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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工智能失去控制，世界将会怎样——— 超燃励志职场路———

AI迷航
□ 肖 遥

华尔街女神
□ 【美】 莫琳·雪莉 著 李娟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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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颂玲的博士论文与农
作物生长相关，她主动申请
登上夸父农场，继续从事研
究，期限为半年。虽然总想对

她冷漠一些，与其保持距离，但是张颂玲
却有一种魔力，总是能够通过简单几句
对话，轻松融化我脸上的冰霜。

现在整条船上，除了第三人之外，我
也只能和那个人对视。

那个曾经经常和丁琳比拼中指的方
脸中年男人，那个我上次在麦田碰见的
收割机驾驶员。我站在上面俯瞰番茄园
的时候，他就走过来伏在玻璃上，仰头看
着导航台，虽然隔着几百米，但我知道，
他是在看我。

丁琳离开的时候，番茄才刚刚生出
苗芽，如今都已经郁郁葱葱，长得将近半
米高了。星星点点的黄花点缀其间，像是
绿色湖水中的金色浮萍。

“第三人，帮我查一查那个人的信
息，就是番茄园里看向导航台的那个。”

“好的，船长。”
张颂玲本来在座位上写着什么，此

时也好奇地小跑过来。“什么人？”
那中年人见到张颂玲之后脑袋动了

动，可能他也意外，曾经的对手何时换
了？这次，他没有竖起中指。

“他是战犯吗？”
我点了点头。“看年纪和走路的姿

势，我猜他可能是纯种人军队的军官，如

果是空军的话，兴许我们还曾交过手，他
看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打败过他。”

他依然看着我，眼神像头狼。
这时候，第三人的声音传来。“船长，

这名犯人的编号为N33B14035，智人男
性，年纪41岁。”

“给我调出他的履历。”
“十分抱歉，船长，我没有权限。”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
“船长，”第三人又道，“根据你上次

的要求，制造商的反馈是：暂时不能为我
配置一名可以提高情商的机器搭档。制
造商向你道歉，他们说将升级我的沟通
系统，为夸父农场的工作人员带来更体
贴的服务。”

张颂玲回头道：“第三人？你要情商
干吗？”

第三人道：“可以帮助船长多活几十
年。”

“闲话少说。”我话音刚落，却见下面
的中年男人跑开了，几十米外，两名巡警
正挥舞着警棍朝他追来。

他还没跑几步，便栽倒在番茄架下，翻
滚着身子，手脚都抽搐起来。犯人的手腕和
脚踝都戴有环状的无线镣铐，平时不影响
工作，但犯了错的时候，却会遭到电击。

两名巡警追上那人，一棍便甩在他
的后背。他疼得整个人向后仰去，另一人
的警棍重重地打在了他的小腹上，他又
像虾米一样蜷缩起身子，紧接着，棍子便

噼里啪啦地砸了下去。
“够了！”我向第三人道，“下令，让他

们不要再打了！”
第三人无动于衷。
“报告船长，我没有权限向B区巡警

发出指令。”
“废物！”我骂道，来到导航台控制

台，看着那密密麻麻的按键，竟然不知道
哪个是打开番茄园扩音器的。

“我命令你，给我打开开关！”
它面无表情，我恨不得一拳将它揍

趴下！又有三个农夫过来劝架，但那两名
巡警已经打红了眼，不由分说地把劝架
的人也打倒在地。

远处，又有两名巡警跑了过来，他们的
脚步是轻快的，脸上竟然还在笑。四个人一
边说笑着，一边将棍子狠狠地朝地上犯人
的身上打去。这哪里是惩罚，这是发泄！

“给我开门！”
“船长，我分析出，你有97%的可能性

是要……”
“开门！”我一把揪住第三人的领口，

“这是命令！出了问题，我自己承担……”
第三人面无表情。“船长，我不能破

坏守则。”
忽然，身后的张颂玲道：“船长，我来

帮您！”她跑到控制台，大概扫了一眼按
键分布，然后在键盘上敲了几行命令，通
往农业种植区的屏蔽门便自动打开了。

我推开第三人，奔出门外。

我套上低腰牛仔裤，那
是我最近把自己饿得半死才
穿回去的，以及一双有着要
人命的八厘米高鞋跟的靴

子。这使得我一米五六的身高极大地提
高了，我感到有点紧张，又有点兴奋。我
不停地告诫自己不要去，然而我还是穿
着衣服准备走，好像屈从了某种强大的
力量。我把儿子们的卧室打开一条小缝，
看到布鲁斯在一张椅子上打呼噜，一本

