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激情燃烧的三线岁月
■陈华文

上世纪 60年代至 70年代末期，在西北、西
南广大地区进行的三线建设，对当下年轻一代而
言，不免有几分神秘色彩。读长篇报告文学《热血
在燃烧：大三线峥嵘岁月》后不难发现，三线建设
其实并不神秘，那是一代人的豪情和干劲、青春
和热血，他们谱写了一曲壮美的时代乐章。

本书中，作者对于三线建设并没有无节制地
铺陈开来，毕竟三线建设牵涉到的地域多、领域
广、时间长。她采取以点带面的方式，聚焦于上世
纪 60年代贵州六盘水三线建设，从一代人的青
春、一座城市的诞生、一个国家的成长的角度，揭
开尘封已久的历史，通过一个个感人的故事，全面
展现三线建设那段峥嵘岁月，以及广大三线建设
者感人的奋斗历程和他们的青春轨迹。

涉及三线建设主题的长篇报告文学，目前
在国内并不多见，这部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填补
了这一题材的空白。所谓三线建设，是针对我
国地理区域而言的。三线地区分为两大片：一
是云、贵、川三省以及湘西、鄂西地区的西南地
区，二是陕、甘、宁、青四省区以及豫西、晋西地

区的西北地区。
上世纪 60 年代，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国内

很多国防工业、工矿企业集中在沿海和东北地
区，从国防布局、经济建设等各个维度看，东西
部地区发展不均衡，制约了国家建设和发展。

1964年，三线建设拉开序幕。书中写道，当时
各有关部门迅速展开西南、西北三线建设的具体
部署，其方针是“大分散、小集中”“依山傍水扎大
营”。三线建设规模之大、投入之多、动员之广、行
动之快、人们积极性之高都是空前的，在“好人好
马上三线”的号召下，全国数以百万计的建设者
们，不讲条件、不计得失，从四面八方会集三线。

据统计，从外地迁入三线企业的建设者
（不含家属）多达 400 万人。1964—1978 年，三
线地区建起 1100 多家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
单位和大专院校，建成 10 条 8000 公里的铁路
干线。各种企业和工厂，陆续在西南、西北的深
山当中建成。

与此同时，涌现出一批特色新兴城市，除了
本书中讲到的煤都六盘水，还有钢城攀枝花、汽

车城十堰等等。可以这么讲，三线建设举全国之
力，这种力度和速度，在世界上也不多见。

参加过三线建设的人们，现在多数年过七旬
了，回想起参加三线建设的岁月，他们都感慨万
千。我是三线建设者的后代，家父曾经参加三线
建设工程襄渝铁路的修建，每当提及这段往事，
我就倍感自豪。我曾经也想写写三线建设者的故
事，可惜几次都中途搁浅。

鹤蜚和我一样，也有感于这段历史。2018
年，她在六盘水水城县文艺扶贫时，发现了三线
建设这个题材，就瞄准这个主题。

自 2019年 7月起，她多次专程到六盘水采
访。先后到六盘水的钟山区、六枝特区等地深入
生活，又到贵阳、清镇、盘州、遵义、六枝等地寻访
“三线老人”，深入到三线建设者曾经工作过的地
方进行调研，先后采访近百名三线建设者和三线
后代等相关人员，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创作完
成了这部 30多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

地质勘探工作者是三线建设的先遣队，无论
是修路架桥、选址盖房还是开发矿藏资源，都离

不开地质勘探。对于三线建设时期在贵州六盘水
地区的地质工作者，本书拿出相当的篇幅书写他
们的事迹。

那时地质勘探条件艰苦，书中提到，除了
经验丰富的地质工作者加入到勘探队伍中，那
些地学类专业毕业的青年学生们也加入其中。
在条件艰苦的野外，他们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
罪，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他们没有抱怨，也没
有打退堂鼓。

当时的三线建设者们，在六盘水用“不想爹
不想妈，不出煤不回家”的气概，用“献了青春献
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精神，累积为共和国贡
献了 13亿吨煤、4600 亿度电、5900 万吨钢材和
近亿万吨水泥。

