能是人类的完善和解放ꎮ “人
工”一词有两层意义:一是假的、不真实的ꎻ二是

真实但并非由标准手段产生的ꎮ 对机器从模仿

人、完善人到变成了人的“异化”的担忧ꎬ贯穿于

整个机器化大生产时代到网络时代ꎬ并不是什么

新鲜事ꎮ 马克思一方面批判了人被剥夺了作为

社会人的“本质力量”ꎬ从而沦为机器附庸的“异
化”状态ꎬ另一方面又认为机器的最终目的是将

人从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ꎬ向更高的文明程度进

化ꎬ“使用劳动工具的技巧ꎬ也同劳动工具一起ꎬ
从工人身上转到了机器上面ꎮ 工具的效率从人

类劳动力的人身限制下解放出来在自动工

厂里ꎬ代替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专业工人的等级

制度的ꎬ是机器的助手所要完成的各种劳动的平

等或均等的趋势”ꎮ〔１６〕人工智能是人类科技发展

的结晶ꎬ人和机器之间关系本来就是“工具性的、
补充性的(把机器看作是为了满足人对工具的需

要)ꎬ我们按照理想中孤立的个人的形象创造出

机器”ꎮ〔１７〕共生关系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ꎮ
通常ꎬ人类被看作是唯一的智能生物ꎬ而人工智

能则被视为真实的、可能对人类产生威胁的另一

种智能———它不仅可以像人类一样思考ꎬ也许还

能用人类不知道的方式思考ꎮ 现代计算机之父

冯诺依曼早就论证过计算机的控制器可以用

神经元搭出来ꎬ存储机也可以用神经元搭出来ꎬ
甚至输入、输出也可以用神经元搭出来ꎬ这也意

味着“人工智能”并不只是受“人工”操纵的机

器ꎬ它可以通过强化学习机制进化出“元学习”
能力从而成为一种超级智能———一种远比现在

人类更强大的文明形态ꎮ 人工智能将成为人类

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ꎬ大大提高了人类从“物竞

天择式”的生命存在形态走向生命“再生产”的

速度ꎬ也就是从自然选择的人走向“智能人”ꎬ埃
森哲认为人工智能“可以节省我们的时间ꎬ释放

我们的创造力ꎬ这实际上是让人更像人ꎬ而不是

像机器一样工作”ꎮ〔１８〕克莱恩斯曼弗雷德和克

莱恩内森也将这种机器的超级智能看作是一

种生物现象ꎬ〔１９〕看作是人类自身的进化和发展ꎬ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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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即是人工智能将赋能于人ꎬ推动人类从“智

