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尔兰作家伯明罕年轻时曾
在一所乡村小学做过多年的教
师。那所学校既偏僻又破旧，校舍
是由废弃的农场改造而成的，学生
最多时也没过百，一片没有任何体
育设施的空地是孩子们课间嬉戏
玩耍的乐园。加上伯明罕，学校共
有三名教师，这两名教师因为忍受
不了学校的艰苦和荒凉，相继离开
了学校，只留下伯明罕这唯一的教
师兼校长坚守在学校。

伯明罕有一颗爱孩子的心，
将自己的所学所悟传授给一个个
天真烂漫的学生，是他求之不得
的事情。他吃住都在学校，环境
恶劣，条件艰苦，除了学生，一年
难得见到几个人，这些对他来说
都不算什么，最令他受不了的是，
每年他都得几次徒步40里地到
当地的教育部门送各种报表。有
些报表在他看来纯属浪费时间，
毫无用处。比如有一个报表要求
每个学校每年报送一次校舍的面
积，自从伯明罕来到这个乡村学
校，校舍面积从来就没有过一平
方米的增减。伯明罕有一次负气
地拒送这张表格，没过多久，教育
部门就派人光顾了这所几乎被人

遗忘的学校，警告伯明罕说，如果
再不按时报送他们所要求的各种
报表，他们就将关闭这所学校。
从那以后，伯明罕虽然心中充满
不满，但再也不敢怠慢。

前几年，伯明罕都是如实地
填写那个不变的数字，表格送上
去后就如同石沉大海，再无任何
反应。这一年，伯明罕突发奇
想，决定变化一下数字，他将校
舍面积乘二以后得出的数字填
在了报表上，报上去后仍然没有
得到任何反馈。第二年，他将数
字在上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
倍，仍然是没人理睬。此后数
年，他都如法炮制，一次增加一
倍，不断膨胀的数字丝毫没有引
起教育部门的注意。直到有一
年，伯明罕望着自己填写的数
字，决定计算一下，如果自己的
学校真有这么大面积校舍的话，
那究竟有多大。计算出的结果
令他大吃一惊，他上报的“学校”
太大了，不仅远远大于圣保罗大
教堂，而且远大于爱尔兰的任何
一所学校，甚至还大于剑桥大学
和牛津大学。

伯明罕暗自猜测，校舍面积

不断扩大符合教育官员的要求，
所以虽然没有任何反馈，但也没
人来学校找事。如果将校舍面积
缩小，教育部门会不会派人来查
访呢？伯明罕将大得惊人的校舍
面积缩小了一半报了上去，几个
月过去了，仍然没人理睬。以后
几年，伯明罕都成倍缩小数字，直
到他告别学校，都没有见到教育
官员的影子。

伯明罕最终明白，他所上报
的大大小小的数字，其实根本没
有一个人会哪怕是心不在焉地瞄
上一眼，没有人需要这个数字，他
们需要的只是那张报表，不，他们
连报表也不需要，需要报表的是
流于形式的所谓的条款、规章、规
定或制度。

多年以后，伯明罕在一篇文
章中提到了这段经历，他说：“我
渐渐认识到：条款、规章、规定或
制度并不可恶，可恶的是那些随
意制订并机械而刻板地使用它们
的官员们。这段经历给我的最大
帮助是，它让我实实在在、真真切
切地领悟到了——什么叫形式主
义，什么叫官僚？！”

摘自《读者·原创版》

不久前，在“源流·时代——
以王羲之为中心的历代法书与当
前书法创作”暨“绍兴论坛”上，与
会学者思想交锋，观念碰撞，气氛
活跃，出现颇多值得深思之处。
其中，对“无意义文本”的认知与
理解，及其与当代书法创作的关
系，再次引发广泛讨论。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伴随白
话文兴起、书写工具更替，书法的
创作、展示、功能等发生相应变
化。近年来，书法创作中以表现主
义为核心的视觉呈现与笔墨游戏，
被更多的人接受，一些书家开始崇
尚书写无意义文本，以抒发个体生
命感受，并认为这样的书法作品更
现代，而且也能写出书卷气。

“无意义文本”真的可以成为
当代书法创作素材吗？以其为内
容能够写出有感染力的书法吗？

支持者认为，书法艺术应该具
有独立价值，当代书法的贡献主要体
现在图式的拓展上，应该具备与文本
没有关系的视觉审美价值。简而言

之，书法写什么不重要，关键是怎么
写，强调的是书法的视觉艺术属性。

反对者认为，“无意义文本”书
写，重视视觉呈现，却无视书法创
作规律，是对书法创作的矮化和贬
低。文辞与笔墨割裂的书法作品，
无法识读、只能感受，令观者一头
雾水，更难以从中读出书卷气。

