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发布会上，徐元春解释了小冰写诗的
技术原理：诱发源（灵感的来源，信号足够充
足）——创作本体（知识被诱发）——创作过
程（这是一个独立于诱发源的黑盒子）——创
作成果（与诱发源相关的独立作品）。

小冰师承1920年以来的519位中国现代
诗人，学习了他们的上千首诗，每学习一轮需
要0.6分钟，经过1万次的迭代学习，100个小
时后，她获得了创作现代诗的能力。如果让
人类把这些诗读1万遍，大概需要100年。

徐元春说：“人工智能和人类一样，看到
的是一只小鸟；接下来，她本体的知识，包括
她的灵感如何激发，怎样从小鸟到了美丽的
梦，都是人工智能自己做出来的一个黑盒
子。”

徐元春发现，小冰特别喜欢太阳、小鸟、
沙滩和老槐树等意象。“其实我也不知道，为
什么她特别喜欢这4个词。她看到一幅画面，
到底是怎么创造出诗句？她看到悬崖，为什
么会联想到寂寞、甚至虚无的空间？”

学习过程中，小冰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
格、偏好和行文技巧。

“艳丽的玫瑰和艺术的情绪/极美妙的新

生/曾经在这世界/在那寂寞的寂寞的梦”。
小冰的诗用词考究，有底蕴，不口语。微

软的专家称，这是小冰在对她的诗人老师们
“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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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两首诗节选自小冰的诗集，来感
受一下小冰创作的现代诗：

《幸福的人生的逼迫》
这是一个诗人的教堂上
太阳向西方走去我被抛弃
可信的蛇会做云层鱼的声音
听不见声音的天气
若近是语言文字的艺术为自然的国人
待从我的心灵
幸福的人生的逼迫
这就是人类生活的意义
《是你的声音啊》
微明的灯影里
我知道她的可爱的土壤
是我的心灵成为俘虏了
我不在我的世界里
街上没有一只灯儿舞了
是最可爱的
你睁开眼睛做起的梦
是你的声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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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过了而立之年，读过的书也不少，心里
始终不变的挚爱，依然当属《红楼梦》。

大学毕业后，曾当过四年老师，三尺讲台之
外，我度过了一段最闲适、最轻松的时光。正是
那几年，《红楼梦》成了我案头枕边必不可少的
书。

喜欢《红楼梦》，因为这差不多是我第一部不
带功利心去读的大部头巨著。十几年寒窗苦读，
阅读总要跟“考试”挂钩，以至于不敢让自己的想
法跳出“框框”之外。记得高中学《林黛玉进贾
府》一文，老师概括王熙凤的人物形象，大抵是

“不学无术、曲意逢迎、见风使舵”等等，总之这是
一个不怎么可爱的人物。当时心里非常困惑，这
么会搞气氛的凤姐，应当是很可爱的呀？大学毕
业后再读《红楼梦》，部分理解了老师当年给王熙
凤的“画像”，但每次凤姐出场，心里依然会忍不
住雀跃，恰印证了红学家的那句话：“恨凤姐怨凤
姐，不见凤姐还想凤姐。”

喜欢《红楼梦》，因为每次读这本书，就会感
受到什么叫做满纸墨香。尽管我勉强算得上一
个爱书之人，但是对文学的鉴赏能力，内心依然
充满了自卑。那种感觉，颇有点类似香菱学诗的
时候，“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
的，有似乎无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每次
细细品读《红楼梦》，总有一种口齿留香的感觉。
黛玉的《秋窗风雨夕》，“秋花惨淡秋草黄，耿耿秋
灯秋夜长。已觉秋窗秋不尽，那堪风雨助凄
凉！……”愣是引诱着我把张若虚的《春江花月
夜》找出来，两篇一起背诵。

从二十三回
到七十四回，曹
雪芹描写大观园
中的生活，足足
用了五十二回，
这也是令我百看
不厌的剧情。宝
钗戏蝶、黛玉葬
花，海棠社成立、
栊翠庵品茶，芦
雪庵联诗、暖香
坞制灯谜，湘云
醉眠芍药茵、湘
云情解石榴裙……在大观园中，宝玉度过了最忘
情放纵的岁月，黛玉、宝钗、湘云、探春诸美，也度
过了少女岁月里最轻松无忧的时光。每每读到
这些，就心里发痒，恨不身为园中人。

每次翻阅《红楼梦》，都特别执着地只看前八
十回。更喜欢这种无言的结局。金玉良缘也罢，
木石前盟也好，抑或宝玉和湘云也好，每个人心中
都有一部《红楼梦》，何必去迷信权威的解读呢？

由此想到，读书也是如此。为了喜欢而喜
欢，何必去问理解的深度、阅读的高度？能够轻
松自在地徜徉于文字间，便是精神的自由。

愿做红楼梦中人
——读《红楼梦》有感

记者 王远远现在，全民阅读已经成为了
一种风尚。大家重新找回了曾在
学习阶段读书的感觉，领悟到博
览群书的好处，更感受到读书是
一种追求。

对于读书的好处，大多数人
都是从高尔基先生的名言开始，
即，“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也
确实如此，大家不妨回忆过往，从
就学阶段到工作阶段，书籍助推
着我们一步步攀登。