人”到“神人”的物种进化ꎬ从而实现人类的“自
我超越”ꎮ

另外ꎬ人工智能的本质是试图创造出适合生

命存续的环境ꎬ从而实现人类与智能机器的共

生ꎮ 人工智能的发展目标要体现的是人的价值ꎬ
而非机器的价值、技术的价值ꎬ更不是其他物种

的价值ꎮ ２００９ 年ꎬ英国生物学家朱利安文森

特(Ｊｕｌｉａｎ Ｖｉｎｃｅｎｔ)认为生物界面对问题的应对

之道与人类的科技方法只有 １２％ 的相似ꎬ这说

明随着新技术的出现ꎬ仿生科学的未来还有很大

的发展潜力ꎮ 在各种算法、制造方法和人工智能

技术突破的背景下ꎬ注重整体观的仿生思维仍然

是未来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ꎬ也就是将生命与科

学友好地结合在一起ꎮ 我们对人工智能的讨论ꎬ
衡量人工智能的创新也主要基于它是否符合对

生命友好、“可持续性”运行的价值准则ꎮ

三、人工智能能否取代人成为艺术创造的主体

近年来ꎬ人工智能开始频频进入大众视野ꎬ
在文学、绘画、音乐创作等方面展示了不凡的实

力ꎬ人工智能蚕食了作为人类专利的艺术创造领

域ꎬ“不断地把审美领域变得更加自动化”ꎬ〔２０〕例

如微软的人工智能“小冰”能写现代诗ꎬ并且在

２０１７ 年出版了一本像模像样的纸媒诗集«阳光

失了玻璃窗»ꎬ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 １００％ 由

人工智能创作出版的诗集ꎻ清华大学制造出了能

写中国古体诗的机器人“九歌”ꎬ在央视«机智过

人»的节目中ꎬ大部分现场观众都误认为“九歌”
创作的古体诗是人类创作的ꎮ 人工智能在音乐

创作方面也表现不俗ꎬ２０１７ 年ꎬ美国的佐治亚理

工大学音乐科技中心制造了一位名为 Ｓｈｉｍｏｎ 的

机器人音乐家ꎬ它是一只长着四臂的机器ꎬ会弹

奏木琴ꎬ并能实时分析音乐ꎬ配合人类演奏ꎮ 此

前ꎬ它只会弹奏人类已经写好的乐谱ꎻ而现在ꎬ
Ｓｈｉｍｏｎ 已经进化到能够运用深度学习来即兴独

立创作乐曲了ꎮ 更值得一提的是ꎬ它创作出的乐

曲节奏明晰ꎬ相当和谐ꎬ具有古典爵士的味道ꎮ

科学家们不仅让音乐机器人自主创作音乐ꎬ而且

还通过深度学习来让机器人学习人类演奏音乐

作品的方式ꎮ ２０１９ 年ꎬ由 Ｍｏｒｉｔｚ Ｓｉｍｏｎ Ｇｅｉｓｔ 和
ＳＯＮＩＣ 机器人团队制造的“声波机器人”演奏自

己设计的电子音乐唱片ꎬ“在音乐创作中创造了

一种新的多元化”ꎬ〔２１〕这是世界上第一张完全由

机器人演奏的电子音乐唱片ꎮ Ｓｈｉｍｏｎ 创作的音

乐作品和“声波机器人”的音乐演奏完全达到了

“以假乱真”的地步ꎬ我们已经无法判断出它们

的作品是出自人类音乐家之手还是机器人之手ꎮ
人工智能还在绘画创作领域有了一些新的突破ꎬ
斯坦福大学机械工程设计博士 Ａｎｄｒｅｗ Ｃｏｎｒｕ 设

计的 Ｒｏｂｏｔａｒｔ 机器人已经开始参加 Ｒｏｂｏｔａｒｔ 绘画

比赛ꎬ主要是通过同步模仿、眼动仪或是联网模

仿的方式ꎬ让机器人学习人类画家作画并创作出

颇富现代风格的绘画作品ꎮ 人工智能在艺术创

作、艺术表演领域展现出了比人类更为强大的模

仿学习、创造学习的能力ꎬ正因如此ꎬ计算机艺术

家莫尔纳宣称:“计算机第一次涉足被视为人类

独有的领域:创造行为ꎮ” 〔２２〕

人工智能介入艺术创造领域ꎬ主要是大众媒

介为吸引眼球和提高娱乐消费而推动的ꎮ 大众

媒介通过深蓝大战人类国际象棋高手、ＡｌｐｈａＧｏ
击败人类围棋高手、机器人索菲亚宣称要消灭人

类ꎬ以及好莱坞电影炮制出的智能机器奴役人类

的科幻大片等噱头ꎬ使得人工智能成为现代商业

文化消费中最吸引人眼球的技术元素ꎬ我们大可

对这类神奇事件不以为然ꎮ 然而ꎬ它却引发了美

学家和文艺理论家追问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人
工智能能进行艺术创造吗? 人工智能能在非逻

辑、非“科学”算法的审美领域比人类做得更好

吗?
首先ꎬ艺术创造长期被看作是人区别于动物

的一个重要标志ꎬ人们把这种“想象力的自由游

戏”看作是人类的专属能力ꎬ人工智能成为文艺

创造的新的“主体”ꎬ这是对把“人”视作文艺唯

一生产主体的“人学”范式的挑战ꎮ 有学者甚至

认为ꎬ人工智能将“引发文艺现代机器生产方式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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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机械复制’向‘机械原创’的划时代转型”ꎬ文
艺生产进入了全新的“全自动机器”或“机械原