《大侦探纳提》故事书摊开在他胸上。三
个天使一样的孩子呼吸着。欧文，我两岁
大的儿子，脸向下趴在地上，甚至都不在
床上。我应该叫醒布鲁斯，把他送到床上
去。我应该把欧文放到婴儿床上去。但吵
醒欧文的风险太高了，向布鲁斯解释我
要去哪里太复杂了。

我踮着脚尖走出了房间，走下走廊，
按铃叫电梯，然后重返旧路回到冰冷中，
这引起那名深夜门卫莫大的兴趣。

在大街上集聚
十二月，我从人行道上一群吸烟的

人中挤过，走进了酒吧，酒吧里摆满了台
球台，挤满了身着紧身牛仔裤的人。费
金·迪克逊的女人们围在一张餐桌前，桌
上放着一大罐没有动过的啤酒。因为穿
着职业装，她们让房间的氛围变得复杂
了，就像游客到了不属于他们的世界。我
拉过一把椅子，没有人跟我打招呼。出于
本能，我们没有像其他女人那样扯着嗓

门兴高采烈地和彼此打招呼。
我们是同样无趣的一路货；都不是

在有钱人家长大的，不过是找到了一条
发家致富路的乞丐。我们不会做人家女
朋友那类女孩。我们只想做正经事，然后
回家。

我插到一个讲了一半的故事中，听
着，那是一向生气勃勃的米歇尔·莱恩在
不寻常地压低声音转述。米歇尔是个红
发中略带金黄的女孩，年近三十，在公司
的销售前台工作，和大宗金钱经理打交
道，每个工作日都要受到一连串建议性
和甚至是色情性邮件的密集攻击。至少
她是这么跟桌边人说的。

“下流的要求，威胁我最好参加客户
的宴请，最好表现得活跃些……诸如此
类的。”她睁大双眼说，眼里透着难以置
信。

“你有没有把它们复印下来？”爱丽
丝·哈灵顿问，她是个严厉的、不爱讲废
话的分析家，总是一副好像尝了什么不
干净的东西的表情。

“我把我们共事的男同事发给我的
每一封恶心人的邮件都复印和存档了。”
米歇尔答道，“它们让我每天早上朝橱柜
里看的时候都会思考我该穿成什么样才
不会引人注目。如果我流汗了这件织物会
怎么移动呢？我喜欢认为自己是坚强的，但
这实在让人精疲力竭，让人工作时分心。”

她声音越来越小，并一直点着头。在

投行工作的女人都不喜欢大惊小怪，她
们这么做是有充分理由的。工作的第一
天，所有华尔街人员都会签下一份让自
己民权尽丧的条约，名叫“U4”，条约中
声明如果他们要挑刺，那必须是在私下
里公司自己的法律办公室，而不是在法
官面前或出现在《纽约时报》的页面上。
维权是要付出昂贵代价和降低生活质量
的举措。最不能做这种事的人就是一个
三个孩子的妈妈。我在这里干什么？

米歇尔还在说。事实证明我的顶头
上司西蒙·格林意图和她发生不轨，晚上
频繁地宴请她。

“我从未觉得能拒绝他。我的意思是
他是我上司！”她轻声说完了，没有她一
贯的乐队领队的热情。

我完全知道米歇尔的意思；但对于
她的上司，米歇尔不知道的情况更糟糕。
几周前，我接到爱德华·豪的电话，这个
人曾是我的客户，但自从他换公司后就
成米歇尔的了。他是她第一个法人账户
客户——— 她进入本行佼佼者行列的第一
步。她安排了一场饭局和爱德华见面，不
知怎么的，西蒙听到风声，不请自来，要

“给她指点”。正如爱德华后来向我解释
的，在她给他提投资意见的过程中，西蒙
都安静地坐在餐桌旁洗耳恭听。情况发
生在米歇尔去洗手间后。

她走后，西蒙凑到爱德华身边问：
“你还没有把米歇尔搞到手吗？”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由安建执导，张挺编剧，路钶、张薇担任制
片人，黄轩、杨颖、周一围、宋轶、印小天等主演
的电视剧《创业时代》将于10月12日登陆浙江卫
视、东方卫视。该剧将目光聚焦与生活息息相关
的互联网行业，向改革开放40年来一代代互联
网创业者们致意。在这个全民创业的时代，创业
剧也集结而来，成为市场的新宠。