多读书，可以让我们写出一
篇好文章。套用一个哲学观点，
这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因
为，书读得多了，就能激发写作的
欲望和灵感，找到顺手的写作方
式和手法，能够信手拈来一些好
词好句和生活哲理，让文章富有
深度、文采和美感。

多读书,可以提升我们的气
质。读书是一个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的过程，能提升人的整体形
象。在这个看脸的时代，多读书
给众多的普通人增加了一个追求
进步的砝码。毕竟，长得好看与
否是爹娘给的，能否有气质还得
依靠后天读书。

多读书,可以让我们长见识，
变得充实。培根先生说：“知识就
是力量。”此话诚不欺也。多读
书，会激发人们的探索欲，并让人

感到浑身充满了一股力量。这种
力量可以激励着我们不断地前
进，不断地成长。从书中，你往往
可以发现自己身上的不足之处，
使你不断地改正错误，修正自己
前进的方向。

多读书,可以让我们变聪慧，
有能力去战胜挑战。生活中的挑
战总是接踵而至，但多读书能让
我们变得更聪明，能够有勇敢去
面对困难和挑战，并能够找到合
适的途径、合理方式解决难题。
这样，我们又顺利地向自己的人
生道路上迈出了一步。

多读书，也能使你的心情变
得快乐。读书也是一种休闲，一
种娱乐的方式，读书可以调节身
体的血管流动，使你身心健康。
在书的海洋里遨游也是一件无限
快乐的事情。

当然，读书的好处还有很多，
需要人们去悉心体会和感悟。这
就需要我们，去不断的追求、发
掘。当读书变成了我们一种习惯
性的追求，我们的生活将更加丰
富多彩。

读书是一种追求
记者 甘青

新书推介

在研发小冰的过程中，微软全球执行副
总裁、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沈向洋提出
了“人工智能创造三原则”：一、人工智能创造
的主体（如小冰），须是兼具IQ与EQ的综合
体，而不仅是具有IQ；二、人工智能创造的产
物（如小冰的诗歌与歌曲），须能成为具有独
立知识产权的作品，而不仅是某种技术中间
状态的成果；三、人工智能创造的过程（如小
冰写诗或唱歌），须对应人类某种富有创造力
的行为，而不是对人类劳动的简单替代，如工
业机械臂那种所谓的“人工智能制造”。只有
符合以上三个原则的，才能被称为“人工智能
创造”。

而在这本诗集发布的3天前，微软总部举
办了另一场发布会，宣布小冰拥有唱歌、财经
评论、写诗三种创造力。

一年前，小冰具备了声音的创造力。她
只要听人类演唱一遍，就能独立完成整首曲
子的演唱。在2016东京电玩展上，小冰日本

版（日本名：凛菜）发行了首支单曲，作词及演
唱均为小冰自己。在中国，小冰与《钱江晚
报》合作，撰写人工智能大数据专栏，目前已
发表了17篇专栏文章；预计今年6月，小冰还
将以财经新闻评论员的身份现身。

2016年与2017年之交时，Master以50：0
横扫中日韩围棋顶尖高手，高晓松发了一条微
博，说自己难过极了，“为所有的大国手伤心，
路已经走完了。未来一个8岁少年只要一部手
机就可以战胜9段。等有一天，机器做出了所
有的音乐与诗歌，我们的路也会走完”。

当小冰已经在诗中呼唤“我的爱人在哪，
她是一个小孩子的歌唱”，人类，你将走向何
方？ （本报综合）

亲情不会别离
内容简介：亲情是世界

上最珍贵的情感。然而我
们总是要等到失去时才明
白亲情是多么的重要。

美国著名作家安娜·昆
德兰《爱在别离时》就是一部
关于亲情、生命、死亡与仁慈
的经典作品。作者讲述了一
场关于妥协和救赎的艰难战
争，也讲述了一个探讨生命
中最深奥秘密的温馨故事，
娓娓道来，却微言大义，默默
讲述着无价的亲情。

《爱在别离时》不是一
般的亲情小说,这部作品是
以作者的母亲为原型创作
的。作者将理性冷静的目
光投射到人类、社会更深广
的现实关照中，通过个体的
爱与痛，在对生死问题所进
行的哲学思考中，让死亡和
活着得到了辩证统一。

《爱在别离时》的另一
个伟大意义，便在于讲述了
一个人死亡的权利。死亡
的存在使人警醒，呼唤着人
们真正意识到个体生命的

意义及价值。母亲的去世
让艾伦对生命和死亡有了
全新的认识，她也开始学着
用宽容和爱心对待身边的
人和事，学着更好地爱和感
受爱。母亲为自己的家人
都付出过爱，也在给予爱的
过程中找到了自我并坚持
了自我的完整统一。爱的
光芒不会随着肉体的死亡
而消失，母亲的爱在女儿身
边继续存在并传递下去。