对于三线建设的意义，社会学家费孝通曾
说，三线建设使西南荒塞地区整整进步五十年。

三线建设的年代虽然远去，但是其留下的
奉献祖国、艰苦创业、团结协作、开拓创新的精
神品质，无论现在还是未来，都是一笔宝贵的
精神财富。

《热血在燃烧：大三线
峥嵘岁月》，鹤蜚著，北京十
月文艺出版社 2021 年 5
月出版，定价：48元

《科学之路：人，机器
与未来》，[法] 杨立昆著，
李皓、马跃译，中信出版
社 2021年 8月出版，定
价：88元

杨立昆是当今世界顶尖的人工智能专家，
为他的新书作序，颇具挑战性。好在众多专家
已在人工智能领域探索了近 70年，本文希望
通过反思已走过路径的合理性及局限性，探索
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方向。

一

就像人可以分为精神和肉体两个层次，机
器智能也可以分为载体（具有特定结构的机
器）和智能（作为一种现象的功能）两个层次，
两个层次同样重要。因此，我偏好用机器智能
这个概念替代人工智能。

与机器智能相比，人工智能这个概念的重
心在智能。“人工”二字高高在上的特权感主导
了人工智能研究的前半叶，集中体现为符号主
义。符号主义主张（由人）将智能形式化为符
号、知识、规则和算法，认为符号是智能的基本
元素，智能是符号的表征和运算过程。

符号主义的思想起源是数理逻辑、心理学
和认知科学，并随着计算机的发明而步入实
践。符号主义有过辉煌，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智能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纸上得来终觉
浅”：人类抽象出的符号，源头是身体对物理世
界的感知，人类能够通过符号进行交流，是因
为人类拥有类似的身体。

计算机只处理符号，就不可能有类人感知
和类人智能，人类可意会而不能言传的“潜智
能”，不必或不能形式化为符号，更是计算机不
能触及的。要实现类人乃至超人智能，就不能
仅仅依靠计算机。

与符号主义自顶向下的路线针锋相对
的是连接主义。连接主义采取自底向上的路
线，强调智能活动是由大量简单单元通过复
杂连接后并行运行的结果，基本思想是，既
然生物智能是由神经网络产生的，那就通过
人工方式构造神经网络，再训练人工神经网
络产生智能。

人工神经网络研究在现代计算机发明
之前就开始了，1943年，沃伦·麦卡洛克和沃
尔特·皮茨提出的 M-P 神经元模型沿用至
今。连接主义的困难在于，它并不知道什么
样的网络能够产生预期智能，因此大量探索
归于失败。

20 世纪 80 年代神经网络曾经兴盛一
时，掀起本轮人工智能浪潮的深度神经网络
只是少见的成功个案，不过这也是技术探索
的常态。

人工智能的第三条路线是行为主义，又
称进化主义，思想来源是进化论和控制论。
生物智能是自然进化的产物，生物通过与环
境以及其他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发展出越
来越强的智能，人工智能也可以沿这个途径
发展。

这个学派在 20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
兴起，近年来颇受瞩目的波士顿动力公司的机
器狗和机器人就是这个学派的代表作。行为主
义的一个分支方向是具身智能，强调身体对智
能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性。行为主义遇到的困难
和连接主义类似，那就是什么样的智能主体才
是“可塑之才”。

二

机器学习从 20世纪 80年代中期开始引
领人工智能发展潮流，本书给出了很通俗的定
义：学习就是逐步减少系统误差的过程，机器
学习就是机器进行尝试、犯错以及自我调整等
操作。机器学习对人工智能最重要的贡献是把
研究重心从人工赋予机器智能转移到机器自
行习得智能。近年来，最成功的机器学习方法
是深度学习和强化学习。

深度学习是连接主义和机器学习相结合
的产物，最大的贡献是找到了一种在多层神经
网络上进行机器学习的方法，本书作者杨立昆
和约书亚·本吉奥、杰弗里·辛顿因此获得
2018年度图灵奖。

深度学习首先回答了什么样的神经网络

可以训练出智能，包括多层神经网络和卷积神
经网络，也回答了训练（学习）方法问题，包括
受限玻尔兹曼机模型、反向传播算法、自编码
模型等。深度学习对连接主义的重大意义是给
出了一条训练智能的可行途径，对机器学习的
重大意义则是给出了一个凝聚学习成效的可
塑载体。