创(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时代ꎬ“当今计算机

人工智能则正在使文化生产机器体系进入智能

自动化机械原创的全自动阶段ꎬ作为生产工具而

被资本占有、垄断的智能机器ꎬ正在成为智能主

体和艺术生产主体ꎬ对艺术智能活动中人的主体

地位形成挑战”ꎮ〔２３〕 必须指出的是ꎬ人工智能可

以参与画画、演奏音乐和写诗等艺术创造活动ꎬ
尽管这已不同于传统半自动化的机械复制ꎬ但称

其为全自动化的“机械原创”却有些言过其实、
哗众取宠ꎮ 格拉德威尔在«异类»中提出了“一
万小时定律”ꎬ那就是一个人要想成为一个领域

的顶尖专家ꎬ需要不间断地学习一万小时才能实

现ꎬ对于下围棋、绘画、弹钢琴这类技能性的艺术

尤其如此ꎮ Ｓｈｉｍｏｎ 创造的每一首音乐作品都是

它自主学习的结果———它能概括和弦与和声ꎬ像
人类一样将重点放在乐曲的结构上ꎬ而不是思考

一段谱写一段、简单机械地拼凑出下一部分的内

容ꎮ Ｂｒｅｔａｎ 称人工智能的这种学习能力为“高层

次的音乐语义学”ꎬ也就是同时吸收乐旨、重复乐

段、小乐句和其他的基础音乐元素ꎬ通过“神经嵌

入”掌握“词语矢量”进而获得语言建模和语言

生成功能ꎮ 还有仿造生物视知觉(Ｖｉｓｕａｌ Ｐｅｒｃｅｐ￣
ｔｉｏｎ)的智能机器人可以剪辑电影预告片ꎬ它采用

的是一种 “监督式机器学习” (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 Ｍａ￣
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的算法ꎬ计算机会被输入许多相

