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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观察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6月 29 日，小冰从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工程系

毕业，主攻音乐创作，并获得 2020 届“荣誉毕

业生”称号。她很幸运，毕业后马上就有第一件

作品面世——7 月 9 日，2020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云端峰会在上海开幕，大会主题曲 《智联家园》

由小冰作曲并参与演唱。

小冰全名“微软小冰”，没有身份证，永远 18
岁。她的创作速度很快，给一张图或者一段话，只

要花两分钟，就能创作出一首 3 分钟的曲子，并根

据风格和节奏，完成配器、编曲和歌词。

小冰并不只有这一项艺能。2019 年夏天，

她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作品 《历史的焦虑》 在

2019 届研究生毕业作品展上展出；2017 年，她

出版诗集 《阳光失了玻璃窗》，之后还协助超过

500 万名诗歌爱好者创作诗歌，部分作品刊发在

各类文学刊物上。

小冰离艺术越来越近，近得让我们人类都有

些担心。

训练了至少两万个段落，目前
最擅长古风音乐

上海音乐学院创办于 1927 年，是中国第一

所高等音乐学府，而音乐工程系是一个“年轻”

的系，成立于 2003 年。小冰的导师之一、音工

系系主任于阳介绍，音工系的办学宗旨是“专

业 学 习 结 合 学 科 交 叉 、 应 用 技 术 结 合 创 新 实

验”，其中两个专业方向是“音乐设计与制作”

“音乐科技与艺术”。小冰在这里学习，真是填对

了志愿。

小冰在这里是如何学习的呢？

微软 （亚洲） 互联网工程院副院长、小冰团

队总负责人李笛介绍，分三步：首先，基于小冰

已有的音乐创作模型，微软把端口给到上海音乐

学院的老师，让他们去听小冰创作的海量音乐作

品，并给出系统性的点评；其次，老师也教会人

类程序员基本的乐理知识，包括编曲技巧等，用

于优化小冰的创作模型；最后，小冰不断学习，

不断交作业，老师不断给反馈。

无论“模型”“作业”还是“反馈”，都是一

个不断迭代的过程，如此循环往复，当小冰达到

和人类同学相似的水平，且趋于稳定，她就毕业

了。听上去似乎和“把大象放进冰箱需

要三步”一样简单，但相比当年学写诗

只迭代了 1 万多次，小冰这次学音乐可

难多了，达到了十万级的量级。

“音乐创作和写诗、绘画有一个最

大的不同，人类音乐创作的特征，是从

某一个段落入手，再延伸到其他部分。

而对人工智能来说，这是两个不同的技

术，所以要分开训练。”李笛举例，比

如抖音神曲，火的往往是一个很短的片

段，是一首歌的核心部分——这是要单

独训练的；然后，再用另一种技术教会

小冰从这个片段入手，创作出作品的其

他部分，需要起承转合，还需要音乐的

故事性。

上海音乐学院音工系教师陈世哲也

是小冰的导师，每次小冰交来作业，由

他组织音工系的师生一起批改，对音乐

细节作出反馈，比如和声的走向、音乐的

结构，等等。在他们的指导下，从今年 1
月到 6 月，经过近半年密集的师生互

动，小冰的作曲水平逐渐达到和人类相

似的稳定水准。

李笛透露，小冰目前已经形成了流

行、古风、民谣等几个大的音乐风格，

其中最擅长的是古风音乐，创作水准最

高。陈世哲则对自己的“得意门生”抱

有很大期望：“小冰的潜力无限，在具

备创作流行音乐的素质之后，将来通过

算法和数据的优化，她完全可能在古典

音乐、民族音乐等领域有更广的发展空

间。”