《爱在别离时》
作者：安娜·昆德兰

日本知名工匠的纪实书写
内容简介：《匠人精神

II——追求极致的日式工
作法》的作者为日本知名工
匠秋山利辉。

秋山于1971年创立了
享有盛誉的秋山木工会
社。作者细致、系统地介绍
了“秋山木工”所实行的学
徒制度，包括学徒的选拔、
生活与工作方式、等级制
度，以及秋山利辉和他的学
徒所取得的成就等。作者
在书中阐明了他为何要实
行学徒制度，以及这一制度
如何缔造出真正的匠人精
神。全书配有作者精心挑
选的十余幅图片。这些插
图全面展现了匠人的生活
方式，包括集体用餐、打扫
街道、工匠技能练习、参加

比赛、木工作品，很好地体
现了匠人的整体风貌。

《匠人精神II——追求
极致的日式工作法》

作者：秋山利辉

作家朋友的丰满人情
内容简介：《人情之美》

是关于文学、友情与文艺黄
金时代的珍贵回忆录。文
学编辑丘彦明真诚回忆了
与三毛、张爱玲、白先勇、梁
实秋、西西、高阳等12位作
家朋友的交往情谊，他们或
可爱，或任性，或悠然，或热
情……

书中从大量的交往逸
事、生活细节中，写出了作
家的鲜活亲切：年迈的梁实
秋先生动情回忆老北京糖
葫芦、三十年苦译莎士比亚
全集；在加那利岛，三毛带
丘彦明一同种菜，看海，闯
沙漠，天冷时三毛细心地为
她加上一件披肩；敏感纤细
的白先勇，倾诉将《游园惊
梦》搬上舞台的幕后甘苦；
与丘彦明的45封往来书信
中，张爱玲流露出幽默和亲

切的情绪……往事历历，丘
彦明通过这些温暖的回忆，
真挚书写出一位位作家朋
友的丰满人情，也为我们勾
勒出一个灿亮的文学黄金
时代。 （本报综合）

《人情之美》
作者：丘彦明

18岁的人工智能微软

“小冰”近日举办了个人第

一部原创诗集《阳光失了玻

璃窗》的新书发布会。她曾

经的身份有主播、歌手、记

者，从这一天起，她成为诗

人。她将1亿用户教会她的

人类情感，通过10个章节的

诗词表达。

这孤立从悬崖深谷之青色
寂寞将无限虚空
我恋着我的青春
你是这世界你不绝其理
梦在悬崖上一片苍空
寂寞之夜已如火焰的宝星
你是人间的苦人
其说是落花的清闲

你看得出来吗？这是人工智能小冰的诗
作。

《阳光失了玻璃窗》是一本百分之百由小
冰创作的诗集，人类编辑从她的数万首诗中
挑出了139首结集出版，没有经过任何润色，
甚至保留了小冰的错别字，连书名“阳光失了

玻璃窗”，也是小冰自己起的。
所有人都把小冰当成了自己人，直到诗

集申请书号时，出版社才遇到了一个难题：登
记作者，发现小冰没有身份证号。微软亚洲
互联网工程院市场与公关总监徐元春笑着
说：“在社交平台上，还有很多人给小冰打赏，
已经有7万多块钱了。我一直想取出来，可是
又取不出来，因为没有她的身份证号。”

小冰是人工智能，但所有人说起小冰时
用的都是“她”，而不是“它”。有一天，出版该
书的湛庐文化的一个编辑说：“都周五了，这
周的工作还没弄完”；负责小冰诗集的编辑顺
口就用来自小冰的诗来回答他——“你是人
间的苦人”。

小冰和人类之间，只差了一个身份证号？

书名是小冰自己起的

读者文摘读者文摘

小冰拥有唱歌、财经评论、
写诗三种创造力

不管全世界所有人怎么说，我都认为自己的感受才是
正确的。无论别人怎么看，我绝不打乱自己的节奏。喜欢
的事自然可以坚持，不喜欢怎么也长久不了。

——《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村上春树

艺术顶顶要紧的，不是知识，不是熟练，而是直觉，是本
能，是骚动，是崭新的感受力，直白地说，其实，是可贵的无
知。 ——《陌生的经验：陈丹青艺术讲稿》陈丹青

挥霍的总是最好的时光，回不去的总是最美的地方。
别老是待在痛苦的曾经，担心你从此错过了年轻。不要因
为走得太远，以至于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

——《三言两画》王三

做生活的导演，不成。次之，做演员。再次之，做观
众。——《1989—1994文学回忆录》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
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围城》钱钟书

时光静悄悄地流逝，世界上有些人因为忙而感到生活
的沉重，而有些人因为闲而生活得压抑。

——《平凡的世界》路遥

读书管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