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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云视频会议软件Zoom由于隐

私和安全问题频发而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作为一项用于实时远程会议的技术手段，

Zoom具有部分功能免费和易于使用等

“无阻”设计的优势。在新冠病毒肺炎全球

爆发的语境下，符合人们在自我隔离时采

用线上会议、听授课等方式完成日常工作

和学业以及便捷性、低成本等需求。根据

科技网站VentureBeat统计，其日活用户

由2019年12月的1000万人激增至2020
年3月的2亿人。用户的急剧增长和媒体

传播将Zoom软件快速暴露在大众视野

下，其漏洞随之显现，尤其是安全和隐私

隐患引发了用户不满。

当下，类似的技术伦理危机层出不

穷，人们不得不面对非完美的技术世

界。为避免技术走向人的对立面，我们

必须审视技术危机。

Zoom软件被曝光存在隐私泄露问

题。据科技媒体《Motherboard》报道，ios
系统用户在没有被明确告知的情况下，

其信息会被 Zoom 携带的 SDK（软件开

发工具包）发送至 Facebook，而不论该

用 户 是 否 使 用 Facebook；科 技 媒 体

《Bleeping Computer》报道称，超过 50万

个 Zoom账号在暗网进行售卖，且售价

低廉。此外，还有大量会议视频被泄露，

部分还被上传到YouTube等视频网站。

数字时代，人的行为、偏好、身份等

信息以数据方式进行保存，也对人的未

来形成导引。不同行业通过数据挖掘和

分析，对所需的数据进行利用，如通过

对用户的消费行为、搜索偏好、身体情

况等数据的分析，为特定用户“量身定

做”地推送符合其需求的产品、服务、信

息，进一步强化和塑造了用户特质。

但收集数据这一过程大多在用户不

知情的情况下悄悄进行，甚至深入到不

必要的范围，从而引发了一系列侵犯个

人隐私和财产安全等的伦理和法律问

题。Zoom软件的用户数据被各种平台和

行业轻易地收集、购买，将来尚不知用于

何处，类似案例并不少见。这正反映出高

效便利的技术与其危害相伴到来。

据报道，Zoom技术漏洞曝光后，多

个国家政府和企业停止了使用 Zoom，

Zoom则进行了一系列的技术补救措施。

据至顶网（ZDNet）报道，Zoom删除了 ios
客户端里携带的Facebook SDK，更新了

隐私政策，明确表明不会出售用户数

据；《卫报》等媒体报道称，Zoom CEO袁

征公开致歉并表示将于 90天内专注于

安全和隐私方面的技术改进，同时停止

功能研发等。

但是，通过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来对

技术进行一定程度的完善、提供问题解

决方案的技术修复就可靠吗？笔者认

为，其固有的局限性不容忽视。一方面，

正如汉娜·阿伦特提出的，行动具有不

可逆性和不可预见性，技术修复本身也

具有不可逆性和不可预见性。鲁迪·沃

蒂在其著作《社会和技术变迁》中也指

出，技术修复通常会带来一系列不可预

见的新问题。就Zoom而言，已经造成的

大量用户数据被泄露、隐私被侵害的事

实不论怎样修复都已然不可逆转，而使

用新的技术弥补旧的技术漏洞本身也

可能带来新的不良后果。仅从技术角度

去解决问题是远远不够的。

事实上，隐私侵犯问题并不是当下

才有的，偷听、偷窥他人的个人信息、个

人事务和个人领域的行为，在人类社会

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只是不同时代

凭借的技术载体有所不同。从借助于电

话等窃听设备到冷战期间著名的“柏林

隧道”、经过生物改造装有窃听设备的

“间谍猫”、激光窃听器，再到当下的网络

监听技术；从望远镜、微型摄像头等监控

设备，到手机和电脑中的监控摄像头

……随着技术载体的衍变，人们的隐私