似主题的范例ꎬ然后机器就逐渐学会了剪辑某一

类型影片的各项原则ꎮ 人工智能可以快速学习

人类过去在文艺创作领域的经验、技术和模式并

将其应用于相对“自主性”的创作中ꎬ它的学习

效率远超人类ꎬＡｌｐｈａＺｅｒｏ 的学习速度是人类的

４００ 倍ꎬ并且它还从不睡觉休息ꎬ人工智能在这

方面的能力非常突出ꎮ
然而ꎬ艺术创造活动并不只是单纯的技术学

习和训练ꎬ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ꎬ即使普通人

经过一万小时的钢琴练习或围棋练习ꎬ他依然不

可能变成莫扎特或李世石ꎬ甚至两万、三万小时

也不行ꎮ 人工智能的“创作”主要还不是一种基

于“感性”的自主创新能力ꎬ还不是一种基于情

感直觉和想象力的“自由游戏”ꎬ而是学习、模仿

人类思维算法的结果ꎮ 从微软“小冰”的创作效

果来看ꎬ“小冰”诗歌里有很多颇具情感表现力

的词汇ꎬ这类词汇能触发读者的情感ꎬ这主要源

于“小冰”从 １ 亿多用户那里收集到的各种情感

数据ꎮ 但从“小冰”创作时的内在思维过程看ꎬ
“小冰”的情感并非产生于其自身的生存体验和

感受ꎬ而仅仅是数据的收集和分析ꎮ 泰国 ＣＭＩＴ
团队的机器人在进行绘画创作的时候ꎬ就有一种

仿佛在织布的感觉ꎮ 大体上说ꎬ绘画机器人并没

有整体构思、构图、描摹的过程ꎬ而是直接从一个

角落的色块开始ꎬ填充这个区域的所有画面元

素ꎬ而真正创意、构思、表现力的部分ꎬ还是得靠

人脑设计的程序来完成ꎮ 人工智能将艺术创作

和审美变成了一个编码和解码的信息化过程ꎬ
“人类视觉的景深不断地被人类服从于机器的技

术所占有ꎻ所有这些光电技术的目的都是要对最

无意识的视觉反射进行组织ꎬ为的是同时改善信

号的接收和见证者的回答的时间ꎮ” 〔２４〕 在与世界

的互动、理解人类的语言、感性直观能力、情感体

验能力和想象力上ꎬ人工智能还看不到有任何超

越人类的可能ꎮ 马克思认为艺术家创造艺术作

品“不是‘以思辨的方式’ ‘把直观和表象’加工

成‘概念’ꎬ而是在精神领域中实现的对所反映

的世界的实际改造ꎬ这种改造的结果是创造出

(当然是以纯精神的方式创造出)新的‘现实’ꎬ
虽说它是由人———即艺术家———的想象、幻想创

造出来的ꎮ” 〔２５〕 人工智能轻视直觉和想象的力

量ꎬ它只能在人类既有的知性和经验范畴内进行

创作ꎬ而“知性通过其概念也永远达不到想象力

与一个被给予的表象结合起来的整个内在直

观ꎮ”我们很难想象会有和人类一样思考的机器ꎬ
它有感觉和情感ꎬ它会为电量不足而沮丧ꎬ会与

另一个智能机器陷入爱河或者遭受生离死别之

痛ꎬ而知性只有和想象力、情感直观结合在一起

才具有反思性的“判断力”ꎮ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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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ꎬ马克思把文学创作看作是一种特殊的

精神生产活动ꎬ只有从事文艺生产活动并具有主

体性、自觉意识的人ꎬ才是文艺创造的真正主体ꎮ
人工智能写书法、画画ꎬ都是人工设置程序和算

法的结果ꎬ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和算法是以准确

的数据和线性计算为基础的ꎬ其算法主要有贝叶

斯网络、支持向量机、决策树、隐马尔科夫模型

等ꎬ〔２６〕这些算法的基础是二进制ꎬ非此即彼ꎬ确
定无疑ꎬ遵循的是线性运算规则ꎬ人工智能的程

序与其行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逻辑结构ꎬ运行一

个程序就相当于提供了一个逻辑运算的证

明ꎬ〔２７〕在此意义上ꎬ人工智能的艺术创造活动就

成了一个先验的行为ꎬ也即执行一个特定程序的

结果ꎮ 技术虽然赋予机器以“智能”ꎬ但这些“智
能”是由真正的主体———人间接外加给“机器”
的ꎬ“不管你喜不喜欢ꎬ人工智能的出现离不开我

们人类扮演‘神’或‘父母’一样的角色”ꎮ〔２８〕 也

许人工智能具有部分深度学习、自我生成内容的

能力ꎬ如 Ｓｈｉｍｏｎ 在受过将近 ５０００ 首完整歌曲

(包括贝多芬、披头士乐队、Ｌａｄｙ Ｇａｇａ、Ｍｉｌｅｓ Ｄａ￣
ｖｉｓ 和 Ｊｏｈｎ Ｃｏｌｔｒａｎｅ)ꎬ以及 ２００ 万种乐段、小乐句

和其他的基础音乐元素的训练后ꎬ〔２９〕 它创作音

乐时既没有将不同的音乐片段机械地拼凑在一

起ꎬ也没有使用某种随意生成的音乐合成器ꎬ而
是运用学习数据库中深度神经网络“生成”新的

乐曲ꎮ 人类的活动ꎬ包括劳动和艺术创作一定

“是一种有意识的活动ꎬ以一种最低限度的连贯

性ꎬ走向其所要达到的目的”ꎮ〔３０〕 人类的文艺创

作活动是一种自觉的、自己支配自己的精神生产

过程ꎬ艺术家创作的最终形式在作品还没有完成

之前就在创作者的头脑中以观念的形式存在了ꎬ
人工智能的创作虽是对基于人类的创作经验和

技巧的模仿ꎬ但它对训练、学习之后会“生成”什
么样的诗歌内容、音乐旋律缺乏自觉意识ꎬ其行

为完全是遵照人设计的逻辑指令程序的结果ꎬ而
非立足于主体的生活体验和精神自觉ꎬ这也是为

什么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０ 日 Ｉｍｇｕｒ. ｃｏｍ 网站上出现的

那张人工智能创作的绘画作品是用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标

注〔３１〕(Ｔｈｉｓ ｉｍａｇｅ ｗａ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ａ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ｏｎ
ｉｔｓ ｏｗｎ)而不是 ｃｒｅａｔｅｄ 的原因ꎮ 在艺术创造上ꎬ
人工智能只是一个“他律的”客体ꎮ