书法艺术与文学、文字学、篆刻
学等密不可分。仅仅强调其视觉属
性，显然失之偏颇。当下，书法创作
中文辞的重要性不仅不应被忽视，
反而应该加强；文辞与笔墨的关系
不仅不应割裂，反而应该和谐统一。

文本是书法的灵魂所系。书法
的书卷气，以及艺术风格等，皆与文
本背后的人文精神息息相关。文本
缺位的书法，是不完整的书法。对
于书法的价值判断，尽管在传统文
化和现代文化中有一定程度的调
整，但其文化根本并没有动摇。书
法艺术一直承担着“载道”的功能。
优秀书法“对于内身而说，足以陶冶
人心，有‘修身’之力；对于社会而

言，则有移风易俗、感化人心之
效”。以《兰亭集序》《祭侄文稿》《黄
州寒食诗帖》等为代表的书法经典，
均是笔墨与文辞交相辉映的产物，
其中蕴含着家国情怀、民族风骨、人
文精神，体现着书家的文化修养与
艺术素养，至今熠熠生辉。

对当代书法创作而言，怎么写
很重要，写什么更重要。书法家马
一浮先生曾为刊刻典籍而鬻书筹
资，却在《蠲戏老人鬻字刻书启》中
明确表示“祠墓碑志、寿序、寿联、市
招，一概不书”。即使身处困境，依
然有所书、有所不书的坚持令人敬
仰。这也说明，所书文本代表着书
法家的人生理想、文化认同、文人
风骨，不可轻视。

无论时代如何发展，都应从历
史的广度、文化的高度理解书法及
其价值。任何片面的理解，都会成
为影响书法发展的认知迷障。辨
清、拨开这些迷障，树立正确艺术
观，才能创作出不负时代的优秀书
法作品。 摘自《人民日报》

文化中国

警惕“无意义文本”书写

乾隆热衷于书画鉴赏，但水平有
限，在书画作品上大量题跋、钤印更
是为后人调侃甚至诟病。甚至还闹
出过《富春山居图》的收藏乌龙事件，
令人啼笑皆非。

热衷书画收藏

晚年自称“十全老人”的乾隆，在
清朝是位战功显赫、治国有方、文韬
武略的皇帝，他还是中国历史上实际
掌权时间最长的皇帝。

乾隆在许多书画名作上一盖就
是七八十个甚至更多印章，把书画作
品上盖得满满当当的，题跋也如同后
世的“弹幕”一样在书画作品上“刷
屏”。这一行为也让不少人觉得“完
全破坏了书画清新雅致的品位”。

这也说明了乾隆是一位“书画
痴”。乾隆十一年（1746），乾隆帝收
藏到了“书圣”王羲之的《快雪时晴
帖》，还有王羲之之子王献之的《中秋
帖》以及出身琅邪王氏的王珣的《伯
远帖》。乾隆开心得不得了，特辟养
心殿西暖阁为“三希堂”，用来放这三
件稀世珍宝，亲自题写匾额并撰《三
希堂记》。乾隆帝对这三件宝贝高度
评价，称它们是“希代墨宝之冠”，不
仅在上面大量题跋，而且心摹手追，
曾言“合临不下数十本”。

细细欣赏、反复临摹之余，乾隆
还在书法上写上跋文，指责前人在王
羲之真迹上题字，惋惜地表示这些题
字破坏了《快雪时晴帖》的意境。此
外，乾隆还喜欢在艺术品上盖章。据
《乾隆宝薮》记，乾隆有印章1000多
方，常用的就有500方，就像当下的
女同胞喜欢收集不同色号的口红一
样，任谁都阻止不了他对印章的狂
热。当然，在一些人看来，乾隆这些
加盖印章的行为其实也算是文人生
活的一部分，它为古代书画的流传有
序作出了贡献，还为古代文物提供了
附加值。

两幅《富春山居图》

书画鉴赏其实需要很深的功力，
在这方面乾隆确实算不得专业。不
懂鉴赏的乾隆，免不了错把收藏的伪
作当真迹，大臣们一同鉴赏时，看皇
帝那么喜爱，哪怕看出了伪作的端倪
也不敢道出一二。乾隆去世后，他收
藏的许多所谓真迹被证明是赝品。
其中最让人大跌眼镜的就是《富春山
居图》乌龙事件。

