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 4 月 16 日 星期二
编辑／版式 张瑜 校对／缪恺

KONGXUETANG

孔学堂

A15

贵阳孔学堂
贵阳晚报

合办

2019年孔学堂春季论辩大会，四位学者激辩“机器作诗” ——
—

智能写作 给诗带来什么
直通孔学堂

“雨引鸟声过路
上，日移花影到窗边。
赖有公园夏风地，欣
喜玩沙遍河山。 ” 当
读到这首诗， 是否能
想到该诗的创作者不
是某位古代诗人，而
是一个 “会作诗” 的
人工智能机器人？
4 月 13 日 ， 以
“李白很生气： 人工
智能能写诗？ ” 为辩
题的 2019 年孔 学 堂
春季论辩大会在孔学
堂举行， 几位学者展
开了激烈的学术碰
撞。

B

中山大学特聘研究员
程羽黑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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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写诗在今天已不算新
闻。 阿尔法狗完胜人类棋手、微软
机器人小冰出版第一部诗集、大量
初级法律文书已经可以由 AI 代
劳、 未来机器人有可能取代 70%
的人类工作……人工智能的触角
正在延伸至社会的各个领域，同时
也牵动着当下人们的敏感神经。
程羽黑教授认为，人工智能有
无与伦比的写作速度，可以把《
李
白全集》、《
杜甫全集》，甚至《
莎士

个问题。 假如社会发展的话，标准
会变，过去好的现在未必好。
还有一点， 人工智能的影响
对文学来讲并不是太大。
比如写诗， 人工智能最多是
模仿， 至少现在还没有出现优秀
的诗歌作品可以跟杜甫之类的媲
美。

针对诗歌是否能达到独创性
的问题， 王兆鹏教授说：“任何创
造都是在完成前人的创造经验和
创造技巧上产生的，而在这个传承
方面机器人可能有人所不可替代
的。 ” 他进一步指出，机器写诗背
后虽然没有一个活生生的诗人，但
可以作为一种脱离创作者而独立
存在的文学类型。 机器写诗，其实
不是要代替人写诗。就像我们的印
刷体一样， 但我们也有手写体，它
可以帮助我们把诗写得更好。

第31 期贵州省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举行
四百学员
领略中国诗歌智慧
4 月 12 日，第三十一期“贵
州省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 在
孔学堂举行。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
系教授胡晓明带来题为 《中国诗
歌智慧》 的讲座， 贵州近 400 名
厅、处级干部参与听讲。
讲座上， 胡晓明教授结合自
身创作经历，从诗歌史，诗歌与哲
学、历史，诗歌与士人心灵，诗在
今天的传承等方面探讨了诗歌的
当代价值以及对现代人心智成长
的作用。 他总结了中国诗歌智慧
的三要义，即诗歌能让人“
从浑浑
噩噩、麻木、冷漠、迷失、虚浮的状

古人爱“晒” 茶

人工智能的写作速度无与伦比

诗歌创作 人工智能有特殊优势

写诗有三大要素，第一是要表
达人的情感；第二是有了情感需要
词汇来表达；第三是采取什么样的
方式来表达。 王兆鹏教授指出，在
这三个方面，人工智能有其特殊优
势。虽然目前人工智能不能理解人
类情感， 但今后随着物联网的发
展，人工智能可感知人类情感并加
以分析，通过学习上百万首诗词的
所有表现方法并进行分析和最优
化组合， 是可以写出比较好的诗，
但是否能超过人，还要假以时日。

国学随笔

主持人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胡晓明 教授

人工智能创作尚停留在“模仿” 阶段

什么是人工智能？ 什么是文
学？ 严寿澂教授表示，人工智能是
有深入学习能力的， 但是到目前
为止，它还没有创作的东西，因为
文学是要创作的， 而机器能读很
多东西。 问题是假定它选出来好
的标准是什么？ 过去认为好的，现
在标准变了，机器是否知道，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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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嘉宾