再次ꎬ基于特定机器的人工智能只要植入相

同的程序和算法ꎬ他们就会具备相似的艺术创作

技能ꎬ这是一种“程式化”的创作模式ꎮ 香港大

学徐扬生教授的团队开发出了一个书法机器人ꎬ
这台机器人可以根据要求书写出不同风格的字

体ꎻ一个绘画机器人可以通过特定的算法学习特

定艺术家的风格ꎬ这个机器人几乎可以模仿任何

一位画家来作画ꎮ 如果你想要一幅梵高风格的

装饰画作品ꎬ你只需要将以梵高绘画的风格特征

编程的小程序运行ꎬ卷积层的卷积神经网络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算法就可以轻松实

现这一操作ꎮ 我们可以从微软“小冰” 写的诗

«全世界就在那里»看到朦胧诗派的影子ꎬ“河水

上滑过一对对盾牌和长矛 /她不再相信这是人们

的天堂 /眼看着太阳落了下去 /这时候不必再有

爱的诗句 /全世界就在那里 /早已拉下了离别的

帷幕”ꎬ«全世界就在那里»的现代风格是建立在

“小冰”从 １９２０ 年以来的 ５１９ 位中国现代诗人的

几千首现代诗作品迭代学习的基础上的ꎮ 人工

智能创造的艺术作品只是人类艺术经验的延伸ꎬ
只要把机器人所要写的字、画的画通过程序植入

到电脑中ꎬ再由电脑进行算法的解析ꎬ就能形成

程式化的创作模式ꎬ智能机器本身可以批量生

产ꎬ风格相似的文艺作品也可以批量生成ꎮ 在此

意义上ꎬ作为文艺创造主体的人工智能机器就成

为一个抽象的、群体性的存在ꎬ它不是“自己时代

的儿子”ꎬ〔３２〕而是程序和算法的“儿子”ꎬ而这样

的“儿子”原则上可以无穷复制ꎮ 人工智能从根

本上缺乏对生命的深刻认知和理解ꎬ作为文艺创

作主体ꎬ它没有内在的主体意识ꎬ没有个性化的

情感ꎬ也缺乏社会历史感ꎬ这就使得人工智能的

文艺创作活动必然陷入主体的坎陷、“自身的丧

失” 〔３３〕的困境ꎮ 当由算法生成的作品不再关注

人的情感和精神时ꎬ艺术也就失去了永恒的生命

力ꎬ这也否定了文艺创作的不可重复性和独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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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ꎮ 徐粤春认为ꎬ“艺术家的审美理想和情感世

界是驱动创作的重要引擎ꎬ而人工智能却是无心

的机器ꎬ冷冰冰的物理组件ꎬ它可以承担部分工

艺制造ꎬ但永远不能取代艺术家的创造性劳

动ꎮ” 〔３４〕从这个意义上说ꎬ人工智能还不能说是

真正的文艺创作的主体ꎬ更谈不上由“机械复

制”向“机械原创”的“划时代转型”了ꎮ

四、人工智能对文艺批评的冲击

人工智能不仅为文艺批评提供审美标准和

批评尺度ꎬ而且在引领社会审美思潮方面也起着

重要的作用ꎮ 它为文艺批评提供了量化分析的

指标ꎬ它可以通过大数据模型来预测哪些音乐会

受欢迎ꎬ哪些风格题材的绘画和诗歌会受到人们

的喜欢ꎮ ２０１８ 年ꎬ央视一档歌唱类节目«渴望现

场»请来了一位音乐评审———机器人“小渴”ꎬ这
是一台由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制造的音乐机器