《富春山居图》是元代画家黄公
望1350年创作的纸本水墨画，是中
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乾隆对《富
春山居图》的喜爱程度从满卷的题
字就看得出来。画卷上的空白处几
乎都被他写满了，这让乾隆创下了
中国历史上同一人在同一画中题跋
最多的纪录。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这幅乾隆题
满了诗词的《富春山居图》竟然是个
高仿。这幅《富春山居图》本是明代
文人为了学习《富春山居图》而一比
一临摹的作品，跟原作几乎是同一个

模子刻出来的。但后人为牟利，将临
摹者的题款去掉，伪造了黄公望题
款，伪造的题款上说：“子明隐君将归
钱塘，需画山居景，图此赠别。大痴
道人公望。”意思是黄公望的好朋友
子明将要回到钱塘了，子明想要画一
幅山居的风景图，黄公望就把这幅
《富春山居图》在子明离别之时，作为
礼物送给了子明，这幅作品便被后世
人称为《富春山居图》子明卷。

乾隆对这幅画的真伪也起过一
次疑心，但并不是来自于他对作品的
品鉴，而是来自于一本书对《富春山
居图》的记载，乾隆发现书中的描述
和自己所收藏的这幅《富春山居图》
有些出入：

有一天，乾隆在处理公务之余翻
看《沈德潜诗文集》，发现沈德潜记录
了一次自己看到《富春山居图》时的
惊喜感受，还有对富春山居图的精细
描写，甚至还写下了《富春山居图》上
所有的名人题跋。乾隆再次拿出自
己手中的子明卷对比欣赏，这一对比
乾隆便发现了个大秘密，他发现自己
手中子明卷的题跋竟然跟《沈德潜诗
文集》中所记录的不一样。

乾隆有没有意识到自己收藏了
假画呢？不，自信的乾隆爷怎么可能
认为自己错了呢。

于是，乾隆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
论：这两幅《富春山居图》的确不一
样，但这两幅都是真的，只不过是黄
公望为富春山居主题创作的两幅作
品罢了。乾隆还给这两幅图各自取
了个名字，以示区别：一幅叫《富春》，
一幅叫《山居》，加起来就成了《富春
山居图》——“画痴”丝毫没怀疑过自
己的品鉴能力。

真与伪

“书画痴”乾隆当然要把两幅《富
春山居图》凑齐，于是他命人去打探
沈德潜所描述的这幅画的下落，得知
其被清代著名鉴藏家安岐收藏了。
安岐祖上几代都为盐商，家资巨富，
故而安岐本人自幼饱读诗书，喜爱鉴
藏书画古董名作。

按说皇帝想要某幅作品也得旁
敲侧击地找原藏家商量，但还没等乾
隆爷张口，安岐家道中落，让他不得
不把家中收藏的很多古书画拿给书
画圈的达官显贵们品鉴。安岐接触
到了乾隆的宠臣富察·傅恒，富察·傅
恒自己并不喜欢书画，但他知道乾隆
喜欢，就用书画顺势讨好皇帝，把这
些作品给了乾隆。

可好笑的是，尽管乾隆将真伪
《富春山居图》对比着看，但还是觉得
伪作比真迹好，他继续在伪作上不断
写着题跋，甚至每看一次都要用流水
账一样的诗词在画面上感叹一番。
乾隆至死不知他爱错了，之后很久才
被人称“徐半尺”的徐邦达先生分辨
出真伪。不幸中的万幸，恰恰是乾隆
误把赝品当真品，才让真迹免于沦为
乾隆“流水账日记本”的命运，真是让
人啼笑皆非。

摘自《北京晚报》

名流故事

乾隆是位“书画痴人”前不久，以“守正创新，激发视听新活
力”为主题的第七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在
四川成都举办。网络视听节目如何守正
创新？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电影家协会副
主席尹鸿给出阐释：“主流价值可以被归
纳为向上、向善、向美、向前4个方面。网
络视听节目是否能够参与到推动社会前
进、发展、进步的过程当中，是一个重要的
考量。”
小成本、大情怀、正能量的特点凸显

近年来，在“小成本、大情怀、正能量”
的创作原则指导下，口碑与影响力兼具的
网络视听作品迭出。其中，《奇遇人生》《考
不好没关系》两部作品凭借其创新性与真
实性脱颖而出，成为2019年网络视听优秀
作品的代表之作。

