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11美文·心经2017年11月13日 星期一

编辑：白新鑫 美编：郭传靖
今日山航

□
钟
倩

“最美图书馆”
为什么变得不美了
□杜浩

在北京怀柔交界河村，有
一家被誉为“中国唯一上榜的

‘世界最美图书馆’”的篱苑书
屋。篱苑书屋由清华大学李晓
东设计，于2011年建设完毕，
2014年获得Moriyama RAIC国
际奖，被美国知名网站评为世
界上“最让人叹为观止的18家
图书馆”之一。也由此，篱苑书
屋声名大噪，在多家旅行网站
上，这座公益图书馆被列入京
郊旅游的景点，前去参观的游
客也多半给其贴上“文艺”“诗
和田野”的标签，但近日这个

“最美图书馆”却陷入争议之
中。

有微信公众号发文披露
说，篱苑书屋中有大量盗版书，
比如封皮上注明人民文学出版
社，内页却是十月文艺出版社
的盗版《白鹿原》，也有翻译混
乱的《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
甚至出现了一些有大量色情描
写的书籍……这立即引来众多
的批评和质疑，“满是盗版书也
能称为最美图书馆，篱苑书屋
打了所有读书人的脸。”

篱苑书屋中缘何有大量盗
版书？书屋负责人介绍说，书屋
中的图书七成来自于捐书，因
为工作人员的欠缺、疏于管理，
随着捐书混进了大量盗版书，

不仅有悖于书屋的公益初心，
也对读者来书屋寻求图书的文
化品质和精神带来损害。

一座名副其实的图书馆，
不仅在于它的文化的公益性，
更 在 于 其 中 的 文 化“ 软
件”——— 一册册的图书。这些
图书之所以具有存在的价值，
在于它的思想性、精神性和文
化性，是不能容忍存在思想内
容的虚假、欺骗和危害的，这
不仅是一本书的灵魂、核心意
义，对图书馆、书屋亦当如是
观。篱苑书屋负责人也意识到
盗版书问题的严重性，认为无
论是读者还是书屋都应该把
拒绝盗版书、品质意识不良的
书作为一种自觉意识和行
为……总之，防止翻版书、盗
版书流入，保护读者阅读的真
实性和纯洁性，应该从政策、
法律、道德以及书屋的自我管
理方面一起着手解决。

在读者的心中，世上最安
宁的地方，莫过于图书馆。图
书馆是阅读者心中的栖息地，
每一个爱书者都会在心中描
绘出自己向往的世界：悠悠飘
散的书香，安静阅读的神情，
自由的阅读氛围，物我两忘的
心灵境界，还有心仪已久的图
书……这才是“最美图书馆”
的最美之处，是每一个读者不
能不依恋的精神家园。但篱苑

书屋被评为最美图书馆以后，
再经媒体大力宣扬，已经基本
变成一个景点。很多人慕名而
来，有散客，有旅行团，有时一
天多达四五百人。还有一个细
节值得一提，因为篱苑书屋里
面铺了木地板，要求读者进屋
脱鞋以便舒适阅读，但因为人
多，特别是夏天，书屋通风差，
以至于气味不佳。来访者大多
抱着到此一游的心态，四处走
动、拍照，原本安静闲适的书
屋，变成了人头攒动、熙攘往来
的景点，使书屋完全失去了阅
读、沉思的意义和价值。这正反
映了人们浮躁、喧嚣的心态，阅
读不再是内在的需求，而是当
作一种时尚、流行，一种行为
秀，他们很难在书屋中坐下来
静静地享受和拥有片刻悠闲从
容的慢读书状态，又怎能发现
书屋真实的美、阅读的美呢？

一家图书馆是否值得读者
光顾，取决于藏书的质量而非
建筑的外形。近年来，跻身网红
行列的“最美图书馆”不只篱苑
书屋，但慕名而往的人似乎大
都是为了拍照、发朋友圈，而非
看书。篱苑书屋在远离北京市
区的情况下，想要吸引的到底
是读者还是游客？渴望通过阅
读获取知识之人，真会在乎读
书的地点在山里还是城里？这
些问题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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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自动驾驶平台，阿里巴巴天猫
精灵XI，机器人“小冰”出诗集、开专
栏……今年上半年，人工智能不断刷新
热搜榜，同时也引发新的追问：人工智
能是否会砸了人类的饭碗？在这场“智
慧争夺战”中，谁又是最后的赢家？