人ꎬ它从音准、音域、调性、节奏、语感、乐感六个

维度对演唱者进行评分ꎬ兼顾了音乐欣赏的维度

和量化的难度ꎬ真正实现了用科学技术来评价艺

术ꎬ还有一些学者对书法批评进行了定量分析上

的尝试ꎮ〔３５〕 智能机器采用了大量分享在社交网

络上的内容以及人们的网络行为数据ꎬ并由此作

出分析ꎬ人工智能的文艺批评观影响了艺术家的

创作主题、艺术风格和创作倾向ꎬ并进而影响人

们的审美观念ꎮ
首先ꎬ人工智能介入文艺批评意味着批评主

体由人变成了智能机器ꎬ它代表的是一种科学主

义的文艺批评观ꎮ 智能传感技术可以使人工智

能机器在面对音乐演奏、舞蹈表演、绘画等艺术

作品时ꎬ具有比人类评审更加敏锐的感受力和鉴

赏力ꎬ人工智能在语音识别、图像识别、触觉和嗅

觉方面比人类更有优势ꎬ它的神经元鉴别声音频

率最轻微差异的能力是人类听觉神经灵敏度的

３０ 倍ꎬ音乐机器人“小渴”的“顺风耳”———卷积

神经网络所抽取到的多维语音特征具有精确量

化的特性ꎬ在对音准信息量化区分时ꎬ误差不会

超过 １‰ꎮ 神经网络的逐层信息抽象特性能够

帮助机器人从音阶传递到演唱技巧再到情感表

达进行逐层量化和分析ꎬ进而让机器人能够相对

客观地学习人类评审专家对音乐的评判经验ꎮ
而人类的耳朵ꎬ哪怕是最专业的评审ꎬ也容易把

某些细节和瑕疵忽略掉ꎮ 从已经播出的节目来

看ꎬ“小渴”对多种音乐唱法都能给出相对公正

的评价ꎬ如秦腔、说唱、英文歌曲等ꎮ 在表演现

场ꎬ“小渴”是与歌手的麦克风直接相连的ꎬ它更

加精确敏锐ꎬ任何一点小小的技术瑕疵都能被它

捕捉到ꎻ在具体打分过程中ꎬ机器人打分是听一

句给一句的ꎬ不易受主体情绪和现场气氛的支

配ꎻ“小渴”对歌手的表现一视同仁、打分的公正

合理也得到了场内外观众的认可ꎬ大家都亲切地

称它为“史上最冷静的评审”ꎬ这充分说明了机

器人“小渴”在文艺批评上的优胜之处ꎬ它可以

有效避免批评者囿于主观偏见和批评权威垄断

话语而造成的弊端ꎮ ＥｙｅＥｍ 公司开发的一款应

用 Ｔｈｅ Ｒｏｌｌ 可以自动评判一张摄影照片的美学

质量ꎬ在评价绘画、摄影作品时ꎬ人工智能通过物

理和光学手段对书画艺术的欣赏、鉴别能力也是

人类望尘莫及的ꎬ人工智能为传统的文艺批评提

供了一个相对客观的技术分析维度ꎬ文艺批评技

术化的时代已经到来ꎮ
其次ꎬ建立在技术分析基础上的人工智能可

以为人类的文艺批评提供多元的参考ꎬ但这并不

意味着人工智能比人类批评家更具权威性ꎬ人工

智能的批评观并非唯一的评价标准ꎬ也不是唯一

有效的参考要素ꎮ 文艺批评从根本上说是一种

与“生命感”有着直接联系的、具有主观性的判

断ꎬ〔３６〕是一种基于人性的价值判断ꎬ它的前提是

批评主体具有感受、鉴赏作品的能力和特定的价

值观念ꎮ 而人工智能通过智能传感器对绘画作

品的批评主要是认知性的识别ꎬ而非直观性的欣

赏ꎻ对音乐作品的批评也主要是对音准、音高、节
奏等技术指标的判定ꎬ而对技术之外的艺术表现

力、情感感染力等指标还缺乏欣赏的能力ꎬ而感

性、直觉、情感和身体等要素是人类审美的基础ꎬ
也是自然生命的必需ꎬ博克认为“所有人都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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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同类中其他人接触的需要ꎮ 一个婴儿如果被