越来越被暴露在技术掌控者的视野中，

隐私保护问题并未随隐私保护技术的发

展而得到彻底解决。正如美国技术史学

家汤玛斯·休斯所分析的，每一种问题开

始时就包含了技术和社会两个层面。技

术修复至少忽略了问题的社会层面，幻

想单纯通过技术来解决复合性的问题。

因此，对Zoom危机的破解需要技术与非

技术方法的有效融合，需要从伦理的角

度审视技术与人性之间的张力。

技术伦理的发展经历了由传统的

外在于技术、对技术后果进行可能性预

测和批判式反思转向现代内在于技术、

对技术可行性和可接受性条件进行探

索的过程，这一转向并非是断层式的突

变，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和

发展的伦理审视路径。

内在于技术的现代技术伦理路径

在前期就积极探索技术的可行性和可

接受性等条件。如欧盟近年提出并开展

负责任创新项目，使得伦理学家从批判

反思走向具体技术的伦理治理，从幕后

进入台前的多元责任主体对话中，共同

决策、共同负责；联合国“人工智能向

善”的提出和实践，体现出技术自身所

蕴含的伦理价值导向。“向善”这一价值

导向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

士多德时期的技术观，即技术与德性相

关，有善恶之分。

基于此，笔者认为 Zoom 技术在形

成项目阶段，就可鼓励政策制定者、科

学家、哲学家、创新者、公众代表等多元

主体参与平等协商，对其可行性和伦理

可接受性进行探讨，再将决策结果转化

为具体的技术产品。

杂说“青”——是绿还是蓝？
【读 品】

推荐图书1：
《我的世界观》

作者：［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中信出版社出版

本书以影响较大的1953年

德文版《我的世界观》为底本，

收录了散落于《观念与见解》

《爱因斯坦晚年文集》及别处的

相关文章，将爱因斯坦对人生、

科学、教育、战争、友谊、自由、

宗教及社会问题的观点和看法

完整地编译在一起，其中有20

多篇珍贵文章此前从未翻译成

中文出版过。

编译者方在庆博士与《爱因

斯坦全集》主编、爱因斯坦研究

专家罗伯特·舒尔曼博士一起反

复讨论内容的科学性与准确性，

并特地在每篇文章前都加了详

尽的导读文字，力求为中国读者

还原真实的爱因斯坦。

推荐图书2：
《花鸟风月日本史》

作者：［日］高桥千剑破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不谈自然风物，何来日式

美学！

自古以来，日本以独特的

自然环境为依托，构筑了历史，

孕育了文化。日本的文学、艺

术、建筑、宗教、民俗及日常生

活，都蕴含着以自然风物为代

表的核心内涵。本书中，日本知

名学者高桥千剑破以树木、花

鸟、鸣虫、风雨等微观意象为切

入点，漫谈文化、民俗与历史。

在神武天皇喜爱的蜻蜓、菅原

道真和歌里的风、《古事纪》中

和云有关的神话中，我们得以

一窥日本传统风情，也能够放

慢脚步，在忙碌的现代生活中

捕捉四季的信息，追寻日渐被

遗忘的自然风物之美。

推荐图书3：
《花开未觉岁月深》

作者：丁鹏勃、任彤（撰文），

［日］巨势小石（绘图）

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

二十四节气民俗解析，七

十二候植物鉴赏，一百多年

前日本画家巨势小石手绘原

稿 ，佐 以 144 首 古 典 诗 词 畅

读，内附 24 张《七十二候名花

画帖》可涂色黑白线稿，15 日

染一图，染尽而一年花事毕，

可缓缓归矣……

随 笔
kexueren07@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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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大诚