强化学习的思想和行为主义一脉相承，可
追溯到 1911年行为心理学的效用法则：给定
情境下，得到奖励的行为会被强化，而受到惩
罚的行为会被弱化，这就是强化学习的核心机
制———试错。1989年，沃特金斯提出 Q学习，
证明了强化学习的收敛性。

2013年，谷歌子公司 DeepMind将 Q学
习和深度神经网络相结合，取得 AlphaGo、Al-
phaZero（阿尔法元）和 AlphaStar等重大突破。
最近，DeepMind更是强调，只需要强化学习，
就能实现通用人工智能。

与 DeepMind极力推崇强化学习不同，杨
立昆认为强化学习不过是锦上添花，传统监督
学习标注成本高，泛化能力有限，也只是点缀，
自监督学习才是机器学习的未来。

自监督学习是通过观察发现世界内在结
构的过程，是人类（以及动物）最主要的学习
形式，是“智力的本质”，这就是本书第九章
的核心观点。最近，杨立昆和另外两位图灵
奖获得者发表的论文
（《面向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中，也重点谈
了这个观点。

有了三位图灵奖获得者的大力倡导，相信
自监督学习将会掀起一波新的研究浪潮，但我
不认为这就是“智力的本质”。根本原因在于，
这只是从机器学习层次看问题，或者更一般地
说，是从功能层次看问题。我认为，学习方法
（功能）固然重要，从事学习的机器（结构）同样
重要，甚至更重要，因为结构决定功能。正如我
开始时强调过的，永远不要忘记作为智能载体
的机器。

三

杨立昆在第九章开篇提到了法国航空先
驱克莱芒·阿代尔，他比莱特兄弟早 13年造出
了能飞起来的载人机器。杨立昆从这位先驱身

上看到的主要是教训：“我们尝试复制生物学
机制的前提是理解自然机制的本质，因为在不
了解生物学原理的情况下进行复制必然导致
惨败。”

他的立场也很清楚：“我认为，我们必须探
究智能和学习的基础原理，不管这些原理是以
生物学的形式还是以电子的形式存在。正如空
气动力学解释了飞机、鸟类、蝙蝠和昆虫的飞
行原理，热力学解释了热机和生化过程中的能
量转换一样，智能理论也必须考虑到各种形式
的智能。”

我的看法和他不同，我认为克莱芒·阿代
尔（和莱特兄弟）不仅没有“惨败”，而且取得了
伟大的成功。

原因很简单：克莱芒·阿代尔 1890 年和
莱特兄弟 1903 年分别发明飞机，而空气动
力学是 1939—1946 年才建立起来的。两次
世界大战中发挥重大作用的飞机，主要贡献
来自克莱芒·阿代尔和莱特兄弟的工程实
践，而不是空气动力学理论的贡献，因为空
气动力学还没出现。

另一个基本事实是，至今空气动力学也没
能全面解释飞机飞行的所有秘密，更没有全面
解释各种动物的飞行原理。空气动力学很伟
大，但它是“事后诸葛亮”，对于优化后来的飞
机设计意义重大，但它不是指导飞机发明的理
论导师。

智能比飞行要复杂得多，深度学习成功
实现了智能，但是能够解释这种成功的理论
还没出现，我们并不能因此否定深度学习的
伟大意义。杨立昆和另外两位图灵奖获得者
的伟大，和克莱芒·阿代尔及莱特兄弟之伟
大的性质相同。

我们当然要追求智能理论，但是不能迷恋
智能理论，更不能把智能理论当作人工智能发
展的前提。如果这里的智能理论还试图涵盖包
括人类智能在内的“各种形式的智能”，则这种
理论很可能超出了人类智能可理解的范围。

