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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比利时布鲁塞尔
南站火车站大厅里，装上了好
几排看上去像健身器材的自行
车。其实，这些都是可以给手
机充电的充电桩。有趣的是，
想要充电的乘客需要先自己踩
动自行车进行发电。

这种设计早在好几年前就
已成形，不过一直未能广泛投
入使用。毕竟，使用小巧、可移
动的充电宝似乎来得更为方
便。但在等火车的一小段无处
消磨的时间里，一边踩自行车
健身，一边给手机充电，又何乐
而不为呢？

这种充电方式其实所耗时
间跟平时用充电器充电时间差
不多，大概骑5分钟的自行车，
就能为手机充电近 5%。同时
也可以扫描二维码，实时了解
手机的充电信息，比如手机已
经充了多少电，踩自行车的你
又消耗了多少卡路里。

这种充电桩不仅可以给手
机充电，也一样可以给平板电脑
或笔记本电脑等移动设备充电。

或许，如果制作成本能降
下来，现在满大街可租用的移
动单车也可以装上这种设备，
是不是也能节省不少能源呢？

（浩源）

下一位， □克莉斯汀

如果你稍微了解一点“元宇宙”，就一定对这些生活在“元宇
宙”中的“数字人”并不陌生。

比如曾登上2021年春晚舞台的洛天依；比如2021年度万科
员工的最佳新人奖得主崔筱盼；比如早已闻名世界的“数字人”歌
手未来初音；比如红极一时的“抖音美妆达人”柳夜熙……

当你还在跟同龄人疯狂内卷时，这些身价不菲的“数
字人”已乘上“元宇宙”的东风横扫市场，四处“登台”，让
人真假难辨。

不久前，2022年全球人工智能计算机视觉领
域顶级国际会议CVPR（即国际计算机视觉
与模式识别会议）在美国举行，“数
字人”再度引发热议，关
于“数字人”的前
景，人们还是
充满忧虑。

黄花大苞姜是我国特有的多年生
宿根草本植物，其隶属于姜科大苞姜
属 ，是 国 产 大 苞 姜 属 里 的“ 独 生
子”——仅此一种。其自身族群也较
为稀落，在中国仅分布于广东、广西两
地，且“族人”寥寥。在民间，黄花大苞
姜被称为土山萘，多用为蛇药，由于多
生长在深山石壁上，也较少有人认识。

黄花大苞姜本身长得如“弱柳扶
风”，但其叶片较为宽阔，形似放大版
的竹叶，整株看起来又十分大气。尤
其每年 5-8 月的花果期，开出明艳而
带鎏金的黄色花朵，通常每天每花序
还只开一朵，更显得极为清冷孤傲。

最为特别的是，黄花大苞姜因喜
欢生长在位置偏僻又高度潮湿的石壁
上，很难靠外力帮助授粉，最终它发展
出一种全新的自花授粉机制——花粉
滑动授粉。

通常在早上 6 时许，黄花大苞姜
的花开放后，其花药的花粉囊同时开
裂，刚开裂时，油质液浆状的花粉分别
从两个花粉囊溢出，合并在一起形成
球状，然后很快铺满于花药面，慢慢流

向柱头。花粉一般在下午 3 时到翌日
清晨 7 时 30 分左右陆续流到柱头的喇
叭口，实现自花传粉。

而为了适应花粉流动的自花授粉
机制，黄花大苞姜在花的形态和开花
特征上也都出现了相应的变化。如花
粉是油质黏液浆状，由黏丝连接成链
珠状；花粉粒表面光滑并延长成长椭
圆球形；柱头呈扁喇叭形，其中与花药
紧贴面凹陷，较其他地方位置低，有助
于花粉浆团流入其中；柱头上和花药
面均长有毛，朝向柱头方向，有助于引
导花粉浆团流向柱头。

2004 年 9 月 2 日，一篇名为《一种
全新的自花授粉机制——花粉滑动授
粉》的论文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上，
当时的中科院华南植物园博士生王英
强及其导师张奠湘、陈忠毅研究员，首
次论述了这一独特的“滑动授粉”方
式，黄花大苞姜也因此被世人认识、关
注。这篇论文的发表，对研究有花植
物繁育系统的演化及其对环境的适应
过程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研究还发现，黄花大苞姜虽是近

亲繁殖的代表，但与人类近亲繁殖带
来的高遗传病发病率不同，它的繁衍
并不存在明显的近交衰退现象。但它
的种子散落后，当年并不萌发，要等来
年才萌发，它在物种水平历史上，也并
没有经历过快速的种群扩张，基本只
流连于附近区域小范围内生长。

