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笙冷眼观潮

笙文慧笔谈

狩猎争议： 枪声过后的“回响”
■本报记者 高毅哲

由美国牙医帕尔默猎杀津巴布
韦狮王塞西尔引发的风波看来就要
停息了。近日，津巴布韦环境部长穆
欣古里称，帕尔默在今年7月猎杀狮
子塞西尔之前已经依法获得了全部
所需文件，因此没有犯法。这与当时
津巴布韦政府声称要引渡帕尔默的
表态有了180度大转弯。

事实上， 帕尔默这一场“狩猎
门”，折射的是西方狩猎传统在当代
世界文化和道德语境中的冲突和博
弈。到非洲大陆上进行一场以狮子、
大象、 羚羊、 水牛为目标的合法狩
猎， 远不止于“西方富人的合法游
戏”那样简单。

历史悠久的狩猎传统

狩猎本是远古人类生存的必要
手段之一。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后，
对绝大多数族群来说， 大规模的狩
猎失去了维持生存必须的意义，逐
渐演变成王公贵族从事的“高雅运
动”。 比如，“秋围”就是中国皇室必
不可少的重要活动，而在西方，大型
狩猎是中世纪欧洲王室重要的娱乐
和体育活动， 这一传统在英国保留
最为完整。 至今，每逢深秋，贵族和
富豪们都会云集英国各地乡村庄
园，享受狩猎乐趣。

但殖民时代的到来给平民大规
模狩猎开了一道口子。 一批批西方
殖民者来到美洲、非洲，那里广袤的
土地和看似取之不竭的动物资源让
他们为之疯狂， 而现代枪械的发明
又大大降低了狩猎的难度。一时间，
大规模猎捕野生动物成为西方冒险
家们热衷的“游戏”。 18、19世纪，也
成为野生动物遭受灭顶之灾的时

期。 据统计，刚果白犀牛在20世纪
初灭绝；非洲狮子总数下降了90%；
卢旺达山地大猩猩基本消失； 在纳
米比亚和南非海岸繁盛一时的非洲
企鹅剩下不到5000只，数量仅为原
来的千分之三。 人类最后的大规模
狩猎行为，应该是贯穿整个19世纪
的美洲野牛捕猎运动。 在“西进运
动”的影响下，数以万计的移民与在
美国西部生存的数千万头美洲野牛
相遇。短短一个世纪，美国境内的野
牛数量从大约5000万头下降到百
余头， 大草原上到处都是白花花的
牛骨。这是人类狩猎史的转折点，从
此， 陆地上再没有任何一种动物能
供人们以如此规模屠戮， 人类大规
模的狩猎活动就此终结。

西方殖民者之所以对大规模狩
猎如此疯狂， 也和当时的社会风气
有关。 18、19世纪，是西方冒险、探
险文化形成的重要时期， 在非洲和
美洲对猛兽的狩猎， 也成为受世人
鼓吹的辉煌行为。在这一时期的文学
作品中，我们可以轻易找到相关的印
证。 美国作家麦尔维尔的名著《白
鲸》， 讲的就是人类猎捕鲸鱼的故事；
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飘逝的半
岛》，不惜篇幅大量列举了主角们在北
极圈内的狩猎成果， 涉及动物种类和
数量之多，令人咋舌。

一直到20世纪中叶，动物保护
主义兴起， 人类社会才从整体上完
成了对大规模屠戮动物的反思。 但
是，欧美的狩猎传统依然在贵族、富
人阶层保留下来， 这也成为造就今
日冲突的根源。

