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起源：万物大历史》一书是
大卫·克里斯蒂安独立撰写的第
三部大历史著作，与2004年那本
体大精深的奠基性著作《时间地
图：大历史导论》，以及2007年那
本写给普通读者的言简意赅的
《极简人类史：从宇宙大爆炸到
21世纪》相比，该书在风格和特
点上正好居于两者之间：少了些
厚重，多了些灵动，但依然见解深
邃，直指人心。

在大历史的叙事中，将时间的
尺度延伸至宇宙的诞生，无非是
通过讲述一个“现代起源故事”，
来为人类寻找一种归属感，一种
马克思意义上的“类存在物”的集
体意识，进而使之共同面对不可
预知的未来。就这一点而言，大
历史紧扣存在和命运这样最具人
的因素的根本问题。就像克里斯
蒂安在《起源》这本新著中所说
的：宇宙本身谈不上什么意义，意
义终归是源于人。

克里斯蒂安直言，撰写这部
大历史目的就是要重建一个现代
创世神话。这里的现代创世神
话，如同在人类各个文明初曙期
都曾出现的传统创世神话一样，
通过追根溯源，回答“我是谁？”

“我属于哪里？”“我所属的那个群
体又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为生
活在不确定性中的人类提供一种
心理、情感乃至精神上的确定
性。而到《起源》一书中，大历史
则被界定为一个更为质朴的现代
起源故事，其目的同样在于重建
人类的归属感，寻找人类存在的
希望与意义。然而，不论是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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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神话还是起源故事，抑或作
为一部包罗万象的普遍历史，大
历史所要讲述的都是全人类共有
的遗产，并以此让人类在地球史
上的这一关键时刻作好准备，迎
接近在咫尺的挑战。

今天，人类的历史——用克
里斯蒂安在《起源》中的话说——
已经步入大历史的第八个节点

“人类世”。在这个前所未有的人
类所“主导”的时代，人类作为一
个物种的脆弱性也一展无遗。是
延续人类世已经显露的“恶”的一
面，还是努力彰显人类世“善”的
一面，去创造一个更加平等、富裕
和幸福的人类社会，进而重建人
类和生物圈可持续性的共生关
系？相信每一个读者在《起源》这
本充满温情和善意的大历史著作
中，都会找到自己的答案。

人工智能技术并不是在 21
世纪突然爆发的，它经历了半个
多世纪漫长的探索和分流。《深度
学习》这本书让我们更了解人工
智能的发展历史以及未来前景，
现有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源于深
度学习技术的突破——自动驾
驶、AI医疗、语音识别、图像识
别、智能翻译等背后都是深度学
习在发挥作用。

《深度学习》的作者特伦斯·谢
诺夫斯基被称为深度学习的奠基
者和先驱。他是美国四大国家学
院（国家科学院、国家医学院、国
家工程院、国家艺术与科学学院）
在世仅 3位的“四院院士”之一，
担任全球AI专业会议NIPS基金
会主席。

早在1986年，特伦斯就与杰
弗里·辛顿共同发明了玻尔兹曼

机，将深度学习从边缘课题变成
了互联网科技公司仰赖的核心技
术，实现了人工智能井喷式的发
展。

作为深度学习领域的通识作
品，该书通过 3个部分全景展现
了深度学习的发展、演变与应用，
回溯了深度学习浪潮在过去 60
年间的发展脉络与人工智能的螺
旋上升，并预测了智能时代的商
业图景。

《深度学习》更像是一本深入
浅出的“故事书”，从历史亲历者
的角度介绍了整个深度学习技术
领域的前世今生，包括AI技术在
历史发展过程中碰到的一些难
点、痛点以及未来发展的前景。

特伦斯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
未来始终持乐观态度，他在书中
指出，AI 将帮助增强人类的能
力，使人们的工作更高效，甚至将
推动人类付诸努力的各个方面，
从艺术到科学。

专家预言未来人工智能两大
重要的产业发展趋势，一是将进
入以语音为主、键盘触摸为辅的
全新人机交互时代；二是通过人
机耦合的方式，人工智能将与行
业知识深度融合，在各领域开花
结果。

《深度学习》认为人工智能技
术能帮到各行各业的地方，人类
最需要的能力是解决问题的能
力，这样的人无论在现在，还是未
来都是最被市场需要的。更重要
的是，我们应该进一步掌握人工
智能，利用人工智能进一步放大
人类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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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阅读渐成趋势
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组织实施的第十六次全国国
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超
过半数成年国民倾向于数字
化阅读方式。成年人网上活
动行为中，以阅读新闻、社交
和观看视频为主，娱乐化和碎
片化特征明显。倾向纸质阅
读的读者比例下降，而倾向手
机阅读的读者比例上升。