展示创业精神和时代气质

《创业时代》讲述了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天
才软件工程师郭鑫年（黄轩饰）在强敌环伺的商
业环境中，凭借一款名为“魔晶”的手机软件，掀
起移动互联网革命的故事。并以郭鑫年跌宕起
伏的创业心路历程为主线，辅以各式各样的复
杂人物关系，展现了这群平凡却优秀的年轻人
行走在IT江湖中所遭遇的人情冷暖。

该剧改编自作家付遥同名原著，作品自
2015年推出以来，收获无数读者的青睐。付遥表
示：“我本身也是创业者，也经历过很多创业团
队所遭遇的故事，把他们都融入到了这个故事
里，所以在这个剧中会有很多人物的影子。”

在改编成剧本的过程中，主创团队在力求
真实还原创业过程、商战逻辑的基础上，淡化本
剧的具体年代背景，把展示创业精神和时代气
质作为首要目标。该剧导演安建，曾执导拍摄过

《小姨多鹤》《北风那个吹》等热播电视剧。编剧
张挺表示：“这部剧其实想展现的是极具理想主
义的一群年轻人努力改变世界，而且他们努力
改变的成果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之中，这会
让你觉得年轻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

创业剧接踵而至

从《大宅门》《大染坊》到《温州一家人》《鸡
毛飞上天》，讲述创业者在商界摸爬滚打、起落
沉浮中成长故事的创业剧颇受观众喜爱。而在
今年，《梦想合伙人》《好久不见》《南方有乔木》

《合伙人》《创业时代》等创业剧接踵而至。
《梦想合伙人》讲述了几位大学同窗好友为

梦想艰苦创业所经历的一段跌宕起伏的故事。
该剧以中国互联网风云人物和早期“创客”为原
型打造，既有慷慨激昂的创业故事、也有热血青
春的友情爱情，白描着最真实的年轻人心境。

《好久不见》以2003年非典时期为故事背
景，讲述了家境一般、独立乐观的花朵朵，与想

证明自己能力的“高富帅”贺言于误打误撞中相
识，在经历了许多人生重大变故后，两人从水火
不容到相知相爱，一起完成创业梦想的故事，在
探讨爱情与婚姻中“门当户对”和“精神上势均
力敌”孰重孰轻的同时，也从记录了中国经济腾
飞的十年，和一代人在追梦路上的奋斗与成长。

《南方有乔木》讲述了身份复杂且神秘的酒
吧老板时樾在机缘巧合下结识了家境优渥的无
人机研创女南乔，两个极具反差的灵魂意外相
遇相知，展开了他们之间热血又带感的爱情交
锋。万众创业的浪潮之下，高精尖轻科技产业逐
步成为了万千创客们逐梦的新型战场。

《合伙人》中，古东青、霍志远、王子这三个
20世纪80年代末的大学生在创业期间，有过成
功，有过失败，终于在互联网时代抓住机会，分
别成为网络游戏、服务网站、智能手机等领域的
领军人物。一路走来，他们的友情、亲情、爱情也
不断接受着考验，但三个男人始终没有迷失方
向；他们重情重义，携手共进，在他们成功的光
环背后，是一段普普通通却又不同寻常的人生。

据悉，今年还将有《在纽约》《大江大河》等
创业剧与观众见面。

创业剧已成市场刚需

创业剧的大热并非偶然。过去，因人物塑造
更真实，故事背景更接地气，再加上在电视剧市
场中较为稀缺，创业剧一经播出口碑不俗。随着
青年人创业的普遍化，创业剧已经成为了市场
的刚需，以带有励志色彩的创业剧陪伴自己在
都市生活中拼搏，成为许多年轻人的共同需求。
东方卫视中心总监王磊卿曾指出，“创业剧是最
具有当代中国特点的商战剧，处在中国经济发
展大潮中的主人公，一个个白手起家，缔造奇
迹，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开拓者的故事兼具
极强的传奇性和真实感。”

然而，创业剧多了起来，涉及的领域更广
了，品质却良莠不齐。在有些创业剧中，创业只
是作为一个宣传的噱头，甚至出现了披着创业
外衣大谈恋爱的伪创业剧。有业内人士表示，创
业剧创作，故事要贴近生活，人物刻画要真实鲜
活。职业性强的创业剧，更要深入生活，对行业
所涉及的方方面面都要了解清楚，在展现行业
发展现状的同时，反映出创业的困境，折射出时
代巨变下的社会现实和人心沉浮，这样才能引
发观众的共鸣，为年轻观众提供精神上的给养，
为“创业剧”这块金字招牌增光。