以色列作家尤瓦尔·赫拉利最新出
版的《未来简史》中，提出“从智人到神
人”的设想。进入21世纪后，曾经威胁人
类生存发展的瘟疫等已被攻克，延缓衰
老、对抗死亡成为新的课题，甚至有专
家认为，“到2050年，只要身体健康，钞票
也够多，人类都可以大约每10年骗过死
神一次，从而长生不老。预想的方式是
我们大约10年接受一次全面治疗，除了
医治疾病，也让衰老的组织再生，并让
手、眼、脑都得到升级。在下次治疗之
前，医生已经又发明出各种新药、升级
方式和小装置了。”

毫无疑问，人工智能、生物基因、纳
米技术等正在重塑着世界，在尤瓦尔·
赫拉利眼中，生命本身就是不断处理数
据的过程，当数据流充分涌动，拥有大
数据积累的外部环境将比我们自己更
了解自己。“未来，大部分人将沦为无价
值的群体，只有少部分人能进化成特质
发生改变的神人。”如此预言，势必引来
争论与质疑，但是，这并非一无是处，至
少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视角、一种想
象，使人们预判风险，做好迎接的准备。

科技革命给生活带来的益处俯拾
即是，无论是人脸识别技术便于消费、
破案，还是线粒体DNA技术避免遗传疾
病。精准算法改变未来的同时，也将面
临诸多矛盾与冲突，比如“三亲宝宝”究
竟是否合法，比如综艺节目中的“人机
对战”是否合理。不少智能领域专家呼
吁，在机器人或自动化系统上安装“道
德黑匣子”，以记录机器的决定和行为。
因此，既要用法律和政策规范人工智能，
也要用文明和伦理赋予其更多开放性和
弹性。这种“成长中的烦恼”，作者在书中
的比喻很是意味深长：“我们就像是一座
孤岛上的居民，刚刚发明了第一艘船，正
准备在没有地图甚至也不知道目的地的
情况下扬帆出航。而且事实还可能更糟
糕。在这个比方里，这些岛民至少还知道
自己活在一片茫茫大海中，知道自己只占
据了一小块地方，但我们并未意识到，我
们可能也只是住在一座小小的意识岛上，
而外面由我们不熟悉的心理状态所构成
的海洋，可能无边无际。”

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音乐学教
授戴维·柯普曾发起过一场挑战，他历
经七年创造出一个名为EMI的音乐智能
实验，专门模仿巴赫的风格，仅一天时
间EMI就能谱出五百首巴赫风格的赞美
诗。他选出几首，在圣克鲁兹音乐节上
演出，观众反响强烈，当得知作曲者是
机器人时，炸开了锅，有些人发出怒吼。
事情并没有到此停止，柯普为EMI签了
合约，首张专辑《计算机谱曲的古典音
乐》大受欢迎。随之而来的争议也充斥
耳畔，俄勒冈大学的史蒂夫·拉尔森前
来挑战，提议来一场人机音乐对决，由
专业钢琴家连续弹奏三首曲目，作曲者
分别是巴赫、EMI以及拉尔森本人，接着
让观众投票是谁谱了哪首曲子。柯普愉
快地接下了战书，当天数百位讲师、学
生和音乐迷齐聚俄勒冈大学的音乐厅。
表演结束，进行投票，结果让人大跌眼
镜，观众认为是巴赫的其实是EMI，认为
是拉尔森的其实是巴赫，而他们认为是
EMI的，其实是拉尔森。

类似的挑战还在继续，但是，不可
否认的是，在各种挑战中，将会达成诸
多共识，那就是实现共赢的那部分———
更好地服务社会。万物互联制造出的数
据流形成新的漩涡，即便心智升级后的
神人似乎也很难驾驭，可是，在最后一
刻，人会握有唯一的杀手锏，不是拔掉
插头，而是情感联结——— 爱，这亦是计
算机往往看不穿的东西，哪怕它日日升
级、更加人性，但它无法理解一首诗歌
承载的思念、一杯咖啡带有的体温、一
次医院问诊获得的精神慰藉。

我们在啧啧惊叹人机互动加速运
转、媒介生活无所不能时，人工智能的虚
火也日益显现，理应保持警惕和清醒。三
年前，尤瓦尔·赫拉利用《人类简史》阐述
人类存在是虚构的现实；三年后，这部《未
来简史》就是展望未来，试图探索人类的
新任务和新使命——— 如何与人工智能共
舞，这关乎我们更有品质的生活，也关系
着未来世界的美好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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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翼杀手2049》：
关于人类存在的又一次哲学之问
□韩浩月