（来源 华南植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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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数字人”，其实就是一
种虚拟AI。它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物。

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发布
的《2020 年虚拟数字人发展白皮书》中
指出，数字虚拟人意指具有数字化外形
的虚拟人物，除了拥有人的外观、人的
行为之外，还拥有人的思想，具有识别
外界环境并能与人交流互动的能力。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肯定的是，这些

“数字人”区别于以往所说的 AI 机器
人，它们都只存在于非物理世界中，是
由计算机图形学、图形渲染、动作捕捉、
深度学习、语音合成等计算机手段创造
及使用，并具有多重人类特征的综合产
物。它们可能是 2D 的，也可能是 3D
的，可能是二次元卡通形象，也可能是
写实的形态呈现，但它们都是“可远观
不可亵玩焉”的。因为这种不可触摸的
特性，让它们可以更“像真人”，于是也
比AI机器人更容易走入大众“民心”。

未来“数字人”的开发，
明显会从更沉浸式、交互性
的情感方面入手，让“数字
人”看起来不像 AI 机器人那
样“笨笨的”，而显得更“智勇

双全”“温柔体贴”。有相
关报告显示，未来将以打
造三维全景、五感真实、
超级自然+数字孪生形

态的数字人为目标，
以动作及情感交互、
情绪感知推理为关
键突破口，令数字人
更具服务性。

会“滑动授粉”的黄花大苞姜
“近亲繁殖”也无“衰退”现象

“数字人”可以做些什么？你
以为它们只是会画画、唱歌、哄人
开心吗？当然不是。

虽然我们目前看到的大多数
“数字人”，比如洛天依、小冰、初
音未来，都在演艺圈甚至二次元
界收获了不少粉丝与人气，但更
多“数字人”其实还是相当“务实”
的。

据万科集团公布的信息，在
拿下万科年度新人奖之前，崔筱
盼在入职 10个月内，经它提醒的
各种单据处理响应程度，已达到
传统 IT 系统提示的 7 倍，它还负
责催办业务，它催办的预付应收
逾 期 单 据 核 销 率 甚 至 达 到 了
91.44%。它果然不负自己的名字

“崔（催）筱（晓）盼”，在工作范围
内所承担的提醒、提示工作，让其
他真人员工不能不服。公司方面
说，之所以创造这样一名员工，就
是“希望能赋予系统算法一个拟
人的身份，以更有温度的方式与
同事沟通，让数字世界与人类世
界协同推动工作”。

你或许接到过许多网银推销
理财产品的电话，但你可能没想
到，电话那头的人很多时候就是

“数字人”，据说百度与浦发银行
打造的“数字人”员工已“月活”达
到 46 万人——就是每月至少有
46 万用户是在通过 AI 数字人员
工的推荐选购理财产品的。

另一方面，你所热衷的各类
小视频中，虚拟的“数字人”主播
也在大批量上线。B站2021年第
二季度财报显示，在娱乐领域，虚
拟主播（VUP）已成为B站直播增
长最快的品类。过去一年，有超
过60%的全球知名虚拟主播都在

B 站开播。B 站 CEO
陈睿也曾提到，2020
年 6 月 至 2021 年 6
月，共有32412位新的
虚拟主播开播，同比
增长 40%，总投稿量
超189万。

你可能还留意到，
2021 年 10 月 31 日亮
相的一位“会捉妖的
虚拟美妆博主”柳夜
熙，仅靠一个短短两
分钟的美妆视频，三
天内便涨粉 270 万+，
成为“现象级爆款”。

通过人工智能技
术平台打造出来的智
能“数字人”小冰，更
如同一个“数字人”生
产模型，不断地衍生
新 角 色 。 早 在 2019
年，它为国家体育总
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研发
AI裁判与教练系统“观君”，
并在 2022 年冬奥会中，成为人工
智能在全球顶级赛事中全程参与
训练并辅助赢得金牌战绩的首个
案例；2021年，小冰又携手中央美
院打造了“数字人”艺术家夏语冰，
火爆一时。只要是你想得到的人
物，它似乎就没有做不出来的。