态中醒觉过来，恢复一种善感、柔
软、真实的心；从跌倒、困顿、无尊
严的人格状态中站起来， 恢复一
种站立的人格；从疲弱、平庸的生
命状态中活起来，恢复一种刚健、
活泼、进取的生命。 ”
干部学员王福奎表示， 听了
胡教授的讲解， 对诗歌的意境和
精神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诗歌是
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 不仅要传
承弘扬， 更要把诗歌融入到个人
的成长和生活中， 净化我们的心
灵” 。
本报记者 谢孟航

比亚全集》给打出来，关键是不是
作出来，这是一个选择的过程。 这
样的过程一千年前就有人在做，就
是中国古代的类书，把一些句子集
中起来， 给一些写诗的人作参考。
“
可见人工智能就是一个类书的作
用，而不是写书，人工智能没有类
似于人类感情的审美， 写出的诗，
是让人无法理解的。 ”
人工智能写的诗，即使有漂亮
的句子，只能是完成模仿人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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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合，但不可能有隐喻，没有背
后的所思。
程羽黑教授举例说，上世纪初
法国有一个后现代的诗人，在马路
上随便找人， 每个人写一个词语，
他得到一句很漂亮的诗句“
精致的
尸体正在喝葡萄酒”。
他说，每个人一个词语，每个
人之间没有联系， 作出来的诗句，
看似很美丽，但是无意义，因为背
后是无意识的行为。

智能写作或将催生一个新文类

人工智能到底能不能写诗？
南方科技大学陈跃红教授表示，
机器写诗是机器写作的一个部
分， 现在已经是人工智能研究的
一个大类。 今天大家在智能手机
和智能电视上阅读和看到的大量
新闻，基本上都是机器写的。
机器写诗有两个因素要考
量， 一是写什么样的诗？ 一般的
诗、 模仿的诗还是好诗、 经典的
诗？ 就经典诗歌的层面而言，现在
还看不到突破， 因为人工智能发
展的时间很短， 但是在一般诗歌
的层面上， 无论大家知道的小冰
还是它出版的诗集， 都已经达到
了一般标准。
针对人工智能能不能超越人
类感情？ 陈跃红教授认为，假定机
器人写诗超不过莎士比亚、 超不
过李白、杜甫，但是它会不会是一
个新的文类？ 如小冰就已经写出 3
万多首诗， 部分诗歌在网络上的

采购已经超过 10 万多册。 “
你能
说它不是诗吗？ 因此，我认为人工
智能写作、机器写诗是一个趋势，
它为我们增加了一个新的文类。 ”
诗是人类的诗性思维、 形象
思维的语言载体。 诗歌上更加有
一种非语法不可捉摸性， 这是诗
人成功的标志。
陈跃红教授表示，同样，机器
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借助大数据、
借助诗歌规则的数据库， 借助写
诗的各种情感， 那它写出的诗怎
么可以说它不是诗？ 它只是一种
新型的诗。
此外，陈跃红教授说，如果说
人工智能对于文学生产的负面作
用的话， 那可能是类型化的写作
将变得越来越膨胀， 这种膨胀是
因为当大家借助机器或者用机器
来进行写作的时候， 能够大量的
生产程序化、数字化。
本报记者 谢孟航

“徒劳而有意义的尝试” ——
—

徐圻教授剖析“清末新政”
4 月 14 日，贵阳孔学堂学术
委员会执行主席、贵州省哲学学会
会长、博士生导师徐圻教授在孔学
堂传统文化公益讲座上，为 430 余
名听众带来了题为 《徒劳而有意
义的尝试——
—关于“
清末新政” 的
考究》的专题讲座。
讲座中，徐圻教授引导听众了
解“
清末新政” 的那些必然与偶
然。《辛丑条约》签订后，以慈禧太
后为代表的满清统治者不得不实
施变法革新，史称“
清末新政” 。但
新政不但没达到挽救清王朝的目
的，反而加速了辛亥革命的到来。
辛亥革命爆发前的整整十年
时间里，由慈禧太后开启，在张之
洞、刘坤一、袁世凯等朝廷重臣积
极推动下，改革次第实施，有了某
些“
中兴” 的气象。在一些方面，特