小冰找到了第一份工作

李笛介绍，音乐创作和写诗、绘画一样，都

属于“人工智能内容生成”，在创作“艺术”的

同时，小冰的主要工作是生产“产品”。小冰每

一种能力的背后，都对应着一条生产线，在不需

要人力参与的情况下，用稳定的质量，极低的成

本，高并发地生产内容并供应出去。

比如，小冰会写诗，同时她服务于国内 90%
以上的金融机构交易员和 40%以上的个人金融交

易者；小冰会画画，同时为服装企业设计面料图

案纹样，提供大规模落地的工业化创作产品线。

音乐创作也是类似，小冰目前已实现包括旋

律、编曲及歌词，端到端一体化的产品落地。

“小冰追求的是在和人类水平相似的情况下，有

一个质量稳定的内容生成，来帮助人类进行内容

创作。”李笛说。

从培养方案来看，小冰现阶段的“求职”方

向之一是音乐助教，很幸运，她已经顺利找到了

第一份工作。

陈世哲介绍，近年来，上海音乐学院一直在

西部山区和一些欠发达地区做文化扶贫，比如远

程乐器培训、声乐培训等，然而，受制于当地的

硬件设施，工作开展有些艰难。这两年，学院找

到了一个新方式——志愿者远程教孩子创作音

乐，零基础的孩子也能学会基本手法，继而将自

己、家人、家乡的风貌都通过音乐表达出来。如

此，不仅传播了音乐知识和音乐思维，还能为当

地文化作贡献。

然而，问题又来了。陈世哲说：“我们在教

零基础孩子的时候，他们基本上只能创作歌曲的

主旋律，在继续创作和完善声部等方面，能力有

所不及。”老师们想到了小冰，她不正是一个称

职的音乐助教吗？在小冰的帮助下，孩子只要完

成主旋律，她就能迅速完成剩下的工作，让孩子

拥有人生中第一个音乐作品。

小冰上岗的第一站是浙江丽水，第一批 6 个

孩子经过 4 堂课的学习，掌握了主旋律的基本创

作方式，然后在小冰的帮助下完成了一部完整的

作品；第二批已经有 60 多个浙江孩子加入；接

下来，甘肃、四川、新疆等全国三四十所希望小

学和贫困山区中学的孩子，也在陆续加入的过程

中，小冰老师马上就将桃李满天下。

人类会再失去一个职业吗？

小冰拥有如此高效且稳定的作品输出能力，

人工智能会不会成为未来作曲编曲的主要力量？

于阳的答案是，完全有可能，“小冰现在的作品

也许还需要人类后期加工，但她通过不断学习，

自身能力会不断提高，终有一天她就不再需要人

类的帮助了”。

“音乐与科技的结合是一个新兴领域，在音

乐学院里，懂音乐的人很多，但是既懂音乐又掌

握现代科技的，确实不那么多。小冰从我们系毕

业，显示出了人工智能在音乐创作领域的巨大潜

力。”于阳说，“我们在上世纪 80 年代无法想象

互联网到今天的发展速度和程度，人工智能就像

当年的互联网，再过 10 年、20 年、40 年，它将

有无限可能。”