从技术伦理视角看Zoom危机

上海市反邪教协会协办

□周颖 闫宏秀

青是颜色。

什么颜色？青色。

什么是青色？青菜、青天、青丝，哪一种颜色是真正的青？

都是！青菜是青的，青天也是青的，青丝还是青的。

说起这青，还真是有趣。

青字，金文的写法上半部分是生字，下面是一个井字。演变到篆

字，下面的“井”讹成了“丹”。到了现在的楷书，才写成了“青”。从井台

上长出来的草木，颜色是青的，所以青字的本义是草木生长期的绿

色。所以，青菜的青，就是青的“本色”。

在古人的五行学说中，木代表东方，（树）木是青色的，青就是东

方之色。古人认为这是五种正色之一。

青是草木的颜色，从而也是几乎所有绿色植物的颜色。但是，在

古文中，用来描述植物绿色的字还是以青为最多，用绿字的反而少。

直至今日，对于过去传下来的现成词汇或传统说法，还是以青为多。

例如，作为植物种类，我们说青草、青菜，并不说绿草、绿菜。过去，春

夏之交，旧的粮食要吃完了，新粮还没有下来，称为青黄不接。如今，

我们仍然把没有成熟的绿色的西红柿、苹果称为青西红柿、青苹果。

《说文》里说：“绿，帛青黄色也。”绿是绞丝旁，最早是形容丝或麻

织物（帛）的颜色的。《诗·邶风·绿衣》里说：“绿兮衣兮，绿衣黄裏”，用

的就是“绿”字的本义。所以，古人形容草木的颜色用青更多：青草、青

苔、青苗、青菜、青葱等。

要把织物染色，就要用染料。矿物颜色持久，作颜料很好，但是难

以染织物。植物染料容易染色，很多绿色植物的浆汁都可以做染料。

但是，染上去容易，保持却难。人们发现，用碱（石灰或草木灰）处理绿

色植物的浆汁再染色就不容易掉色，而且颜色变深（用植物染料染

色，得到深色总是困难的，所以深色更为贵重）。把青色定住，故称靛。

而用以榨汁染色的较好的植物是“蓝”（蓼蓝）。这就是如今人人皆知

的《荀子·劝学》中的名句：“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这里，“青”是指

颜色，“蓝”是指蓼蓝等植物。

在古文中，蓝一般是植物的名称，而极少用作颜色的名称。颜色

还是青。在古人那里，没有蓝天，只有青天。辛亥革命后制定的青天白

日旗，底色就是深蓝色的，与上面图上的靛青相近。

颜色太深，就接近黑。古人认为，当没有太阳照明时，才是天的本

色。所以，天是幽深而玄色的。天玄地黄是古人的“核心世界观”，给小

孩子启蒙的《千字文》其第一句就是“天玄地黄”。于是青天就是“玄

色”的。我们都在中学的语文课上读过鲁迅先生的《药》，记得“突然闯

进了一个满脸横肉的人，披一件玄色布衫，散着纽扣，用很宽的玄色

腰带”连说“包好、包好”的家伙。玄色就是黑色。遵照清代大学者孙星

衍的说法是“玄出于黑”。

于是，青色、玄色、黑色，在很多地方又是同义词。京剧的行当“青

衣”最早就是指穿黑衣的女子。李白说到“朝如青丝暮成雪”，青丝是

黑头发。白居易说“江州司马青衫湿”，说的是黑色衣服。

于是，青菜是青的，青天也是青的，青丝还是青的。这都是古人留

给我们的传统语言。字的意义很丰富，但是不严格。

到了近代工业兴起的时候，什么东西都要有一个说得清楚的定

义，颜色也不能模棱两可。该是什么颜色就要是什么颜色，而且真正

应用的时候还要定量化、数字化。

于是，模棱两可的青也不能什么都是。于是，绿、蓝、黑就挺身而

出了，到如今，这些颜色都有了确定的可见光波长的定义。于是，在开

始近代化至今的一百多年来的教科书教育下，人们已经习惯于“碧绿

的草地”“蔚蓝色的大海”和“乌黑的头发”。于是，除了传统的词汇之

外，人们很少用“青”来描述新事物的颜色。

所以，我们可以说，从颜色上说，青是属于传统的。

青属木，是成长中草木的颜色，所以，青可以指青草或没有成熟

的庄稼。自古以来，清明前后，野外青草复生，桃红柳绿，人们外出春

游，或上坟祭祀后顺便散心，称为“踏青”（我们小时候又称远足，不过

现在这个词不时兴了）。到庄稼接近成熟又未成熟时，农民怕有人偷

盗，就需要在地头搭建窝棚，看管庄稼，称为“看青”。

青属木，一年四季中，春也属木。所以，称青春。人之未壮，如同春

天，所以称青年，他们的岁月也称青春。这是一个人最具有活力的年

华，大家都会永远记住青春岁月里的事情。到老仍然怀念自己的青年

时代，无论那时候怎样艰苦、怎样苦难，甚至怎样无聊和恶作剧，到老

年怀念起来总是美好的，因为这是他们的青春。

青春过去也用来表示年岁。询问略为年轻一点的人的年龄，可以

说：“青春几何？”

古代没有纸张，文字写在竹简上。而竹子的外皮是古人所说的

青。因而，青也指青色竹皮，竹简。

古时在竹简上书写，先以火烤炙竹简，干了以后再书写，就不容

易被不小心擦掉，并可免虫蛀。在烤竹子的时候，竹子的水分从表皮

渗出来，像出汗一样，谓之“汗青”。这个过程也叫做杀青。后来杀青用

为成书之意，即书籍定稿或著作完成。如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诸

子》：“杀青所编，百有八十余家矣。”

当然，具体竹简的制作过程，对汗青、杀青的解释，古人所说也不

尽相同。但是大体上是清楚的。最早的记载是，《太平御览》卷六○六

引汉刘向《别录》：“杀青者，直治竹作简书之耳。新竹有汁，善朽蠹。凡

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陈、楚间谓之汗。汗者，亦去其汁也。”

过去，文字的最主要功能是记录历史（史就是记录），即记录发生

过的事情。所以汗青往往代指记录历史，借指史册。我们都能够背诵

宋文天祥《过零丁洋》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有

好的名声称留名青史。

靛青是深青色，颜色太深就是暗了。所以，有时候“青”也有“暗”