2018年我国成年国民包
括书报刊和数字出版物在内
的各种媒介的综合阅读率为
80.8%，较2017年有所提升，数
字化阅读方式（网络在线阅
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
读、Pad 阅读等）的接触率为
76.2%，较2017年上升了3.2个
百分点。中国新闻出版研究
院院长魏玉山说：“数字化阅
读的发展，提升了国民综合阅
读率和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
率，整体阅读人群持续增加，
但同时也带来了纸质阅读率
增长放缓的新趋势。”

本次调查结果发现，手机
和互联网成为我国成年国民
每天接触媒介的主体，纸质书
报刊的阅读时长均有所减
少。我国成年国民人均每天
手机接触时长为 84.87分钟，
人均每天互联网接触时长为
65.12分钟，人均每天电子阅读
器阅读时长为 10.70分钟，人
均每天接触Pad（平板电脑）的

时长为 11.10分钟。在传统纸
质媒介中，我国成年国民人均
每天读书时间最长，为 19.81
分钟，12.3%的国民平均每天
阅读1小时以上图书。

本次调查了解到，2018年
我国成年国民人均图书阅读
量基本保持平稳，报刊阅读量
持续下滑。从成年国民对各
类出版物阅读量的考察看，
2018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
质图书阅读量为 4.67 本，与
2017 年的 4.66 本基本持平。
人均电子书阅读量为 3.32本，
较 2017年增加了 0.20本。纸
质报纸的人均阅读量为 26.38
期（份），低于 2017年的 33.62
期（份）。纸质期刊的人均阅
读量为 2.61期（份），低于 2017
年的3.81期（份）。

此次调查组发现 2018年
我国城镇居民不同介质阅读
率和阅读量远远高于农村居
民，城乡差异明显；成年国民
和未成年人有声阅读继续较
快增长，成为国民阅读新的增
长点，移动有声App平台已经
成为听书的主流选择。

通过此次调查，调查组关
注到，0~17周岁未成年人图书
阅读率有所下降。据了解，从
未成年人的阅读率来看，2018
年0~8周岁儿童图书阅读率为
68.0%，低于 2017年的 75.8%；
9~13周岁少年儿童图书阅读

率为 96.3%，较 2017年提高了
3.1个百分点；14~17周岁青少
年图书阅读率为 86.4%，低于
2017年的90.4%。2018年我国
0~17周岁未成年人图书阅读
率为 80.4%，低于 2017 年的
84.8%。关于未成年人的阅
读量分析，2018年我国 14~17
周岁未成年人课外图书的阅
读量最大，为 11.56本；9~13周
岁少年儿童人均图书阅读量
为 9.49本；0~8周岁儿童人均
图书阅读量为 7.10本。2018
年我国 0~17周岁未成年人的
人均图书阅读量为 8.91本，比
2017 年的 8.81 本增加了 0.10
本。

第十六次全国国民阅读
调查队通过对 50个采样城市
的阅读指数测算，得到2018年
城市阅读指数排名前三位的
城市依次为深圳、苏州和北
京。

据了解，本次调查严格遵
循“同口径、可比性”原则，执
行样本城市为50个，覆盖了我
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有
效样本量为 19683个，其中成
年人样本为 15043个，城镇样
本 14651个。样本回收后，根
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
的数据对样本进行加权，并运
用 SPSS社会学统计软件进行
分析，本次调查可推及我国人
口12.88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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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出版27年依然畅销
余华：感谢语文老师

近日，在被问到对于《活
着》出版27年依然占据畅销小
说榜的看法时，作家余华笑
言，“这要感谢语文老师，伟大
的语文老师。”

在前一段时间公布的“第
13届作家榜”主榜单上，余华
以 1550万元人民币的版税收
入，高居榜眼宝座。仅2018年
度，余华作品《活着》单本销量
就突破200万册。

“我也觉得很惊讶，因为
出版那么多年以后，它应该是
被人遗忘的一本书，结果不知
道为什么读者越来越多了。

前不久，有个中学老师告诉
我，他在上世纪90年代上中学
的时候，他的语文老师让他读
(《活着》)，现在他在当中学语
文老师的时候也让他的学生
读，他告诉我，现在要学生读
《活着》的语文老师已经进入
第三代了。”余华说。

余华笑言，“我在国外遇
到很多中国的留学生，他们都
是在中学时期读的我的书，感
谢语文老师，伟大的语文老
师。”

余华代表作《活着》于
1992年在《收获》杂志首发，随
后出版单行本，至今已有 27
年。《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历尽

世间沧桑和磨难的一生，亦将
中国大半个世纪的社会变迁
凝缩其间。到今天，已被译介
至英、法、德、意、日、韩、俄等
3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国内
外多个文学大奖，余华也凭借
这部作品于 2004年获得法兰
西艺术和骑士文化勋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