《银翼杀手2049》是部非
同一般的商业电影，162分钟
的时长，看似进展缓慢的剧
情，在以往，这很挑战观众耐
心，但强大的影像张力、强烈
的视觉效果以及创作者无处
不在的精神注入，使得《银翼
杀手2049》具备了非常棒的吸
引力。

凭借此片，导演丹尼斯·
维伦纽瓦完全可以继克里斯
托弗·诺兰之后，进入封神的
节奏。他们两位都擅长在电影
的商业市场上尝试为自己的
作品融入浓厚的人文色彩，在
故事的悬疑性与影像的未来
感上，都有着精心的规划与描
绘。此外，他们在很大程度上
遵循好莱坞规则的同时，又不
约而同地“反好莱坞”。

去年维伦纽瓦执导并获
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降临》，
就给人以惊艳之感。作为导
演，维伦纽瓦在空间构造能
力、对神秘主义的纯熟运用方
面，都展现了他具有挖掘性的
才华。看《银翼杀手2049》，会
发现这部新片延续了《降临》
的色彩、空间构图，其高昂澎
湃的音乐，更是《降临》的升级
版。《银翼杀手2049》远超《降
临》的制作费用，为维伦纽瓦
展现自己的全部想法提供了
很好的后勤保障。

没看过1982年雷德利·斯
科特导演的《银翼杀手》，也会
轻而易举地理解《银翼杀手
2049》的故事。尽管两部电影在
人物与情节上有着复杂的交
织，但维伦纽瓦用影片之外的

“编年史”方式，厘清了从《银翼
杀手》的2019年到《银翼杀手
2049》的2049年这30年间发生的

事件脉络，这个功课使得当年
《银翼杀手》的影迷能顺利衔接
前情，也能够让新观众在理解

《银翼杀手2049》的故事之后，
产生对前作的兴趣。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
要到哪里去”，这是公认的哲
学三大终极问题。以这三个问
题 的 角 度 去 看《 银 翼 杀手
2049》，会很容易破解K警官为
什么会对自己的身份由坚定
地固守发展到执着地追问。作
为复制人，K警官在重走历史
上人类曾走过的漫长的困惑
之路，因此，《银翼杀手2049》
可视为关于人类存在的又一
次哲学之问。最后，K警官懂
得了人类的爱与牺牲是多么
伟大的情感，也明白了当伸出
手掌可以感受到雪花的冰凉
与重量，是生而为人多么幸福
的事情，他找到了答案。

《银翼杀手2049》的戏剧
矛盾集中在K警官身上，开始
他对自己的复制人身份并无
任何疑问，并坚持以自己的警
官职责来要求自己严格执行
任务，但当一匹童年记忆里的
小马被他找到，由此他开始怀

疑自己是真正的人类，于是便
像《人工智能》里的机器小男孩
那样，踏上寻找可以帮他变成
真人小男孩的蓝公主。遗憾的
是，结局都是悲伤的，K警官在
经历一段“短暂为人”的美好错
觉后，永久地“沉睡”了过去。是
的，复制人和机器人一样，因为
没有灵魂，也就没有死亡。他们
永远都是人类的陌生人。

《银翼杀手2049》的娱乐
看点，在于影片虚构了一个非
常逼真的未来世界，发达的复
制人、人工智能、AR女友，构
成了一个与人类并无二致的
世界，甚至在很多时候，你会
感觉到影片里的复制人和虚
拟人才是未来世界的真正主
宰，人类不过是一直受到阴暗
人性支配的渺小配角。

以复制人的故事，来折射
真实人类的人生，这既是《银
翼杀手2049》制造戏剧冲突吸
引观众的关键，也是它引人思
考的魅力所在。影片因此产生
的代入感，会让观众在观影时
时刻去体会角色的内心变化，
实现与角色的共同成长，并不
断向自己发问，如果我是复制
人，会在故事里做出什么样的
选择？

《银翼杀手2049》的解题方
向，不是针对科技发展所带来
的人伦困惑，而是穿越当下，回
到久远的过去，对人类的存在
价值进行一场发人深省的拷
问。科技将成为未来人类的主
流生活方式，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在未来，面对三大哲学终极
问题，人们是更清醒了还是更
混沌了？这恐怕真的要等时间
到达那个节点，才会得到更精
准一些的感受。《银翼杀手
2049》只不过是提前带我们预
习了这种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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