□ 赵焱 郑直

布宜诺斯艾利斯青奥会的泳池边，每当奥
运信息服务的工作人员采访中国队运动员时，
身边总有贴心的中文翻译志愿者提供服务。

孙一枫是西安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专业学
生，5个月前来到阿根廷拉普拉塔国立大学交
流。当了解到布宜诺斯艾利斯青奥会需要志愿
者时，孙一枫立刻报了名。

9日的游泳赛场上，刚刚开始男子100米自
由泳接力决赛，而且有中国队队员出场，但协
调人跑过来叫孙一枫去帮助翻译对女子100米
自由泳亚军杨浚瑄的采访，小姑娘们期待许久
的“泳池男神秀”就这样错过了。“工作第
一，自己无法完成小心愿是常事。”孙一枫告
诉记者。

与孙一枫一起在青奥公园赛区工作的中文
语言服务志愿者一共有9名，因为大家都是有
工作或者需要上学，所以需要根据自己的时间
来协商具体的工作时间，但每天每人必须在青
奥会赛场工作满8小时。孙一枫介绍说，他们
的工作是混采区翻译、兴奋剂检测区翻译、接
语言电话热线提供临时紧急翻译服务。

孙一枫说：“在语言团队里就我一个是从
国内来的，西班牙语是后学的，而其他志愿者
都是在这里出生的双语者，他们的理解力会更
好，因此我能学到很多东西。这里所有的亚裔
志愿者和阿根廷本地人都经常给我帮助，耐心
地给我解释，让我收获很多。特别是我来到阿
根廷的时间不长，借青奥会的机会可以交到更
多朋友，我在这里的交流总共有21个月，青奥
会后也可以跟大家一起出去走一走，更好地了

解当地文化。”
作为语言类服务志愿者，孙一枫和她的小

伙伴们上岗前培训会要求掌握一些体育专有名
词，还要学习翻译时的速记等技能。孙一枫感
触最深的是奥林匹克精神的传授。“我在工作
中深刻感受到团队之间的沟通很重要，责任
感、细致以及微笑是这个团队共同的语言。”

9日与孙一枫一起工作的另一名中文翻译
志愿者叫方梓贤，她是在阿根廷出生长大的小
姑娘。

方梓贤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青奥会志愿
者的招募广告后报名的，通过几天的工作，她
觉得自己的决定很不错。“这里有很多来自不
同地方的志愿者，大家的家庭环境也不同，但
我们感受到奥运大家庭的包容。在这里我还交
到很多好朋友，像我和一枫此前也不认识，但

这几天下来我们已经很熟了。”
孙一枫说，有了这段志愿者的经历，她正在

考虑报名东京奥运会的志愿者，不过最想参与
的还是北京冬奥会，因为是自己家门口的盛事。

方梓贤马上说：“我也特别想去北京冬奥
会，虽然我在这里出生长大，但是父母都是中
国人，我以前也回去过一年专门学习中文，特
别喜欢中国，希望北京冬奥会上能够了解更多
中国的事情。”

（据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10月9日电）

交到许多朋友，想去北京冬奥会
——— 记青奥会上的中文服务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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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时代》为创业剧热潮再添一把火，刚需之下———

如何为“创业剧”金字招牌增光

□新华社发
10月10日，在大阪举行的2018年世界女子排球

锦标赛F组比赛中，中国队以3比0战胜美国队。中国
队球员丁霞(前左)和袁心玥(前右)在赛后拥抱庆祝。

据新华社巴黎10月10日电 法国球星本泽马返
回国家队的愿望或许已经落空了。

法国当地媒体10日发布的一篇对法国足协主席
勒格拉埃的访问中，勒格拉埃本人并不看好本泽马
回归国家队。“我觉得本泽马和法国国家队缘分已
尽。”格雷说。

本泽马上次代表法国国家队出战还要追溯到
2015年10月，虽然他已经进入了今年金球奖的最终
30人候选名单，但他与法国队主教练德尚的关系目
前依然冷若冰霜。2016年欧洲足球锦标赛前，因为本
泽马没有进入最终的大名单，所以这位皇马球员抱
怨称，德尚没招自己进入国家队是因为迫于种族主
义者的压力。此外，本泽马还涉嫌对前法国队队友巴
尔武埃纳进行敲诈勒索，此事也让法国足协对他印
象变糟。“这个案子已经拖了三四年了，案子应该早
点有个结果。这起案件也让我们和本泽马的关系变
得复杂。”勒格拉埃说。

法国足协主席：

本泽马的国家队生涯已结束

当地时间10月9日，洛杉矶，泰勒·斯威夫特亮相2018全美音乐奖红毯。 □CFP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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