那么，人类会再失去一个职业吗？

“作为一个人类作曲家，依然有很多东西是

人工智能不可替代的——比如，你独一无二的个

人特质。”所以，于阳认为，不妨换个思路，人

工智能对作曲家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助手，能帮助

作曲家完成一些冗杂的辅助工作；也可能渗透到

社会的其他角落，比如音乐教育。

李笛强调，尽管已经越来越确信，用现在这

一套完整的框架理念，小冰可以学会各种类别的

艺术创作，包括但不限于文本生成、声音生成、

视觉生成等，但小冰的目标更多的是在内容产业

上辅助人类，而不是像 AlphaGo 那样打败人类，

或者说要比人类有更高的艺术追求。

李笛透露，小冰现在的能力已经覆盖了文

字、视觉、听觉，接下来也许可以两两结合，比

如听觉和视觉结合，是不是可以生成一些短视频

和MV？

《智联家园》 的歌词由人类创作，歌中唱道

“ 我 想 我 可 以 改 变 世 界 ， 和 你 分 享 更 美 的 家

园”——小冰和人类都是这么想的。

小冰只花两分钟写一首歌

□ 沈杰群

“ 我 在

2020 年 毕

业 ”， 会 不

会成为一个

意义特殊的

标签？

毕竟这

一年的毕业季，有相当一部分学生都没能再回校园怀旧一

天，而是在“云端”履行完所有常规仪式，进行论文“云答

辩”，参加“云毕业典礼”，甚至宿舍行李都没能自己亲手打

包，而是学校帮忙寄回家的。

缺了一些“有参与感”的线下元素，对于毕业季而言也

许终究会是遗憾。比如，宅家的你，不能和同班同学踏上一

场欢乐的毕业旅行，不能和室友对着烧烤和啤酒再畅谈一

次人生梦想，也无法夜晚去图书馆前的草地中央又哭又笑

唱一首送给未来的歌。

没想到，B 站真的做了一个尽可能集齐“经典仪式”的

毕业晚会，时长 2.5小时的歌会直播人气峰值超过 3500万。

早就听说 B 站要办夏日毕业歌会，原本我以为会和之

前各种“云音乐会”一样，所有艺人在自家房间或者录音棚，

送上背景和画风各异的演唱视频。结果 B 站这次办“毕业

礼”，并不满足于“各玩各的”——干脆把所有演唱者都拉到

秦皇岛阿那亚海边，还布置了海滩、草地、图书馆、帐篷、篝

火等不同演出场景。

B 站对这场歌会的策划理念是：“为特殊时期的毕业生

弥补毕业仪式缺失的遗憾，也为所有心怀青春的人们献上

一场跨时代的毕业礼、一部音乐串联的青春电影。”

参与表演的，有李宇春、朴树、老狼、毛不易、尤长靖、乃

万、逃跑计划等音乐人，还有 B 站音乐区 UP 主“龚明威 vi-

olin”“SealWu 吴一凡”等。歌会共分为三个篇章，以音乐区

UP 主“龚明威 violin”的小提琴演奏串连。

的确，当你看着天光渐渐溜走，海水没入黑暗，一个个

演唱者坐在书架下、海滩边，站在草地里、帐篷旁，抱着吉他

弹唱歌谣，隐约还有海浪声和夏虫声夹杂在歌声里，每个人

都会朗读一封明信片……不由产生一种感觉，这场歌会替

你把毕业季该写的诗，该去的远方，都直接送到屏幕上了。

在一刻不停的刷屏弹幕里，网友们自发形成了一些有

趣又默契的“隔空玩法”，比如发布歌词“合唱”、代表自己母

校在弹幕签到、送出毕业祝愿等。

毕业生们，是不是能少一点“可惜”？

不过，在我看来，这场夏日毕业歌会更大的意义可能

在于，这个夜晚不只属于“2020届毕业生”。通过弹幕反馈

你会发现，原来还有很多很多人，心里始终为“那年夏天”

留了一个位置，永远都会被任何一场年轻的毕业礼感动得难

以言表。

青春这条跑道，从来不曾规定到底谁才有资格进入，究

竟允许能停留多久。只要你还能张口哼出旧日旋律，还对和

社会交手前的少年有所珍惜，这条跑道就永远贯彻你一生

的奔跑，你也时时刻刻都有权利参与有关青春的盛大狂欢。

满屏弹幕里，经常会出现“爷青回”的字眼——是“爷的

青春回来了”的缩写。毫无疑问，能让所有人愿意“回头”的，

总归是一直没跑出“眷恋领地”的幸存情感。

向来吸引最年轻人群光顾的 B 站，夏日毕业歌会却不

那么新潮，还颇有一股浓郁的怀旧气。

作为校园民谣代表，老狼最早成名于“白衣飘飘年代”