已有人预测，十年后，中国虚
拟数字人行业将实现至少2703亿
元的市场价值。无论是工作效率
还是工作能力，这些“数字人”明
显比真人更能全方位地胜任自己
的工作。虽然我们的目标是让科
技服务于人类、造福人类，但在积
极“工作”这件事上，“数字人”可
一点都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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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初音未来在 VOCA-
LOID 语音合成技术的加持下诞
生，成为首个闻名世界的 2D 虚拟
歌手，其各种衍生品令这个形象深
入人心，热度延续至今。但随着更
多“数字人”的崛起，就像明星偶像
的“过气”现象一样，这种虚拟偶像

“数字人”也会出现“审美疲劳”，地
位被新的“数字人”迅速取代。

事实上，“数字人”更需要担心
的并不是“过气”，它们的命长不
长，关键还是取决于后续技术与资
金的支持。业内人士在一边信心
满满地不断研发新生代“数字人”，
一边也对未来市场不无担心。VR
体验店的遭遇就是“前车之鉴”，因
为体验感差、价格贵等问题，曾一
度风行一时、遍地开花的VR 体验
店，不少都因市场未能及时打开，
开店不久就关门倒闭。

“数字人”是否也会面临同样
的命运？毕竟，任何一位“数字人”
背后的支撑成本都不低。有数据
显示，一个相对高级的虚拟“数字
人”先期投入成本平均为 3000 万
元人民币。“柳夜熙”团队曾称，推
出“柳夜熙”之前的半年多时
间，研发成本、人员成本、技术
成本等投入已“远超百万”，它
的第一条短视频成本就
差不多花了几十万元人
民币，这可能也是

“柳夜熙”出道至今推出的短视频
条数并不多的主要原因。而另一
组调查数据显示，目前真正愿意为
虚拟偶像花费500元人民币以上的
人群仅占比 6.3%。就算是热门的
B站上的虚拟主播也一样，有报道
称：“2021 年 11 月，B 站虚拟主播

‘珈乐Carol’创下了单月 214 万元
的收入，占据榜首。其中，一场维
持4小时的生日派对直播创下了单
场189万元的收入。”但这样的成绩
并不普遍。因为还有另一组公开
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 8月 18日，
B 站相对有关注度的 3472 个虚拟
主播中，1827 人当月营收 0 元，无
收入者超过半数。

“数字人”远比真人明星偶像
要“烧钱”，所以如果不能在短期内
拿回回报，可能 90%都会“迅速
死掉”。它们是否“长命”，目前
靠的还是来自行业内的资本。
而资本看中的，绝不
是简单地建个模，玩
几 个 炫 目 小 把 戏 的

“ 数 字
人”，他们

对“数字人”的要求只会越来越高、
越来越苛刻。

“数字人”的未来，显然
并不是“占位”那么简单，如
果实力不够、底气
不足、创意不新鲜，
对不起，我们就只
能说：“下一
位。”

赛车手 YI 与沈腾的宣传照

美妆博主柳夜熙

踩动自行车就可以充电
图/视觉中国

▲黄花大苞姜看似
柔弱，叶片宽阔却更见
风骨

▶黄花大苞姜的花

大家都知道半夜吃宵夜不是一件对健康
有利的事，但具体有哪些危害呢？

首先，会引发肥胖。人体的生物钟导致我
们白天对食物的需求量会大，而且身体新陈代
谢也会相对快很多。到了晚上，身体的生物钟
慢慢靠近休息状态，对于食物的需求量以及新
陈代谢的速度都会下降。所以，如果半夜还加
餐或者吃宵夜的话，能量没法被利用、消耗
掉，身体便只能帮你“存”起来，最容易导致的

结果就是肥胖。
然后是，容易引发胃病。一提

到吃东西，就不得不提到食物对胃
的影响。胃作为人体主要的消化
器官，跟其他脏器一样，到了半

夜也会需要休息来进行自我
修复。经常半夜进食，无疑

加重了胃部的负担，更

容易引发胃部疾病。
还有，会导致胆固醇增加。虽说宵夜吃什

么因人而异，但就大部分的人来说，选择高脂
肪、高盐、高蛋白类的食物会占比较大。这类
食物的摄入，会导致体内血脂突然升高，血胆
固醇也会明显增高，从而引发肝脏制造出更多
的低密度脂蛋白。

低密度脂蛋白，也就是俗称的“坏胆固
醇”，是导致身体出现冠心病、脑梗等疾病的
诱因。

最后，还容易降低睡眠质量。吃宵夜，对
肠胃影响最直接，但对于身体其他内脏也会间
接产生影响，身体无法真正休息，导致大脑兴
奋度增强，从而让身体各处都没办法进入睡眠
状态。即使能入睡，也会影响睡眠质量，深睡
眠时间缩短、易醒，又势必会影响第二天的工
作学习效率。