所以，尽管自监督学习是值得探索的一个
重要方向，它也只是探索“智力的本质”漫漫长
途中的一个阶段。

人类和很多动物具有自监督学习能力，并
不是自监督学习多神奇，而是因为他（它）们拥
有一颗可以自监督学习的大脑，这才是智力的

本质所在。机器要进行自监督学习，也要有自
己的大脑，至少要有深度神经网络那样的可塑
载体，否则自监督学习无从发生。

四

相比之下，强化学习的要求简单得多，一
个对温度敏感的有机大分子就能进行强化学
习，这正是生命和智能出现的原因。所以，强化
学习才是更基本的学习方法。

当然，从零开始强化学习，确实简单粗暴、
浪费巨大，这也是强化学习思想提出百年并没
取得太大进展的重要原因。强化学习近十年来
突然加速，是因为有了深度神经网络作为训练
的结构基础，因而在围棋、《星际争霸》等游戏
中超越人类。不过，人类输得并不心甘情愿，抱
怨的主要理由是机器消耗的能源远高于人类
大脑。

我认为这种抱怨是片面的，人类棋手大脑
的功耗确实只有数十瓦，但训练一个人类棋手
要花费十多年时间。更重要的是，人类棋手学
围棋时是带着大脑这个先天基础的，这颗大脑
是亿万年进化来的，消耗了巨大的太阳能，这
都应该记到能耗的总账中。这样比较，到底是
机器棋手还是人类棋手能耗更大呢？

从节省能源角度看，机器智能确实不应
该从头再进化一次，而是应该以进化训练好
的生物神经网络为基础，这就是纯粹的连接
主义：构造一个逼近生物神经网络的人工神
经网络。

1950年，图灵的开辟性论文《计算机与智
能》中就表达了这个观点：“真正的智能机器必
须具有学习能力，制造这种机器的方法是，先
制造一个模拟童年大脑的机器，再教育训练
它。”这也是类脑智能或神经形态计算的基本
出发点。

相关科研实践开始于 20世纪 80年代，基
本理念就是构造逼近生物神经网络的神经形
态光电系统，再通过训练与交互，实现更强的
人工智能乃至强人工智能。

除了改进训练对象的先天结构，训练不
可或缺的另一个要素是环境。环境才是智能
的真正来源，不同环境孕育不同智能。人们
往往把今天人工智能系统的成功归结为三
个要素：大数据 + 大算力 + 强算法，其中数
据是根本，另外两个要素主要影响效率。训
练更强智能，需要更大数据，这是智能发展
的基本规律。

但即便是大数据，也不能完整有效地表达
环境，数字孪生能更全面地刻画物理环境，更
好地保留环境自有的时空关系，因此也能够哺
育出更强的人工智能。物理世界的模型化本来
就是科学最核心的任务，以前从中发现规律的
是人类，未来这个发现主体将扩展到机器。

行文至此，我们已经从人工智能发展史
中小心翼翼地挑出三根靠得住的基本支柱：
一是神经网络，二是强化学习，三是环境模
型。在这三根支柱中，杨立昆最突出的贡献
是对神经网络的贡献，特别是卷积神经网
络。至于想到用卷积神经网络，是因为借鉴
了生物神经感知系统，这就是卷积神经网络
在图像识别和语音识别等领域大获成功的
主要原因———深度神经网络已经借鉴了生
物神经网络的部分结构。

总而言之，人工智能经典学派有三个：符
号主义、连接主义和行为主义。符号描述和逻
辑推理不是智能的基础，而是一种表现，读写
都不会的文盲就拥有的“低级”智能才更基础。
因此，连接主义和行为主义虽然困难重重，但
有着更强的生命力，从中发展出的深度学习和
强化学习两套方法，成为当今支撑人工智能的
两大主要方法。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人类智能是地球环境
培育出的最美丽的花朵，我们在为自己骄傲的
同时，也要警惕人类中心主义。
（作者系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

北京大学教授，本文为《科学之路：人，机器与
未来》一书序言，有删减，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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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某一天，我在街头见到一
位年轻的妈妈在路上训斥 3 岁左右
的儿子，男孩哭得很凶，妈妈不管不
问径直过马路，男孩哭着在后面追
赶，追到后，妈妈又是一顿训斥，而后
加快步伐，孩子哭着追赶，差一点被
电动车撞上。先不说这种行为会对孩
子心灵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路上来来
往往的车已经造成严重的安全隐患。
在当下，准父母们是否应该问问自
己，是否准备好为人父母？在对于后
代的照顾和抚养上，动物们自有一
套，如《野性与温情———动物父母的
自我修养》一书中写的。

