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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延嵩

很多人了解历史上的狄仁杰是通过影视作
品，一代神探宰相，给人最深的印象可能就是断
案如神。有史料记载，狄仁杰担任大理寺丞期
间，曾一年审理17000余人，无一人伸冤，可见
经他办成的铁案无懈可击。作为一代政治家，
狄仁杰不但在司法上建树独到，还在直言敢谏、
举贤荐能等多方面享有美誉。他为皇权由武周
回归李唐作出了重要贡献，是在“夹缝”中行走，
却受两朝皇帝敬重的股肱之臣。

由唐隐所著《大唐悬疑录：最后的狄仁杰》，
讲述致仕返乡的狄仁杰在短短数日内便被卷入

种种事端，蓝玉观涉险，恨英山庄命案，儿子成
为嫌犯，包藏祸心的惊天图谋……这其中涉及
到狄相与皇帝、至亲、爱将等错综复杂的感情纠
葛，是智力与情感两方面的严峻考验。面对艰
难抉择，一代名相秉公心行大道，最终将肇事元
凶绳之以法，彰显了神探宰相的睿智英明。

该部小说从一开始就悬念丛生，那个饥不
择食被噎而死的哑人到底是谁？热泉涌动的破
旧道观为何在那般隐蔽处？如鬼魅般哭泣的孩
子声音到底来自何方？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
和神探一起去抽丝剥茧，探寻案件的蛛丝马
迹。这部小说，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人物的形象：
狄仁杰刚直不阿，一心为公。阴谋者想利用他
的舔犊情深逼其就范，可却竹篮打水自曝罪

行。袁从英忠贞义胆，武功盖世；狄景晖的口恶
心善，没有城府；武则天的洞若观火，驾驭有术；
陈松涛的阴险狡诈，不择手段；张昌宗的男人女
相，忸怩造作等，都深深映入读者的脑海。小说
在案情中交织复杂的感情，让人为之动容。年
近古稀的老人，在公权与亲情下，面对着艰难的
选择；儿子与爱将的不睦，使得自身有可能被孤
立；在离事件越来越近的情况下，皇帝面首的不
忠逐渐显露，作为高明的政治家，如何维护圣上
的颜面？一系列的问题叠加交织，让这位古稀
老者身心倶疲，可他还是凭借着自己的过硬素
质挺了过来，一代雄才魅力无限。从英与狄三
公子，狄三公子与嫣然，从英与韩斌，每一对组
合都有复杂的情感故事，唤起读者的强烈共鸣。

神探宰相的最后传奇

编辑推荐：
《指尖上的中国》讲述了中国作为移动互联

大国整个社会变迁的过程。由马化腾领衔创
作，以腾讯研究院长时间的研究为基础撰写而
成。

本书从智慧生活、产业升级、社会普惠发展
等多个角度，结合诸多独具中国特色的创新业
态和典型案例，向读者揭示了移动互联的崛起、
连接和赋能于中国的方方面面，清晰呈现了指

尖上的中国社会变迁进程，及时代赋予中国一
个发展中大国的历史机遇和宝贵财富。对于海
内外读者读懂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发展路
径，具有切实的指导意义。

作者马化腾，腾讯公司创始人，董事会主席
兼首席执行官，是中国互联网行业的领军人
物。在20年时间里，他所领导的腾讯公司已经
成为全世界的互联网公司之一。腾讯公司的微
信、QQ等社交产品活跃用户数超过10亿，微信

红包、微信支付、共享单车等互联网应用，网络
文学、音乐、游戏动漫等数字文化产品深刻地改
变了中国人的工作、生活、学习和娱乐方式。他
也是国家“互联网+”战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的重要推动者，带领腾讯在推动数字经济与实
体经济的融合方面做了大量的创新和实践。