别是教育改革、军队改革和社会生
活改革方面，“
晚清新政” 都超过
了“
戊戌变法” 。 但在最根本的问
题上，即在推进国家融入世界与维
护爱新觉罗家天下的冲突中，以慈
禧太后为代表的清廷日趋保守，最
后毫不退让，致使改革失败，进而
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
对于希望通过改革来挽救大
清统治的慈禧等人来说，“晚清新
政” 是一次徒劳的尝试；但对于后
来的中国近现代史， 包括辛亥革
命、讨袁护国、孙中山的《建国大
纲》、五四新文化运动，乃至于旧
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过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
等来说，“
晚清新政” 的过程及其
得与失， 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的启
示。
本报记者 谢孟航

新茶陆续上市， 现代卖家纷纷通过网络
“
晒” 茶。 其实，古人“晒” 茶的手段、方式并
不比现代人逊色。 茶从“
形而下的器” 发展成
“形而上的道” 的过程，也是不断被“晒” 的
过程。
北宋初官至户部尚书的陕西人陶榖，在
史料笔记《清异录》卷下专门收录了古人炒
作、大“
晒” 茶叶的轶事，并整理成了一篇“
茗
荈” 。 今天读来颇觉趣味横生。
读这篇千字文前，我先跟“荈” 较上劲，
也真的去翻《古代汉语词典》，上面对“荈”
的注释是：“
茶的老叶片。 泛指茶。 ”
“博通经史” 的陶老师为什么用两个
“
茶” 作标题？
茶圣陆羽早就道出玄机：“茶” ，一曰茗、
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荈，是不是茶圣将茶分
四等？ 非也。 现代茶博士们认为，“
茗” 是云南
地区称“茶” 的方言，东汉时全国推广，后成
槚” 指茶树， 不知何时也指茶；
茶的雅称；“
“蔎” 是古代四川一些地方称茶的俗语；而
荈” 指晚摘的老茶片。
“
茶叶问世后，得到、喝到所谓“名茶” 便
成为一些人梦想之一，许多人拿出“
显摆” 。
名茶如此难得， 自然有人将此视若珍宝
了。 北宋初任工部尚书的天津人窦仪就将喝
剩的产自浙江湖州一带“味极美” 的新茶封
存起来，并命名“龙坡山子茶” ；而 1000 多年
前，福建人“
炒作” 品牌茶的意识非常强。
陶毂说，闽国“甘露堂前两株茶，鬰茂婆
娑” ，便被宫人炒成“清人树” 。 于是“每春
初，嫔嫱戏摘新芽，堂中设倾筐会” 。
而用“名茶” 作“敲门砖” 去巴结权贵，
古人干得也很绝。 五代时，有人得到福建的茶
膏， 取 “
耐重儿八枚， 胶以金缕， 献于闽王
曦” 。 谁知，闽国荒唐的酒鬼皇帝王曦还没来
得及品尝“缕金耐重儿” 就被人杀了，茶叶也
被内侍偷走转送给了新权贵。 当然，不爱喝茶
的人不仅不给茗面子，还称茶为“冷面草” 。
宋初担任御史的符昭远就是这样的主， 同僚
很难理解这位御史大人为何不喝茶。 岂料符
御史叹曰：“
此物面目冷峻，了无和美之态，真
可谓冷面草也。 饭余嚼佛眼芎， 以甘菊汤送
之，亦可爽神。 ”
当然，古人喝茶并不像现代人那样，抓一
小把茶叶往杯中一仍，开水一冲端起就喝，程
序相当复杂繁琐。 不仅对用水、火候等十分考
究， 且非常注重冲泡过程的艺术化及辅助工
具、材料等。 故而。
古人也喜欢“
晒” 装、煮、喝茶的工具。 不
过， 明代史学家谢肇淛引宋元之际著名学者
马端临《文献通考》“茗有片有散，散者则不
蒸而干之” 推断，“始之南渡之后，茶渐以不
蒸为贵矣” 。 也就是说，南宋以后，类似今天的
绿茶就已出现，人们便开始直接泡茶，茶道也
渐行渐远……
幸好唐宋文人骚客酷爱“晒” 茶，使我们
知道了茶思想提炼、茶文化发展的历程……
赵柒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