所谓熬夜，是指晚饭后至深夜忍困不睡。
这是一种危害健康的不良生活方式。长期熬夜对身体组织

器官会带来不可逆的伤害。
但是，偶尔的、不可避免的需要熬夜时，即晚饭过后4个小

时，仍需要继续工作或学习数小时时，吃点宵夜也未必不可。
问题只是：怎么吃？吃什么？

熬夜饿了到底该不该吃？02

适宜宵夜的食物，应该要符合下面这几个条件：
低脂肪，能量少，营养价值高；易消化，不给肠胃增加

负担；有一定的饱腹感；食用后不影响入睡，并有助提高第
二天的体力和精力。

换个说法，就是：食材选择适量碳水、水分较高、富含
钙、钾和 B 族维生素。若所选择的食材含蛋白质中色氨
酸、苏氨酸较高，会有利于安定神经和情绪，还能增强体
力。同时，烹饪方式要采取易消化吸收的水煮、焖、蒸等，
不要选择油煎、油炸和腌制的高盐食物。

结合这些因素，如果夜晚确实需要进食，下面这些是
比较推荐的宵夜：

奶制品，比如牛奶、酸奶、热豆奶；粥类，大米中可以加
入燕麦、莲子、百合等，或五谷杂粮磨粉冲泡的糊糊。等
等。

宵夜可以吃水果，但是只吃水果就不建议了。因为
非常饿的时候再去吃水果，会发现越吃越有食欲。不过

搭配着其他食物一起吃倒是不错，或是在不怎么饿
的时候来点，可以让饥饿感晚点到来。

虽然上面建议吃的宵夜都是易消化的，但
也不建议吃完就马上睡觉。这样仍是不利于肠
胃和入眠的。最好睡前1-2小时吃宵夜，如果临
睡前突然饿了，可以少量吃点食物。这样不至于
饿得睡不着，也不至于让胃“加班”太辛苦。

当然，健康生活最好的选择还是尽
量不熬夜。

(来源 科普中国)

宵夜应该怎么吃？03

□葩丽泽 整理

吃宵夜
和饿着肚子熬夜，

大 家 都 知 道
“熬夜伤身体”，尤
其到深夜时，肠胃
更感“空虚”，更让
人纠结，到底该不
该来上一份宵夜？

吃宵夜和熬夜
饿肚子，哪个危害
更大呢？有什么办
法能解决夜晚的饥
饿呢？

哪个危害更大？

吃宵夜有哪些危害？01
清淡点更健康 图/视觉中国

在工作中受到“挑战”的并不仅
仅是接线生、电话推销员这些“不用
露脸的普通工人”岗位。“数字人”具
有虚拟特性，它们的形象也可以是

“无可挑剔地理想化”的，它们的出
现，几乎也令那些单凭脸蛋上位的
明星无处立足。而技术的发展，让
它们参与的领域还可以更多。

如今已有不少“数字人”成为
新生代偶像，成为年轻一代的追随
目标，也成为新生企业的“摇钱
树”，引领着新时代的潮流。

虚拟偶像AYAYI 凭着超高的
颜值，一出道便很快与 LV 等奢侈
品牌达成合作，甚至受邀参加了迪

士尼、环球影城的线下活动，还入
职阿里巴巴，成为一名数字员工，
相继解锁 NFT 艺术家、数字策展
人、潮牌主理人等多个身份。

“数字人”赛车手YI 早前登上
了《男人装》封面，带着“又A又飒”
的性格特征亮相，迅速吸粉，与电
影人沈腾的“联动”合作，更吸引大
量年轻网友的关注，为汽车文化注
入新活力。

“美妆博主”柳夜熙在主播业
界也独树一帜，无论是造型、人设，
还是个人创作能力都不断制造惊
喜，大受年轻人好评。

技术还在持续发展。以深度

学习技术为支撑的智能驱动型虚
拟数字人，在“元宇宙”概念中，开
始以员工、伴侣、偶像、专家等各种
形象频繁出现，被人们普遍接受。
它们的各项技能还在随着受众的
要求迅速“进化”。很快，“数字人”
甚至可以开始实现“个性化定制”，
以此满足那些希望自己也能以“数
字人”形象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
的玩家的愿望——这并不是什么
难题，基于三维网格建模等技术，
未来在各种“元宇宙”游戏中，我们
可能只需要一个摄像头就可以实
现“自我数字化”，让自己以“数字
人”的形象玩转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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