的一场毕业晚会。这次他“重返”毕业主题歌会，邀来张玮玮

以手风琴伴奏，演唱《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和《虎口脱险》，掀

起一波横跨二十余年的“回忆杀”。

我记得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已然是五六年

前毕业季学生们最热捧的歌，而在这个夜晚依然热腾腾闪

耀在海边，和新的年轻听众遥遥相认和相望。

比如有的 00 后网友，知道朴树，和他从前的光环毫无

关系，只是因为看到最近他上了一档音乐综艺，觉得“这个

导师说话好温柔”，所以也愿意认真倾听他弹唱着已有“年

代感”的《生如夏花》。

朴树还演唱了《Forever Young》，这首歌由 1999年就发

布的《New Boy》不断迭代成形；当他说下一首唱《平凡之路》

时，这首歌的传唱度之高，让弹幕顿时沸腾起来。有人在弹幕

里说，朴树选的这几首歌，像是毕业生在社会摸爬滚打一番后

可能会遭遇的“下一个阶段”，比如被迫要去接受生活的一些

无可奈何的平庸感和琐碎感。

不过在采访中，朴树想对年轻人说的是：平凡是答案，

但不是借口。

这么一想，以往我所经历和熟悉的毕业季格调，往往都

是热血贲张，不言平凡的，或许现在，重新去理解“平凡”二

字，会是发生在年轻人身上一种新的改变。

正如毛不易与 B 站联合发布的毕业歌《入海》，这个夜

晚，他用温和而沉稳的声线唱道：“对于未来的想法，有太多

疑问没有回答，关于面包和理想，还有平凡和伟大，那就这

样出发……一起跃入人海，做一朵奔涌的浪花，时间会回答

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

人生旅途，该来的都会来，未来更迷人的礼物是：还有

好多可能性和答案，我们压根儿没预想过它们的轮廓，但我

们也会欣喜去面对。

所以，跃入人海之后，我们各有风雨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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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恶水之源爆炸因果未明，天津卫疑案再起，

2017 年一部《河神》以豆瓣 8.2 分成为黑马，《河神

2》在今年 7 月小暑回归,还是熟悉的味道，还是青

年导演田里的作品。

出身艺术世家的田里，父亲和爷爷都是画家。

小时候在别人的眼中，他理所当然应该子承父业

走上绘画道路，可他偏偏从来没有正经学过画，

“耐不住性子在一张白纸上好好画，倒是在课本空

白处画了不少”。不过，“家学”这东西也许是潜移

默化，美术课代表、宣传委员、黑板报主力，田里从

小当到大。

拍片的人一般是从爱上看片开始的，田里也

不例外，他高中的零花钱基本上都用来买光盘了，

而且非常有形式感，得买带盒的；看完后，整整齐

齐码放在书架上。后来，田里从一个师姐那儿得

知，电影学院导演系的招生考试，考表演、讲故事、

命题写作，听上去像是一场综艺节目的选拔。田里

一下子被这种注重综合素质和文艺素养的考核吸

引，也让他人生第一次有了导演梦。

如愿以偿，田里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本科毕业后“体验”了两年社会生活，又回来念了