剥夺了感触刺激(通过触觉的最早的沟通方式)
的机会就会退化ꎬ最终死去”ꎮ〔３７〕 从人类的审美

经验看ꎬ感觉和认知必须被理解为与主体所处的

身体、环境交织在一起ꎬ才能成为审美判断的有

机组成部分ꎬ而不仅仅是一种信息的存储和搜索

能力ꎮ 人不只是生物性的存在ꎬ更是一个身体、
心灵、情感的整体性存在ꎬ人工智能可以像人耳

一样分辨声音、像人眼一样观赏绘画、像人一样

有喜怒哀乐的表情ꎬ但智能传感技术有其自身的

运行法则ꎬ“所有技术假体都试图消除人类的自

然感官ꎬ也就是说ꎬ要遵循技术假体自己的逻

辑”ꎮ〔３８〕人工智能的感知力、判断力和微表情无

法与真正的生命感、生存经验和生命关怀结合起

来ꎬ正如维利里奥所言ꎬ“(人类)对外部世界的

感知越是发达ꎬ世界ꎬ完整的地球就会越少”ꎮ〔３９〕

即使人工智能具有比人类敏锐得多的感知世界

的能力ꎬ它也很难对人类生命和情感的复杂性作

出有效阐释ꎬ它的线性运算模式和现实情境中人

的思维模式并不完全相符———线性运算假定时

空是均匀变化的ꎬ它忽略了人的思维存在着直觉

性、跳跃性和不确定性ꎬ这些特质以小规模、小概

率的形式普遍存在于每一个个体身上ꎮ 而人常

常是矛盾的个体ꎬ其思维本质既有线性的逻辑思

维ꎬ也有大量非线性的直觉思维ꎻ人的思维常常

以感官、情绪为依据ꎬ人甚至常常做出自己也理

解不了的行为ꎬ人工智能企图由不完全的、“畸
形”的方式模仿人脑ꎬ进而超越、取代ꎬ甚至控制

人脑ꎬ基本上是很难实现的ꎮ 同时ꎬ人工智能的

文艺批评标准主要是来自于机器对人类以往艺

术风格和传统的学习ꎬ它自身没有办法突破人类

经验的层面去把握超感官和超验的对象ꎬ没有办

法从整体意识层面把握和评价艺术作品ꎬ其文艺

批评的分析模型能够解释某些已经训练过的艺

术范例ꎬ但并不能有效迁移或概括其他的范例ꎮ
另外ꎬ文艺批评的本质是一种基于人性的价

值判断ꎬ人是文艺批评价值的前提和逻辑起点ꎮ
在文艺批评过程中ꎬ大数据分析是数字技术介入

人文学科的一种形式ꎬ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从

文献检索的数据化到量化分析等人文科学研究

方法的完善ꎬ是对数字人文研究的丰富和发展ꎮ
但大数据分析并不是文艺批评唯一的尺度和标

准ꎬ大数据能精确区分某些训练过的数据ꎬ但是

缺乏描述数据整体特征的能力ꎬ因为文艺作品最

终能打动人、感染人的东西ꎬ除了数据和技术ꎬ本
质上还是融知性、情感、想象于一体的艺术表现

力、感染力ꎻ人工智能对文艺作品的数据分析主

要是一种线性思维的分析ꎬ尚缺乏对人类生命和

情感的整体性把握ꎬ不管人工智能的运算次数如

何叠加ꎬ它都无法理解复杂生命系统的非线性本

质ꎮ 文艺批评本质上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数

据为中心的ꎬ如果只是孤立、片面地强调数据分

析ꎬ而忽略了文艺批评的社会性、历史性、价值

性ꎬ人工智能文艺批评将走向“非人化”ꎮ〔４０〕 同

时ꎬ对人类而言ꎬ文艺批评家和文艺创作者常常

是一体的ꎬ很多文艺批评理论是对丰富的文艺创

作体验和实践经验的总结ꎬ例如郑板桥既是一个

画家ꎬ同时也是优秀的画论家ꎻ鲁迅既是一个文

学家ꎬ同时也是一个文艺评论家ꎮ 文艺创作的主

体既是美的创造者ꎬ又是美的体验者、评价者ꎬ作
为主体的人常常兼有实践主体、批评主体和价值

主体等多重角色ꎮ 人工智能还远未发展到能将

创作主体、批评主体、生活主体等不同身份自由

切换并将多重能力集于一身的程度ꎬ它是一个好

的技术批评者和逻辑分析者ꎬ但是在感性体验、
共情能力、审美直觉方面还称不上是一个合格的

“批评家”ꎮ 我们应重视大数据分析在文艺批评

价值导向和批评舆论监控机制下的积极推动作

用ꎬ同时又要客观看待人工智能对文艺批评的价

值取向与审美标准的影响ꎬ以实现对当代文艺作

品和审美现象的有效阐释ꎮ

五、结　 语

早在 １９９７ 年ꎬＩＢＭ 的超级计算机“深蓝”战
胜了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就引起了人

