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消除这样的分配不公？ “公共利
益指数”，即类似基尼系数一样，需要一个
可以反映资产所有权在目标人口数量中的
广度的可度量指数。 当资产只为一个人拥
有时，指数为0，而资产为目标人口中所有
人平均拥有时，指数为1。国家可以通过“公
共利益指数”来制定税收政策，为指数分值
较高的公司提供税收优惠甚至减免， 让具
有“公有”性质的公司更具有竞争优势。

未来，是人机共生的形态。如果能解决
好法律和道德、 失业与经济发展及贫富差

距的问题， 人类将享受到技术飞速发展所
带来的福祉，有干净而安全的环境，用之不
竭的资源……然而， 这样的社会是否是对
人类自身的一种发展限制？ 不得而知。不
过，就人类的天性而言，大多数人应该会希
望生活在那样一个“美丽的新世界”之中。

（摘自杰瑞·卡普兰的《人工智能时代》
（浙江人民出版社）。杰瑞·卡普兰是斯坦福
大学人工智能与伦理学教授， 享誉全球的
Go公司创始人， 并设计了全球第一台笔触
式计算机，预示了iPhone和iPad的出现）

李曼斯 黄尚

初冬的一个傍晚， 宁乡县菁华铺乡陈家
桥村， 寒气还未笼罩。 鸣蛙从暗处向池塘迁
徙，蹬碎水波上火红的晚霞。小孩儿背着书包
从校车上飞奔而下， 稻米煮熟的香气在鼻尖
弥漫。

63岁的黄娭毑见到有人来了， 连忙热情
地端出茶水，邀大家在院内小坐。想来因她日
常好客，家里已有5个邻居饭后闲来串门。

“我这儿位置好，你看，走路不到2分钟就
是健身广场，旁边还有小池塘。大伙儿平常约
在这里跳舞健身。” 顺着黄娭毑指的方向看
去，广场上器材具备，平整宽敞；池塘边亭台
水榭，景色宜人。

然而，就在3年前，这里还是村民自搭的
大片棚地，杂物堆砌，鸡鸭乱飞。村民无处可
去，便窝在家里玩麻将，还有人沉迷地下六合
彩，不少家庭差点因此分崩离析。

2015年， 宁乡县美丽乡村建设的春风吹
进了原本偏僻落后的陈家桥村。 上任不久的
村党支部书记黄立平认为，这是“改天换地”
的好机会。

村部拿出南竹山屋场规划， 召集村民前
来开会，刚说明意图，便碰了个钉子。

“那块菜地的棚子我家搭了几十年了，凭
什么说拆就拆？”

“没错！你扯我一根辣椒，我就要你赔一
根辣椒的钱。”

不少村民听说要动菜地和田地， 纷纷表
示反对，工作一时陷入僵局。

村干部意识到， 建美丽乡村不能是政府
一头热，必须让村民明白，村子建设是村里每
一个人自己的事。

于是，村干部带着部分村民，游览关山古
镇、望城铜官、长沙县江背等已颇有成效的美

丽乡村。村民们乘兴而归，直说长了见识。原
本带头反对的几个村民，不仅表示支持，还主
动劝说邻里。

由于经费原因，屋场建设进展不顺。村干
部和村民一解释， 隔壁屋场的村民明灿二话
不说，率先拿出5万元捐了。村党支部把带头
捐款的几人用红榜公示，大伙儿一看，谁也不
肯落后，纷纷捐款。

“红榜最开始只有一张A4纸大小，后来名
字多了贴不下，就去外面打印海报。现在村部
张贴栏都不够用，只好分屋场公示了。”黄立
平为此感到很自豪。

今年82岁的谈邵清老人是陈家桥村人，
15岁参军，后转业到长沙工作，退休后留在长
沙。听说家乡建设美丽乡村，他毫不犹豫捐了
71万元。有些村民家庭实在困难，村里也不愿
收他们的捐款，便由其投工投劳。

在修建村道时，曾有近800村民自发前来

参加修建。“从前头看到后头全是人， 密密麻
麻，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赶去办喜事。”曾参加
建设的村民黄志民感叹， 那壮观场景今生难
忘。