《指尖上的中国》
作者：马化腾等
出版社：外文出版社

指尖上中国的变迁

书悟

□邵景均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国有企业
党的建设要不要加强，该怎样加强？这是摆在
所有国有企业面前的现实问题，也是事关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盛衰成败的重要问题。于
广云主编《党建的力量》一书，通过剖析“全国
先进基层党组织”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江苏交通控股）党建工作，以生动的案
例、翔实的数据、细致的描述，令人信服地回答
了这些问题。

坚信中国共产党有能力把国有企业管好、
办好，增强党的建设自觉性。这是本书传递的
强烈信息。通过总结国有企业发展的经验教
训，江苏交通控股党委坚定地认为，坚持党的
领导是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是国有企业的

“根”和“魂”，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我

们党能够领导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站起来、
富起来，也一定能够领导国有企业大起来、强
起来。由于对党的领导有了“坚信”，所以，江
苏交通控股在实践中做到了始终坚持党的领
导不动摇，始终坚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
平台的本质定位和核心功能不动摇，为企业发
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实践证明，有了对党的领
导的“坚信”，才有了加强党的建设的“自觉”，
也才有了企业发展的巨大成效。

紧紧围绕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发展力、凝
聚力加强党的建设，把工作做强、做优、做细。
本书以大量事例说明，江苏交通控股坚决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全国国有企业党
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加强国企党建工作
总要求，紧密结合本企业工作实际，创造性地
推进党的建设。一是把党建工作做强，增强企
业竞争力。二是把党建工作做优，提升企业发
展力。三是把党建工作做细，增强企业凝聚

力。党建工作本质是人的工作，目的是最大限
度地把员工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共同实现党
的工作目标。这就要求党建工作必须把基点
放在每个员工身上，在“过细”上下功夫。多年
来，江苏交通控股各级党组织坚持以人为本，
瞄准一线，服务员工，既加强宣传教育，建设
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又重视帮助每一位员
工解决实际问题，真正把工作做到节骨眼儿
上，做到职工心坎儿里。企业围绕职工衣、
食、住、行等细节问题开展工作，“快乐班车”

“家庭厨房”“温馨宿舍”“职工书吧”“心灵驿
站”等一系列服务基层一线的阵地和品牌构
建起来，深受职工群众的欢迎。随着企业的
发展，员工们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更加心
悦诚服地听党的话，尽心竭力地落实党组织
的决策。

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把党
建工作做严，为企业发展提供强大的保障力。党

员是党的建设主体。加强国企党建，基点是依靠
企业的全体党员。这是本书的重要启示。抓
好企业发展，首先要抓好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在公司党委的推动下，全公司各个岗位上
的共产党员开展起“亮身份、比形象；亮素质、
比党性；亮承诺、比作风；亮技能、比干劲；亮业
绩、比奉献”的“五亮五比”活动。在企业发展
中，哪里是最艰苦的前沿岗位、最难管的热点
路段、最危险的现场、最困难的时刻，哪里就有
共产党员冲在前面。江苏交通控股党委清醒
地看到，国企党建必须贯彻全面从严治党的要
求。他们坚持把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抓在手上，支持纪委监督、
执纪、问责，建立党委巡察机制、打造综合监督
保障体系、发挥职工群众监督优势，组成三重
密集交叉的防护网，拓宽监督视野，延伸监督
触角，凝聚监督合力。为干部履职清廉、企业
经营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

新时代国企党建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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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博览群书坚定“四个自信”

新华热书榜

内蒙古书香

读而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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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们从小就被教导“退让”是一

种 美 德 ，做 人 要 善 良 不 计 较 ，但 是
一旦这些付出的关系失去平衡，让
我们一直处于讨好别人，自己却变
得不好的状况里，就会失去自我的
价值感，活得很累。