人类作为高等级个体，从创造的繁
华物质世界和高度的精神文明来看，的
确有这个底气。但是，如果回归到最本
质的生儿育女，尤其是对后代的抚养，人类和其他动物相
比，似乎就没有那么可傲娇的了。

这本书里描述并介绍了各种类型动物的父母对
孩子的抚养和教育。对于这些动物来说，它们赋予孩
子最重要的一项能力就是生存能力。

非洲草原上，危机四伏，羚羊幼崽出生后不久，父
母就要鼓励它们奔跑；为教会后代捕猎，虎鲸母亲往
往要忍受饥饿之苦，面临海边搁浅的风险；即便是被
人类视为冷血动物的泰塔山蚓螈，也会不可思议地用
自己的皮肤喂养刚刚孵化的后代。

对于后代的爱，动物一点不比人类差。“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孟子对于人类提
出的道德要求。这在人类文明的今天，也并没有完全
实现。然而在动物身上却屡见不鲜。

2009年中科院动物研究所任宝平博士和西华师
范大学黎大勇博士在云南滇西北白马雪山保护区观
察猴群行为的时候，记录到一起义亲抚育（Allomater-
nal Nursing）案例。所谓义亲抚育是指处于哺乳期的雌
性动物对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后代进行哺乳、照
顾。这是首次在滇金丝猴中发现义亲抚育，他们如实
地记录了这一过程。

人类中收留别家孩子，可能出于道义、同情或者
其他目的，滇金丝猴中为何会出现义亲抚育呢？我个
人观点是，自然选择在人类中遇到阻碍，一个很重要
的原因就在于文化的驯化。

相比之下，动物的社会要简单得多。在滇金丝猴
的例子中，任宝平和黎大勇认为其符合亲代投资迷失
假说。哺乳期的雌猴照看自己孩子的时候，在激素分
泌如催产素和催乳素的作用下，有利于和非亲婴猴形
成临时的联系纽带，增加容忍度。

另一方面，滇金丝猴婴猴死亡率接近 60%，孤婴
不可能在没有母亲关怀和非亲母亲抚育的情况下生
存。因此，义亲抚育有利于种群的延续。

当然，动物界也的确存在血腥的一面，比如杀婴
行为。非洲草原上，新的狮王一旦登基———接管原来
的狮群后，它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原来狮王留下的
孩子杀掉，以便让母狮尽快繁育自己的后代。

高山上繁育的金雕，可谓是空中霸主。这位令无数
动物闻风丧胆的空中霸主，对自己的孩子却是柔情似
水。如果生了二胎或者三胎，这些父母也会为了孩子们
的食物而犯愁。赶上风调雨顺的年份，食物充足，只要辛
苦些，食物都能得到保障。因此，我们通常可以看到一个
巢中两只或者三只金雕都能成功离巢，翱翔蓝天。但遇
到灾荒年份，金雕父母就犯难了。它们无法让每一个孩
子都得到充足的食物。这个时候，它们不会搞平均主义，
这样可能每个孩子都活不了。它们会让孩子们自由竞
争，往往强壮的那一只会将弱小的后代杀死。虽是残酷，
也是最无奈的时刻。

本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人类不再是高
高在上，无所不能。最起码在抚养后代上，人类并不特
殊，并不比其他动物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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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工智能的三条路线看未来
■黄铁军

“我认为这种抱怨是片面的，人类棋手大脑的功
耗确实只有数十瓦，但训练一个人类棋手要花费十
多年时间。更重要的是，人类棋手学围棋时是带着大
脑这个先天基础的，这颗大脑是亿万年进化来的，消
耗了巨大的太阳能，这都应该记到能耗的总账中。

这样比较，到底是机器棋手还是人类棋手能耗
更大呢？

1964—1978年，三线地区建起
1100多家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
位和大专院校。各种企业和工厂，陆
续在西南、西北的深山当中建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