在“2019网络视听优秀作品深度复盘
品鉴会”上，多位主创与专家学者共同分享
了这些高评分、高口碑作品的诞生过程。
作为国内首档原创观察答题节目，《考不好
没关系》每期有21组不同职业、不同收入
水平、不同地域文化的素人家庭参与其中，
通过主持人的现场催化，呈现12期不一样

的精彩内容，引发观众对于各种社会话题
的讨论，深度聚焦亲子关系与教育理念。

“通往成功的路径有很多，绝不只有考试。
《考不好没关系》这档节目给人的启发是多
元的，教育最终的目的并不是分数，而是教
导每一个孩子要真正成为有用的人。因
此，这档节目看似是一个娱乐节目，却展现
了深层次的价值和意义。”中国电视纪录片
学会副会长夏蒙说道。

无论是对真实感的追求，还是对创新
的深耕，优秀的网络视听作品都努力尝试
在新的语态下“守正创新”，力求激发作品
的新活力，从而成为弘扬主流价值观的新
力量。

网生纪录片成为产业新动能
2018年，新媒体纪录片生产投入占纪

录片市场整体的 23.9%，市场份额占
18.9%。这个比例在 2017年是 15.2%和
11.0% ；在 2013 年 前 仅 仅 是 3.5% 和
2.6%。短短5年，新媒体纪录片的发展呈
几何级数增长。

本届网络视听大会上发布的《2019
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指出，“网络

纪录片吸引年轻受众，成为中国纪录片产
业的新动能”。为此，中国网络视听节目
服务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周结解读说：

“2018年，各大综合视频平台加大纪实内
容开发与投入，网络自制纪录片产量迅速
提升，在影响力上已经成为可与电视节目
比肩的重要一极，甚至在吸引年轻受众方
面占据绝对优势，带动纪录片产业整体发
展向好。”

此外，互联网纪录片的高速发展不仅
意味着传播渠道的变化，同时也意味着生
产加工方式、用户接受习惯和行为模式的
变更。在这种环境下，纪录片搭乘新媒体
平台的航船，展现出更加广阔而全新的传
播方式和样态，而真正的新动能，也还在不
断释放；真正的优质内容与弘扬主流价值
观的作品，正在互联网平台悄然兴起。
歌颂祖国和关注民生的佳作缤纷呈现

今年恰逢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第七
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很多议程都与此紧
密结合。

与主题论坛同期举办的“2019中国网
络视听创新展”以“壮丽 70年 奋斗新时

代”为主题，通过展览网络视听领域的优秀
视听内容、创新集成平台和智能化技术产
品等方面的成就，全面展示我国网络视听
行业的发展成果，以崭新姿态迎接新中国
成立70周年。与此同时，大会专门设置了

“网络视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宣传活动——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节目
征集活动启动仪式”。腾讯视频组织了“走
进壮阔新时代——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腾讯视频精品节目观影会”，精选了包括
电视剧、综艺、电影、纪录片等在内的多个
领域的优秀代表作，全方位地反映新中国
成立70周年的壮阔历史。

当前我国网络视听产业的发展已经
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与此同时，网络视
听作为舆论宣传的阵地、经济发展的动
能，对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国际交流的促
进与合作等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
何坚持创作领域的“内容为王”是值得创
作者思考的问题。“内容为王”不是口号，
只有与时代同频共振，讲好中国故事，才
能谱写出新时代的壮丽篇章。

摘自《光明日报》

养生汇

小心“白色高血压”
如果一个人的脸色显得过于苍白，人们首先想到的是

他是否患了贫血，而不会想到这种脸色与高血压有关。其
实，在高血压家族中，有一种与贫血有关的特殊高血压，称
为“白色高血压”。

高血压是由于血液在动脉血管内的压力增高造成的，
而贫血是各种原因引起的血液中红细胞相对减少的疾病。
高血压患者会患贫血，贫血的人也可能患高血压。

对于高血压患者而言，“白色高血压”通常是肾血管
性和肾性高血压的特征。高血压患者的心、脑、肾等器
官常常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肾功能受损会使肾脏产
生的促红细胞生成素减少，从而导致贫血，发生“白色高
血压”。

“白色高血压”一般较易发现，患者不但面色苍白，眼
睑和指甲也常是苍白无光泽的。这种疾病通常有一个发
展的过程，轻者多无明显症状，有的人偶尔会出现头晕、耳
鸣、失眠、健忘、食欲减退；严重的会表现出浮肿、毛发干枯
等症状。 摘自《江南保健报》