《心理界限》通过我们日常生活
中常见的有关“心理界限”故事，带
领我们审视人际关系中存在已久的
问 题 ，精 准 、层 次 分 明 地 剖 析 心 理
界限的各种情境，带领我们戒掉不
必要的人际伤害，并以正确的方式
建立自己的心理界限，而不会让你
被他人指责自私，更不会让你失去
重要的人。本书从 4 个人际相处的
智慧提点切入，进行 3 道戒伤害练
习，由内而外，带着你划出“心理界
限 ”，找 回 你 应 得 的 快 乐 生 活 。 因
为 ，这 是 你 的 人 生 ，你 不 该 为 满 足
别人的需求而活。

编辑推荐：
《耗子大爷起晚了》是“京味文学”

代表人物叶广芩推出的首部儿童文学
作品。

本书由点滴小故事串联而起，作
者用非常精练的笔墨、温馨的描述方
式实现了直抵人心的穿透力。写到童
年普遍的属性，写了很多童年成长的
问题，在讲故事的时候自然独到，展示
了作者的叙事智慧，拓展了一个新的
文学面貌。

作品笔力舒展幽默，京腔十足，迷
人的老北京童谣贯穿始终，充满浓浓
的京味人情。童年的本真与乡愁萦于
笔端，同时从孩子的眼睛中也映射出
历史的厚重绵长、北京古都的恢宏大
气。

拿起这本书走进颐和园，相信
你也会伴着耳畔响起——“天长了，
夜短了，耗子大爷起晚了”的老童谣
和他们相遇……

□夏学杰

人工智能的发展，带给人类的不仅仅有便捷
高效，还有惆怅迷茫与忧虑惊恐。惆怅迷茫是因
工作岗位被机器替代了，并且还不知道有什么工
作是人工智能所替代不了的；而忧虑惊恐则是担
心人工智能会不会成为人类的灾难。1993年圣
地亚哥州立大学的数学家弗诺·文奇在论文中写
道：“在未来30年间，我们将有技术手段来创造超
人的智慧。不久后，人类的时代将结束。”《我们最
终的发明：人工智能和人类时代的终结》作者詹姆
斯·巴拉特说：“当比我们更聪明的力量出现在这
星球上的时候，它就将接管地球。”

与这些论调不同的是，还有些人是持乐观态
度的。美国计算机科学家阿米尔·侯赛因就是其
中一位。他在《终极智能》一书中表示：“即使未来
没有人工智能，我们的处境也不见得会更安全。
我们无法阻止科技的进步，只能希望它被用于好
的方面。”“当我的工程师和科学家同行们在呼吁
禁止人工智能的研究时，他们正在延缓人类从痛
苦和苦难中解放的速度，并且妨碍了我们的世界
变得更公平和更公正的进程。”

在《终极智能》一书中，作者探讨了“反人工智
能运动”如何威胁到了人类开发急需的技术，而此

类技术可以解决21世纪最复杂的问题。并解释了
为何限制人工智能或采取限量监管措施将对我们
的文明造成巨大的破坏。作者还讨论了狭义人工
智能如何获得感知能力，进而发展为广义人工智
能，预见了感知机器与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他认
为，一些人类决策者所推崇的狭义人工智能会在物
联网领域发挥作用，帮助我们解决医疗和制药、安
保、战争、建筑以及城市规划方面的问题。我们将
慢慢地、不可避免地进入一个周围的机器具有智
能、具有感知、最终具有目的的世界，而不是突然有
一天早上醒来发现广义人工智能已经到来。

未来，人类社会绝大多数工作，都将由人工智
能完成。那人类该何去何从呢？作者引导读者去
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我们为什么有价值？我们能
创造出什么？如何在到处都是感知机器的世界里
生存？人类将创造出智能的造物，这一想法本身
就令人战栗，但如果作为人类，我们的隐藏角色就
是那个造物主呢？

150年前，70%的美国人都在从事与食品生
产相关的工作。今天，这一比例下降到2%。在现
代化和目前的后现代化过程中，我们的工作与对
我们生存至关重要的商品和服务生产渐行渐远。
很显然，人工智能使人们不得不去重新思考：生存
的方式以及活着的目标和意义。作者认为：“对于
我们的终极追求——生活目标，我建议大家利用