村里建档立卡贫困户王建中不仅投工，
还捐出家门口的2亩地，建成了文化广场。“刚
开始还舍不得，现在觉得很值！”王建中说，他
的妻子原本因脑溢血半身瘫痪，建了广场后，
常常有邻里找她出门散心锻炼， 近段时间竟
奇迹般可以缓步行走了。

在“乡村干部+群众自发参与”模式下，陈
家桥村先后启动了6个美丽屋场建设，群众筹
资超过920万元，投工投劳超过6000个。两年
间，村里成功创建为省级秀美村庄、长沙市美
丽乡村示范村等。

如今的陈家桥，每口池塘、每块土地都有
村民自主维护。村民们憧憬的美丽家园，正在
他们的奉献与劳作中梦想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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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的“美丽新世界”

当围棋冠军李世石被AlphaGo击败的那一刻
起，比人类更智能的新物种便诞生了。2017年3月
全国两会上，人工智能（AI）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
报告中。2017年6月，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在
美国的一次演讲中表示，人工智能和全球化既带

来机遇又产生风险。
当机器人霸占了你的工作， 你该怎么办？机

器人犯罪，谁该负责？人工智能时代，人类价值如
何重新定义？ 也许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专家杰
瑞·卡普兰的观点， 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创造一个

人工智能时代的“美丽新世界”。
智能时代的到来，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两大灾

难性冲击： 持续性失业与不断加剧的贫富差距。
机器正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人类的工作，不管你是
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

� � � � 我们其实早已被人工智能
包围很多年了

人们通常以为， 人工智能就是人形机器
人。这大概是因为之前许多年里，科幻小说和
电影无一不在塑造人形机器人， 比如《终结
者》《我，机器人》《机械姬》等，它们中的人工
智能都是有形的。很显然，人形机器人还要许
多年才可能实现。但是，我们其实早已被人工
智能包围很多年了， 它们无形地存在于我们
周围，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工作。

“机器人”是传感器和执行器结合在一起
的特例，而在更多数的情况下，传感器是散落
在环境中的，比如路灯上或者智能手机里，而
执行端则在远处的一个集群服务器中， 随着
传感器越来越小，它们会从我们的视野中“消
失”。 “有一天当你走在一片原始荒原时，你
可能并不会注意到你眼前有一个巨大的网
络， 大量组织和协作的设备正在维护这个环
境，同时也在照看你，就像在参观迪士尼乐园
时那样。”

最初，计算机一直被视为“只能按照编好
的程序工作”，然而，以AlphaGo为代表的深
度学习算法所展示出来的人工智能， 已经足
以改变人们的看法， 即智能软件在特定问题
上的智能已经远超人类最为杰出的选手，而
智能软件其实早已在量化投资、电子商务、互
联网广告等领域处理着每秒数以亿兆计的数
据洪流，并从其中赚取巨额收益。

由于智能软件有着极快的信息处理速
度、更高的准确度，以及更低的成本，比如量
化投资软件可以做到每秒十万次交易， 它们
可以不知疲倦地24×7小时工作。 实际上，智
能软件所能获取的数据也远多于人类， 比如
互联网广告可以从数以千计的信息中交叉判
断用户特征； 电子商务中的大数据分析可以
知道所有卖家和买家的信息……这些都意味
着人类是没法和智能软件抗衡的。

虽处于劣势， 但人类和智能机器之间并
不会像《终结者》中那样发生战争，机器并不
会拿起武器来挑战人类的统治。 它们会很缓
慢而隐秘地接管控制权。 因为人类会对它们
逐渐地加深信任，“让它们运送我们， 为我们
介绍合适的对象，定制每日新闻，保护我们的
财产，监控我们的环境，种植和烹饪食物，甚
至教育孩子……”，在此情形下，人类会逐渐
失去大局观，无法再介入控制了。

讨论到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影响， 无法
回避失业问题。据调查发现，美国注册在案
的720个职业将会有47%被人工智能取代。
这其中不仅是蓝领，还包括律师、医生这类
金领。未来，有接近半数的人会失业。很多
人认为这是杞人忧天， 因为人类可以创造
出新的和更多的职业。的确，相比工业革命
之前，现在许多职业是新事物，比如软件工
程师、形象顾问等，因此，很多人认为失业
不是大问题。