滴水藏海

无人需要的数字

网络视听节目成传播主流价值新力量

李步云：六点准时打鸣的“金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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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部受外伤不可掉以轻心

人脸识别让寻亲不再大海捞针

生活新知

很多人不慎摔倒时头着地，观察发现没外伤、没出血，
也不头疼、不恶心，就以为没事儿了。然而近日，笔者就连
续为两例因脑外伤导致脑出血的患者做了手术。

75岁的吴大爷头部受了外伤，当时头部不痛，活动自
如，没引起重视。吴大爷喜欢跳舞，每天都会去跳一会儿。
脑外伤一周后，他照常出门跳舞。没想到，他在一次跳舞

“摇头”后，突然发生喷射样呕吐，随后意识混乱，连家人都
不认识了。吴大爷被紧急送往医院，经头颅CT检查发现，
右额颞顶枕大面积硬膜下血肿，脑组织受到压迫。医生为
他实施了右侧额颞顶开颅硬膜下血肿清除术。术中可见硬
膜下120毫升黑褐色血凝块。医生清除血凝块后，可见脑
表面的一条小动脉喷血，予以电凝止血，手术顺利完成。手
术后，吴大爷恢复很好。

24岁的小杨前一阵开车时不小心造成头部外伤。当
时，他只有耳朵上方的皮肤稍有挫伤，其余一切正常，因此
没有重视。两天后，小杨开始出现头部不适、语言不清、头
部晃动等症状，并伴有右侧肢体抖动，持续大约1分钟，5分
钟后恢复意识。一天之内，他就发作了3次。脑外伤一周
后，小杨的症状更为严重，急诊来到我院。术前诊断小杨为
蛛网膜囊肿，脑外伤引发症状性癫痫。医生为他实施了左
侧颞部切口钻孔穿刺外引流术，引出淡黄色液体150毫升，
小杨恢复良好。术后待他血糖等指标控制达标后，再行囊
肿切除手术，彻底解决病灶。

由此可见，脑外伤症状有时不容易表现出来，因为大脑
颅骨非常坚硬，它掩盖了内部的出血等病情。如果等到患
者抽搐、呕吐才重视病情，很可能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
机。所以，头部受伤或者头部受到撞击的人，一定要到医院
检查。

脑外伤后即使首次CT检查正常，也不能掉以轻心，如
果出现嗜睡、头晕、精神状态不好等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
随时复查CT。这是因为脑外伤患者延迟脑出血的情况也
不少，特别是老年人及儿童发生较多。有的伤后3～4个小
时出现症状，有的则是 10～15天才发病，因此千万别大
意。 摘自《健康报》

糖尿病不只是“吃出来的”
很多人说：“糖尿病是吃的热量太高了，超过身体消

耗，才得上的。”“糖尿病是吃出来的”论调似乎已成共识。
但最新研究表明，青少年如果夜间睡眠不足8小时，更有可
能出现上腹部脂肪堆积和胰岛素敏感性的下降，进而导致
2型糖尿病。

该研究纳入了2011～2014年间615名 10～19岁的
青少年。研究人员测定了参与者身高、体重、血压和其他
指标。通过参与者的自我报告方式，获取每晚睡眠时间等
相关信息。

研究结果显示，参与者平均每晚睡眠时间为 7.9小
时。有257名参与者平均每晚睡眠时间少于8小时，相比
睡眠时间更长的人群，他们的年龄稍大、体重更重、腰围和
颈围更大。此外，每晚睡眠时间少的人群，其胰岛素敏感
性更低，特别是长时间的每晚少睡两小时的人，罹患糖尿
病的风险就要增加。

不同年龄、性别和性成熟阶段人群，所需睡眠时间不一
样，对于正处于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和年轻人，为了避免未
来糖尿病的发生，每天需要有 9～10 小时的睡眠。

摘自《中国家庭报》

回首学术研究的这些年，法学
家李步云自认为主要办了两件大
事：最早提出依法治国、最早提出
保障人权。如今，“法治”和“人权”
都已被写进宪法。

在治学上，李步云觉得重在掌
握分寸，认为不能保守但也不能太
激进，要在适当的时候说适当的
话。

李步云70岁生日时，他的一个
学生做了一个“金鸡打鸣”的比喻，

“公鸡早上要是5点打鸣就太早了，
吵得主人睡不好觉，7点打鸣天已
经大亮，没作用，最好是6点准时打
鸣。”那位学生说李步云就是能在 6
点准时打鸣的“金鸡”，李步云对这
个说法很满意。