硕士。在遇到《河神》前，田里干过很多“工种”：拍

广告、宣传片，跟剧组当场记、副导演……回忆当

初，田里并不觉得前途无望，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

会有一种“蜜汁自信”，深信有朝一日会有机会，独

立执导一部好作品。

2015 年，《河神》出品方找到当时还不到 30 岁

的田里，在此之前，他几乎没有拿得出手的代表

作。不过话说回来，别看《河神》现在火，当时却也

“乏善可陈”——尽管作者是著名的天下霸唱，但

这个 IP 远不如《鬼吹灯》那般知名，男一号李现也

还离“现男友”很远。非著名导演和非著名演员，拍

摄一部非著名小说改编的网剧，场外有利因素约

等于零，能下功夫的就只在创作本身了。

出品方给了田里很大的导演自主权，剧本推

倒重新写，演员一个一个试戏，田里的标准只有一

个，拍一部好剧。

中青报·中青网：你本人对题材有什么偏好

吗？

田里：我对类型片比较感兴趣，而且偏极致。

比如，恐怖片就要特别恐怖，喜剧片就要让人笑透

了。不喜欢半尴不尬的，比如什么“文艺科教喜剧

爱情动作片”，太多类型杂糅的。

中青报·中青网：拍极致的类型片，最大的难

点是什么？

田里：类型片得有“范儿”。“范儿”和风格不一

样，风格可以随性多变，但“范儿”是有范式的，有

条条框框规矩着你，在这个框里创新，才叫创新。

《河神》是一个民国探案剧，民国剧大家看得不少，

大都是穿着旗袍谈恋爱、穿着军装抓间谍。

天下霸唱本身就是天津人，写作过程中走访

了很多天津的老一辈，搜集了很多民间传说、怪

谈。要拍出天津的民国“范儿”，但又不是考据的历

史剧，就像踮着脚走路，既不是一步一坑地踏在地

面，也不能完全离地飞起来，所有的传说都有源

头，所有的怪力乱神最终都有科学解释。这是《河

神》范儿最难拿捏的点。

中青报·中青网：《河神》第一部得到了口碑收

视的双赢，拍第二部会有什么不同吗？

田里：我肯定不愿意第二部的第一集是第一

部的第二十五集，更倾向于第二部是一个崭新的

面貌。《河神 2》迈了一个比较大的步子，也布了很

大的局，人物关系、人物状态都做了改变。可能野

心比较大，整个世界观都拓展了，将来这个系列如

果继续做下去，往任何一个支脉去延伸，就都有可

能性，算是在有意识地给“河神宇宙”铺路。

其实我特别偏好每一季都是不同故事的系列剧，

比如《冰血暴》《真探》，面儿上看起来截然不同，但气

质一以贯之。就好像有一天“河神”的故事不发生在天

津了，是另外4个人，在另外一个年代的另外一条河

边探案冒险，但观众一看，还认这是“河神”。

中青报·中青网：和拍第一部时相比，拍第二

部会有什么有利条件？

田里：第一部积攒的热度和期待，让《河神 2》

一开播，爱奇艺热度就破 7000。当然这也许算不

上有利条件，因为当观众对你零期待时，只要稍有

创新和认真，那就是惊喜；而当积攒下一批忠实的

剧粉，要继续满足期待了 3 年的观众，那就太难

了。加上大家的观剧品位越来越高，对品质也越来

越挑剔，这对导演来说是不小的挑战。

中青报·中青网：观众对续集总是给出不如第

一部的评分，导演怎么办？

田里：决定要拍《河神 2》时，就预料到会有这

样的结果。续集难，第一部成功的续集更难。这次

《河神 2》又面临不少场外因素，不得不面对很多

与创作无关的质疑。但我不觉得后悔，也没有任何

“早知道”的情绪。第二季依然是我倾尽心血完成的

作品，和拍第一季时没有任何区别。创作这事儿，

就怕自己质疑自己，只要问心无愧，就不算失败。

中青报·中青网：《河神》两部都是 24 集，你对

剧集长度有控制吗？

田里：日剧一般是 11集，美剧 10集左右，英剧

也就 3 集，这是一个创作规律——想让一部剧成

为精品，并拥有一些独特气质，一定要在一个可控

的体量之内。

短剧一定是一个大趋势，过去那种集数越多

挣得越多的“走量”打法已经在被颠覆了。无论平

台还是观众，对精品内容的需求越来越高。《无证

之罪》算是最早的 12 集短剧，然后去年的《我是余

欢水》，到现在爱奇艺的“迷雾剧场”，都是这个路

线，效果也都很不错。接下来在剧集的创作上，我

也会尽可能偏向“短小精悍”。我相信只要把所有

精力回归到创作，而不是注水凑集数，很多问题、

很多诟病，都会迎刃而解。

田里：拍《河神》就像踮着脚走路

这个夜晚不只属于 2020届毕业生。

□ 林 蔚

藉年度大热韩剧《爱的迫降》的余温，演员玄

彬的旧作《他们生活的世界》近日再度翻红，引发

不少剧迷的网络热议。

《他生》是 2008 年韩国 KBS 推出的一档爱情

剧，聚焦电视剧制作行业，以两名电视剧导演——

率真好强的朱俊瑛和善良正直的郑志武为代表，

讲述电视人喜怒哀乐的故事。

《他生》命运堪称奇妙。拍摄期因阵容强大成

为关注焦点，开播后收视一直低迷，在业内赢得好

评，舆论未泛起任何水花。但这部剧培养了数目庞

大的忠粉，很多人称之为“韩剧最爱”，“时不时会

翻出来重温”。而且每年都会有新粉加入，有人上

来就惊呼“发现宝藏”，也有人感慨“当年看不懂，

现在终于体会到它的好了”。

在知乎上有个提问：“《他们生活的世界》，这

个韩剧为什么口碑好，收视率却没那么理想？”