但这次和工业革命时期不同。 这是因
为结构性的问题， 即劳动细分市场的变化
速度会比人们学习新技能的速度快得多。
工业革命开始到现在，已经有200多年的时
间， 人类是通过代际更替来解决职业变更
的。比如，我们的祖辈和父辈可能还是以农
业或者工业为生， 而我们可能已经以服务
业为生。 从70%的人口从事农业到只需要
2%的人从事农业就能满足美国所有人口
的需求，这个时间是100多年。而人工智能
时代，职业的更替要快许多，可能就是5到
10年，甚至更短。一个失业的驾驶员是很难

在短时间内学会软件编程的工作技能
的； 而用户体验设计和增长黑客这
样的岗位在10年前是不存在的。

如何解决失业问题？ 需要改变
传统的教育方式，不再由学校指定授
课的内容，而是由对工作有需求的企
业发布所需的岗位和技能，由学校来
培养，如果你学会了这门技能并被企
业录用，那就可以从工资中扣除你的
教育贷款。需要推出一个类似房贷一
样的新的金融工具： 职业培训抵押贷
款，以未来可偿付的工资收入来解决再
就业的问题。

不过，说实话，这对失业的人来说是很
大挑战，人们可能会疲于应对职业危机，生
活陷入无助。 这又不得不提到贫富差距扩
大化的问题。人工智能所带来的高效率，会
导致财富过度向金字塔顶端聚拢。 根据数
据分析，1970年代， 美国收入前5%的家庭
获得的平均收益比后20%的家庭高10倍，
而40年后的今天， 这个数字已扩大到了20
倍。“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已成为事实。

特斯拉提出了针对人工智能的法律和伦理问题
未来， 人类很可能会被机器所圈养。

“地球可能会变成一座没有围墙的动物园，
我们的机械看管者为了维护正常的运转偶
尔会推动我们一下， 而我们会为了自身的
幸福高举双手欢迎这样的帮助。”大众应该
对人工智能所可能带来的社会伦理和法
律、失业与经济发展、贫富差距等问题的重
视，并思考这些问题。

2016年5月，特斯拉的一名车主开启了自
动驾驶功能，而在一起车祸中丧生。特斯拉官
方声称“自动驾驶”功能被误解了，实际上他
们提供的是“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即只有用
户双手握在方向盘上，才可开启“智能辅助驾
驶”功能。另外，特斯拉已经有了数十万小时
的无事故率，因此不是特斯拉的责任。

在传统的汽车驾驶中，发生驾驶责任的
事故肯定是驾驶员的责任，但对于自动驾驶
汽车而言，事故的责任方应该是谁？车主，汽
车生产商，还是自动驾驶技术提供方，亦或
是可以自动驾驶的汽车自身？如果智能机器

已经具有可以意识到自己权利的时候，就应
当承担法律责任。那么，应该如何对机器采
取处罚呢？按照“消除其达成目的的能力”的
原则，针对智能机器，则可以消除它们的“记
忆”。像AlphaGo这样的智能软件，它们需要
花许多时间深度学习， 如果消除它们的记
忆，那么它们就需要从头来过。

如果说法律问题还不太棘手， 那么智能
机器所可能带来的伦理问题就复杂得多了：

———如果你心脏病发作， 而你的自动
驾驶汽车拒绝加速更别说超速把你送到医
院，你该怎么办？

———如果自动驾驶汽车与一辆载有很
多孩子的汽车在一座只能通过一辆汽车的
桥上相遇，智能汽车是救你还是救孩子们？

从古希腊到现在， 道德一直是西方哲
学家思考的重要问题。对于人类文明而言，
博爱、 奉献成为绝大多数人所认可的优秀
品质，然而，你个人是否会购买一个会牺牲
你而拯救更多人的智能汽车？

人工智能时代，职业的更替可能是5到10年

未来，是人机共生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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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湖南乡村振兴探索