1979年 9月，李步云与人合写
了《论以法治国》，这篇文章是改革
开放之后，首次有人提出应实行

“以法治国”的方针。
从首提“以法治国”，到1999年

“法治”成为共识写进宪法，李步云
为此奔走呼喊了 20年。“文章写得
多的时候，一个月发表了10篇”，由
于“李步云”3个字出现太频繁，《人
民日报》专门给他起了个笔名。
1999年修宪时，“依法治国”正式写
进宪法。

2004 年，再一次修宪时，时任
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主持召开专
家座谈会，李步云又建议将保障人
权写进宪法，引发了会场上的争
论，不过最后“人权”还是写进了宪
法。

经常成为各级领导座上宾的
李步云，喜欢将自己遇到的“不平
事”向上反映。2018 年 1 月，他就

让浙江省高院“认了错”。
事情是其当律师的同学曹铮

遇到的，2016 年初，曹铮代理了温
州一起寄血鉴定胎儿性别案件，他
发现当地警方对参与运输血液至
境外鉴定的人员采取了刑事拘留，
其后检方以“非法行医罪”提起公
诉，依据是浙江省高院于2012年制
定的《关于部分罪名定罪量刑情节
及数额标准的意见》。

在过去，进行胎儿性别鉴定
只是涉嫌行政违法，并非刑事犯
罪。浙江省高院的文件显然扩大
了非法行医罪的适用范围，曹铮
将此事告知了李步云。李步云曾
参与起草了 2009 年的立法法修
订工作，他清晰地记得，只有两高
才有权作出司法解释，浙江高院
的这一做法直接违反了《立法法》
的规定。

2018年 1月，李步云给全国人
大常委会的领导写信，对此提出审
查建议。当年 7月，全国人大常委
会法工委法规备案审查室给李步
云复函，浙江高院“承认了错误”，
表示那份文件属于应该清理的带
有司法解释性质的文件，将商同省
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停止执行相
关条款。

2013 年，李步云设立了“李步
云法学奖”。第六届“李步云法学
奖”的国内获奖者是香港大学教授
陈弘毅，2018 年 12 月的颁奖典礼
上，陈弘毅说：“李步云教授是我最
尊敬的一位中国法学家，他在我国
法学界的立德、立功、立言，为我作
为 晚 辈 树 立 了 最 佳 的 榜 样 。”

摘自《南方周末》

仅凭一张婴幼儿时期的照
片，能否找到被拐长达十年的儿
童？目前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各
个领域，其在寻找走失儿童等公
益场景中也开始担起重任。

近日，广州市慈善会、佳都科
技等共同启动了“人工智能+慈
善”战略合作，创建运用人工智能
技术的寻亲平台——“AI回佳”平
台。此次打造的平台既能进行人
脸识别，提高寻人效率，也能模拟
人脸成长变化。

“平台采用了多算法融合引
擎，通过多算法同时对同一张照片
进行多维度识别，能大大提升识别
准确率。”佳都科技副总裁刘斌介
绍，平台具备人脸识别和人脸模拟

算法两大核心技术。前者识别率
高达99.9%，每秒十万次的人脸比
对，如在海量寻亲数据中运用将大
大节省人力成本，提高寻人效率；
后者则利用AI算法模拟人脸的成
长变化，帮助那些失踪多年的家庭
生成小孩成年后的照片，从而帮助
他们能够更有效地寻亲。

“AI回佳”平台包括网站、微
信公众号和微信小程序端口，包括

“随手拍”和“找家人”两大模块。
见到身边有疑似被拐儿童或乞讨
儿童，热心市民可拍下照片，上传
到“随手拍”页面，帮助孩子寻亲。
寻找小孩的父母可将照片传至“找
家人”页面。上传到平台上的所有
照片，在系统中只生成数字特征

码，不会保留原图，且上传的照片
仅开放给匹配相符的寻亲家庭看
见，信息安全可以得到保障。

实际上，“AI回佳”平台并非个
例。已经有不少互联网公司把人
工智能技术运用到打拐寻人方面，
启动了寻亲项目。如腾讯的优图
人脸识别技术，已在福建省帮助警
方找回走失人员 1091名；今日头
条成立“头条寻人”项目组；阿里巴
巴与公安部合作建立儿童失踪信
息紧急发布平台，上线“团圆”项
目。今年 5月，中央电视台《等着
我》栏目报道了腾讯优图实验室借
力AI，助力警方找回7名被拐超过
10年的儿童，让7个家庭破镜重圆。

摘自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