我们的合作技能去创造新的故事。想象一个生存
意义与传统工作分离的世界吧。”

作者关于阻止不了人工智能发展的判断是
中肯的，正如他所言：科技一旦被释放就不可能
再回到“瓶子”中。但是对于他的全然乐观态
度，也不能全部认同。本书指出，历史上，每一
项具有时代意义的技术进步在带来机器自动化
的同时，都会引起我们情绪上的大起大落。比
如两个多世纪前，蒸汽机的发明使社会陷入了
混乱。但是蒸汽机可以跟人工智能相比吗？这
是值得商榷的。至少这样的类比，不足以说明
问题。一旦创造出超过人的智力的机器人，那
将是颠覆性的破坏。几乎所有的观念和原则都
将被颠覆。库兹韦尔曾言：它会“撕裂历史的结
构”。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都将会出现改变，那
将是以如今人们的见识无法理解的未来。正如
默里·沙纳汉在《技术奇点》一书中所言：“今天
被我们当作理所当然的一切（经济、政府、法律、
国家）会改变形态，人类最根本的价值观（生命
的尊严、对幸福追求、选择的自由）也会被淘
汰。我们对人类之所以为人的理解（人性、生
存、意识、社会秩序）提出疑问，不是通过漫无边
际的哲学思考，而是由真实存在的环境所推
动。”如此全新的社会，以如今人类的视野岂能
理解得了。未来，谁又能说得清楚呢？

人工智能乐观者说

□张文

胡国栋3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绝牲》，荣膺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五个一”工程奖，可谓
草原上又一部思想深刻、艺术精湛的力作。

本书紧扣时代脉搏，弘扬了主旋律，充满正能
量，富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
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
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现
出来。本书就是一部反映和痛述人类灭绝生灵、
破坏生态的文学作品，通过典型的文学艺术形象
反映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作者站在一个独特的视

角，痛述了走西口的先辈们在其入居草原上血泪求
生的艰辛历程，审视了一幕幕人性与兽性交织互动
之情景，并呐喊出一声声悲生悯生的忏悔。小说的
主旨是呼吁全社会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生态环境，
从而构建人和动物和谐相处的生态环境。几千年
的文明史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人和动物共同生
活在青山绿水的地球上，共同分享大自然的恩赐，
人和动物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动物在帮助人类
改造自然、推动社会前进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
进入近代以来，人类为追求金钱，大肆破坏生态环
境，破坏动物的生存环境，并大肆捕杀动物，使大
量珍奇动物遭受灭顶之灾。作者紧扣时代脉搏，
以文学作品艺术形象向社会发出保护野生动物的
吶喊，喊出人们保护生态环境的心声。

小说典型性、深刻性相统一。小说中的主人
公拴绊是个典型的杀星，作者将其打造成为一个

山野村夫、猎技高超的猎人。他利用高超的猎
技猎杀各种珍奇动物，制造出一场场生态灾
难。在作者笔下，拴绊这个人物既残忍，又嗜
杀，甚至丧失了某种人性。但此人又有其矛盾
的一面，他对自己在襁褓中被设置了的拴绊人
生充满无奈。小说中拴绊所作所为是努力挣脱
拴绊人生而作出的种种反抗之举。从他砸枪绝
猎、拒食荤食那一刻起，又展示其原本善良、正
直的本来面目。

小说中，作者将拴绊这个典型人物刻画得
活灵活现，有血有肉有情，是一个在典型环境中
生活的典型人物。同时，作者站在另一个独特
视角，通过一场场触目惊心的杀戮，吶喊出一声
声忏悔之音，反思人类如何将那风吹草低见牛
羊的动物乐园，一步步摧残成满目荒凉、穹锁沙
尘的悲惨历史，发人深省，耐人寻味。

呐喊全社会保护野生动物

本书讲述了中
国作为移动互联大
国整个社会变迁的
过程，对于读者读懂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
中国发展路径，具有
切实的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