宁乡陈家桥村———

勤劳与奉献造就美丽家园

� � � � 11月9日， 宁乡菁华铺乡陈家桥村南竹山屋场。 李曼斯 摄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樊佩君

11月21日，省公安厅通报全省奖励毒
品违法犯罪举报人的实施情况， 并现场对
5名举报有功人员颁奖。

5306人因举报毒品犯罪获得770万元
奖励

据省公安厅通报，自2016年6月《湖南
省举报毒品违法犯罪行为奖励办法》 颁布
实施以后， 省禁毒委要求各市州和县市区
配套出台举报奖励办法。 截至2017年10
月， 全省14个市州以及113个县市区均制
订出台了《举报毒品违法犯罪行为奖励办
法》。

2016年至今，全省各级公安机关通过
群众举报共查破毒品行政案件11378起，
占查破毒品行政案件的13.7%， 查处吸毒
人员18261人次， 占查处吸毒人员总数的
16.8%，破获毒品刑事案件2256起，占破获
刑事案件总数的19.5%， 抓获毒品犯罪嫌
疑人3173人，占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总数
的19.9%，缴获毒品1080千克，占缴获毒品
总数的23.2%，共奖励举报人5306人，已兑
现奖金770万元。

按照《湖南省举报毒品违法犯罪行为
奖励办法（试行）》第七条第三款之规定，省
公安厅对通过举报破获的部省督毒品目
标案件进行奖励。2017年， 全省各级公安
机关报送的2016年通过群众举报破获的
部省督毒品目标案件经过省公安厅禁毒
总队、警保部认真细致审核，省公安厅决定
对29起案件的30名举报人进行奖励，奖励
金额100万元。

4起公安部督办毒品案件举报人最高
获奖8万元

此外，今天，省公安厅把30名举报人
中的公安部督办毒品目标案件的5名举报
人请到了发布会现场，给予了现场颁奖。

公安部“2016-926”毒品目标案件：
2016年8月31日，举报人到我省某公安派

出所举报当地有一地下无证可疑工厂，
该厂发出剧烈刺鼻气味，严重污染环境，
怀疑有人制毒。 派出所初步核查该举报
线索属实，县公安局禁毒大队立案，在市
公安局禁毒支队协调指挥下， 成功破获
公安部“2016-926”毒品目标案件，抓获
犯罪嫌疑人30余名，捣毁制毒窝点两处，
收缴冰毒成品130余公斤、固液混合物近
2000公斤、液体130余公斤、缴获作案车
辆数台，摧毁了一个涉及福建、江西、广
东、湖南、湖北、四川六省的特大制贩毒
团伙。省公安厅决定对该案举报人奖励8
万元。

公安部“2016-337” 毒品目标案件：
2016年3月， 举报人到我省某县公安局禁
毒大队举报一条贩毒线索， 并提供了犯罪
嫌疑人的具体信息。根据该举报线索，某县
公安局成功破获公安部“2016-337”毒品
目标案件， 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20余名，
行政拘留吸毒人员近40名，缴获冰毒近20
公斤。省公安厅决定对该案举报人奖励5万
元。

公安部“2016-361” 毒品目标案件：
2016年2月， 举报人到我省某区公安分局
禁毒大队举报某人有贩毒嫌疑。 根据该举
报线索 ， 该公安分局成功破获公安部
“2016-361”毒品目标案件，抓获犯罪嫌疑
人20余人，缴获冰毒数公斤、麻古10余公
斤，海洛因数十克，扣押涉案车辆数台。省
公安厅决定对该案举报人奖励5万元。

公安部“2016-69” 毒品目标案件：
2015年9月， 我省某机场两名安检人员在
安检时分别在货物中发现了冰毒并及时向
机场公安局报警。据此线索，经深度扩线，
2016年10月，我省某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成
功破获公安部“2016-69”毒品目标案件，
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近30名，查处吸毒人
员120余名，缴获各类毒品近50公斤，扣押
涉案车辆数台。 省公安厅决定对该两名安
检人员各奖励1万元。

毒品刑事案件破获群众举报占比近两成

省公安厅公开奖励
5名公安部督办毒品案件举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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