很多人的回答是：太过真实。这是一部打破传

统韩剧形象的电视剧，没有凄美狗血的剧情，没有

贵公子贫家女的套路，也没有外星穿越的奇幻。它

说的就是普通人的生活，工作、恋爱、吵架、和解，

再加上大段的内心独白，像我们的日常一样平淡。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部专业职场剧。剧组在

艺术追求和收视率之间努力平衡，团队各方要反

复磨合。导演吐槽新人演技一塌糊涂，编剧为选角

的事情开吵，演员因为合约被屡屡刁难，部门领导

也会拍桌大骂“写的什么屁话”！但竞争对手可以

惺惺相惜，针锋相对里藏着温暖，感受到现实的无

力，体会到成就的喜悦。职场就是这么喜怒冷热交

杂。观众看到了电视人光鲜表面的背后，也联想起

自身职场种种。“有毛躁不安的人，有思虑周全的

人；有 20 岁的新人，也有成熟稳健的中坚力量，更

有将近退休从容老练的人。每个年龄段看都可以

从不同角色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他生》当然是一部爱情剧。朱俊瑛出身优渥，

性格耿直但有点任性冷漠，郑志武出身农家，是有

追求讲义气受尊敬的年轻前辈。这对大学分手的

恋人在工作后复合，享受爱情的美好甜蜜，也为鸡

毛蒜皮的事吵架。分手来得突然但又合情合理：郑

志武看到了女友的优秀，了解到家庭差异，自尊自

卑再加上眼病冲击，善良的人也可以很残忍。最终

的和好是预料之中：爱情、脆弱、理解和包容，各种

因素揉合在一起，“我最终开始明白过来，原来人

生并不简单。幸福与不幸、和解与纠葛、怨恨与思

念、伤痕与愈合、理想与现实、开始与结尾，这些截

然相反的因素不得排解，最终齐集一身，矛盾地共

存着，这才是人生。”有评论说这些情景和感触都

“太过人间真实了”。

它更是接地气的生活剧。除了工作和爱情，

《他生》也记录着平凡人生活里的各种困惑和领

悟。比如子女对父母的。朱俊瑛曾经更偏向父亲的

价值观，但在生活的历练中慢慢理解母亲的空虚

寂寞。郑志武讨厌大男子主义的父亲，也是从各种

事情里逐步看懂母亲的心甘情愿。又比如人际交

往的。朱俊瑛和女朋友们聊人生烦恼，一边喝酒一

边讲出小秘密。她原是不屑用秘密来促进感情的，

但一瞬间突然明白，“要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沟通就

一定要坦诚，不能太恪守自己所谓的隐私，不能太

多的防备。如果做不到就别苛求这个世界理解

你。”还有面对不顺。“人生是个未知数，我们无法

预料何时会被人折磨。不光是我，所有人都在受着

折磨，但是都不要太委屈。这些事情其实都算不了

什么。不过，这是年近六十的我妈的解释。对于年

纪尚轻的我们，任何事情都算一件大事”。

“太喜欢这种真实化生活剧了，有时甚至让人

分不清那是演戏还是他们真实的生活，要是放在

现今的韩剧环境下，一定会有更大影响力吧。”有

观众说。

真实细腻，是这部电视剧当年收视惨淡的原

因，也是它至今仍被热爱的原因。《他们生活的世

界》，也是我们的。

《他们生活的世界》，也是我们的
剧 列

它说的就是普通人的生活，工
作、恋爱、吵架、和解，太过人间真实
了。

专 访

类型片得有“范儿”。

田里（左一）在拍摄《河神 2》期间。

小冰老师马上就将桃李满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