们关于机器超越人的恐慌ꎻ２０１６ 年ꎬＡｌｐｈａＧｏ 战

—８７—

　 ２０２１. ５学术前沿



胜李世石也展示了任何人类都无法企及的高超

围棋实力ꎬ这使得人类不得不正视人工智能的力

量ꎮ 通过对人类历史发展“奇点”(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ｉｔｙ)的
分析ꎬ我们发现从工业革命到计算机诞生ꎬ从纳

米技术到人造干细胞等技术ꎬ“奇点”的间隔时

间越来越小ꎬ这意味着现代科技正加速发展ꎬ尤
其是通讯和智能科技将呈指数型的增长趋势ꎮ
雷蒙德库兹韦尔认为到 ２０４５ 年一台电脑的计

算速度ꎬ将会超过全部人类智慧的总和ꎬ那时电

脑的智慧会超越人类ꎬ“到了 ２１ 世纪末ꎬ人机智

能将比人类智能强大无数倍”ꎬ〔４１〕人工智能发展

的“奇点”就是人工智能可以“生产”智能ꎬ正因

如此ꎬ詹姆斯巴拉特将人工智能称为人类“最
后的发明”ꎮ〔４２〕 然而ꎬ目前基于神经网络建构的

联结主义、大数据驱动的深度学习还很难有效推

进“奇点”的到来ꎬ“奇点”的实现还有赖于科技

革命性的突破ꎬ而“科学技术的重建和超越阶级

和性别的人性的重建是互为因果的”ꎬ〔４３〕 无论是

脑科学的研究还是逻辑算法的改进ꎬ都与环境无

涉ꎬ与社会无涉ꎬ这也正是人工智能的盲点所在ꎮ
今天人们对人工智能的忧虑ꎬ与 １９ 世纪的蓝领

工人对工业时代的自动化机器的本能反应是相

似的ꎬ尤其在文艺创作和批评领域ꎬ说“人工智

能”将取代人、奴役人还只是一种浪漫的想象ꎮ
真正值得我们担忧的ꎬ恰恰是人工智能介入

文艺批评之后形成的科学主义批评观ꎮ 大数据

分析丰富了文艺批评的维度ꎬ推动了数字人文研

究的发展ꎬ但如果形成“数据中心论”则会使文

艺批评失去了人文意义而只是定量分析ꎬ使文艺

研究失去了价值维度而只是技术指标ꎮ 人工智

能未来的跨越式发展ꎬ也即是从 Ａｌｐｈａ 级别向

Ｂｅｔａ 级别的跃进ꎬ取决于在思维方法上能否开发

出对事物定性分析的能力ꎬ并能将定量分析与定

性分析有效结合起来ꎮ 另一方面ꎬ人工智能要真

正成为促进人类完善和解放的武器ꎬ就应该功能

和心灵并重以实现真正的“人化”ꎮ 人工智能应

打破工作与休闲、生产劳动与艺术创造、精英阶

层与大众之间的等级对立ꎬ将艺术家从专职雇佣

形式的异化生产中解放出来ꎬ将个体从单调的异

化劳动和生存状态中解放出来ꎮ 沙纳汉指出ꎬ即
使在最具有颠覆性的人工智能时代ꎬ生产资料将

仍然由少数有实力的大公司和个人控制ꎬ〔４４〕 广

大民众所能分享的ꎬ不过是扫地机器人、智能手

环等低端的人工智能产品ꎮ 少数垄断人工智能

技术和资源的特权阶层通过各类洗脑信息的叠

加传播ꎬ导致大众反思能力、理性批判能力丧失ꎬ
最终退化为“电子婴儿”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Ｂａｂｙ)ꎬ它削弱

或消解了人在文艺批评中的主体地位ꎮ 在与机

器的交互中ꎬ人类如何培养健全的人格、增强人

性的力量、向更高的生存阶段跃进ꎬ而不是被少

数寡头操纵和技术奴役ꎬ这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反

思的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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