的意思。例如，人们把发出荧荧如豆昏暗光线的灯称为青灯。佛前的

油灯是不熄灭的，但是，到了晚上人少了，要节约，不能把灯光弄得太

亮，所以也被称为青灯。出家信佛，称为伴青灯。《红楼梦》金陵十二钗

判词有“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一般都认为这是预示惜

春小姐的结局。

青属木，表示东方，所以古代传说中九州的东方之地称青州。《尚

书·禹贡》云：“海、岱惟青州。”海指渤海，岱即泰山。古青州即今渤海

至泰山之间的山东省北部地区，也有人说包括现今山东省和辽宁省

辽河以东以及河南省东南一部分。《周礼·职方》曰：“正东曰青州。”这

里的中心出发点还是东周天子的所在地洛邑。

真正说得清楚的青州为汉武帝时所置的“十三刺史部”之一。辖

境相当于今山东北部和东部。东汉治所在临淄县。东晋移治东阳城

（北齐置益都县，今青州市）。隋改为北海郡。唐复为青州。辖境相当今

山东潍坊、青州、临朐、广饶、博兴、寿光、昌乐、潍县、昌邑等市县地。

金改为益都府。明、清为青州府。1913年废府存县，原州治为益都县。

1986年益都县改为青州市，为淄博市代管的县级市。

如今，青州只是一个小小的县级市。而在全国范围内，以青为其

简称的地方是大大的青海省。青海省以青海湖得名。青海古称西海、

鲜水海、仙海。北魏始名青海。《北史·吐谷浑传》：“青海周围千余里，

海内有小山。”杜甫《兵车行》：“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古

代各民族战争不已的情景，如今一去不返了。深蓝色的青海湖，成了

人们旅游的好去处。

历史在前进，事物都在发展。文字的意义和应用，也都在发展之中。

本文摘自作者“科学网”博客，作者系山东大学教授

“我总在想，当时我应该更大胆一点，去冲击那些挑战性更大也

更充满不确定性的课题，在我人生精力最旺盛、创造力最强的年代。”

中国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回忆20年前时如是说。

5月 4日，在第 101个“五四”青年节，西湖大学发布了 20年前的

“西湖青年画像”。揭示了施一公、许田等“功成名就”科学家，在“三十

而立”之时曾面临的压力和困惑，以此鼓励当代青年，为人生与梦想

不懈战斗。

2000年，施一公还是普林斯顿大学一名普通助理教授。“那会儿

的想法挺简单，就是多出好的科研成果，建立自己在领域内的学术信

誉。这是在一所世界顶尖大学立足的根本。”

施一公说，“助理教授”一职，看似体面，但还属于“合同工”。合同

结束时，如果通不过同行评估，就得卷铺盖走人。

但那时候，他并不担心这一点。2000年是施一公取得重大科研成

果的第一年，文章一篇接一篇发，还都是在CNS这样高级别的期刊

上。但他依旧很拼：“每天泡在实验室，一天只睡4个多小时，那是人生

最富有激情和冲劲的年代，想干事，要干事。”

仅在一年之后，施一公就升职为副教授，3年后成为普林斯顿大

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也就是在这一年，施一公第

一次意识到基础科研在应用领域的重要价值。

当年9月，美国国家癌症研究中心主任RichardKlausner打电话邀

请施一公去做一个报告并研讨开发抗癌药的策略。

“起初我很奇怪，我的工作是基础研究，总觉得跟制药和应用距

离挺远。”后来，他才意识到，正是他的这项科研成果，为创新制药提

供了一个关键线索：“那是有别于论文发表的成就感。原来我们可以

凭一己之力，让世界变得更好。”

与无需忧虑房子和科研经费的施一公不同，20年前的西湖大学副

校长许田，还是一名“穷教授”。养家，是摆在他面前的人生课题之一。

2000年，耶鲁大学遗传学系内部刚刚批准许田成为终身教授，成

为耶鲁第二位华人教授。家里一致决定给他买一辆3万美元的汽车以

示庆祝，这位“穷教授”才终于告别了他驾驶多年的“小破车”。

那会儿的许田，已经发表了生长调控领域的相关论文。这个在当

时看来相当“冷门”的课题，源自于他自学生时期就酷爱造访的耶鲁

大学皮博迪自然历史博物馆。

恐龙骨架为什么那么大？蚂蚁为什么那么小？许田的疑惑很朴

素，却无心插柳为癌症和罕见病的治疗点亮了新的路径。他现在经常

对学生说，科学没有“冷门”和“热门”之分，谁也不知道未来的世界会

发生怎样的变化，所以以兴趣为导师，尊崇自己的内心很重要。

科研以外，养家糊口的担子不轻。2000年，许田与合作伙伴乔纳

森·罗斯伯格一起，在耶鲁大学附近筹备起了罗斯伯格研究所孵化

器。如今，已成功孵化了13家公司，包括3家独角兽企业。

或是有感于20年前的经历，西湖大学创建之后，格外关注年轻助

理教授的生活，努力创造一个“拎包入住”的氛围。正如施一公所言：

“我们尽最大可能为年轻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在自己的黄金年

代，释放出全部的智慧和力量。”

摘自中新网

“合同工”施一公与“穷教授”许田
□童笑雨 冯怡 徐珊

【人 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