科学狩猎可以更好保护动物

在动物保护主义思潮已成主流
的今天，依然时不时地来一场狩猎的

欧美人士， 自然也要寻求新的理论支
持。 除了老生常谈的“保护文化传统”
这一理由外， 当代狩猎者更愿意强调
狩猎对动物种群延续的科学意义。

其中，最大的科学意义、也是最不
容易让普通人接受的，就是“杀戮能够
带来保护”。这一与普通人感性认识相
悖的论点， 却是狩猎爱好者捍卫的核
心观点。

“杀戮能够带来保护”， 建立在几
个关键的论证之上。其一，在狩猎已经
演化成合法的商业行为后， 每一次狩
猎， 都意味着给动物居住地的民众带
来经济收入。他们通过当向导、租售设
备获得收入， 而狩猎者为了一张合法
的许可证，也往往要支付数万美元，这
些钱充实了当地的财库， 也会反馈给
当地的建设。在这样的经济逻辑下，只
有维持动物种群的数量， 才能使居民
获得财源， 所以他们会更加注重动物
种群的保护。

其二，当代狩猎往往经过严密的科
学论证，也就是俗称的“配额制”。 每一
年在哪些区域、哪些种群可以猎杀多少
数量的动物， 乃至猎杀动物的雌雄比
例、年龄大小，都有着严谨的论证。这是
因为，如果野生动物的种群达到了一定
规模， 而猎捕数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特别是有针对性地猎捕对种群繁衍不
具贡献能力的老龄雄性动物时，对野生
动物种群的健康发展有益而无损。

事实上， 那些严格按照这两个逻
辑开展的狩猎活动， 确实取得了积极
的成果。 1994年时，南非白犀牛只有
6700头左右，为此，国际濒危物种贸
易公约决议将白犀牛由附录一级降为
附录二级，准予狩猎。南非政府向私人
庄园主拍卖了494头活犀牛， 由于犀
牛栖息地扩大以及解决土著居民的民
生问题，私人庄园纷纷将犀牛繁殖后，
向狩猎者和世界各大动物园出售，使

种群数量迅速增加， 已增长到目前的
1.76万头。同样，加拿大以北极熊为目
标的狩猎， 也使加拿大境内的北极熊
种群得到有效保护。

商业模式下扭曲的传统

但是， 如同人类历史屡次出现的
那样， 完美设计的策略很难有完美执
行的时候。 商业的刺激扭曲了文化的
内涵，狩猎也失去了原有的意味，变得
流程化、庸俗化。

纯粹的狩猎寻求的不是猎物本
身， 而是享受在追逐猎物的过程中逐
渐融入大自然的过程。 对一个真正的
猎人来说，了解他的猎物，学会观察和
理解身边的万物， 才是他最有成就感
的事情。 但是，如今很多地方的狩猎，
却演变成了儿戏， 只是单纯为了满足
富人们的虚荣心。

同样是在南非，庄园主们为欧美富
人 们 发 明 了 “困 猎 ” (canned�
hunting)， 即将狮子围在特定的范围
内，再让猎者进入其内猎杀。这种狩猎毫

无技术含量。庄园主为了吸引富人，甚至
会把狮子训练出一到饭点就跑向食盆的
习惯，到时，“猎人”只需要远远端着枪，瞄
准狮子扣动扳机就行。一些遵循传统狩猎
精神的人对此嗤之以鼻，称其为龌龊的

“娱乐狩猎”。尽管如此，更多的富人还是
更热衷于这种方式。 据统计，南非被圈
养的狮子不断增加，2013年估计约有
5000多只，占南非狮子总数的60%。

而在很多非洲国家， 狩猎利益反
馈给当地居民的制度也并未得到有效
执行。一项研究表明，在非洲一些地方，
狩猎者花费的总费用最多只有3%能落
到当地人手中。 迫于生存压力，当地人
会转向收益更大的盗猎活动。跟商业狩
猎相比，盗猎更加恶劣，对野生动物种
群的存续破坏更大， 但在人的生存面
前，很多道理似乎都变得苍白无力。

事实上，狩猎运动发展到今天，关
于它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过， 双方谁
都无法说服谁。在这些争议中，我们看
到了人性的复杂面。也许，身为万物之
灵长的人类， 终有一天能为这种争议
找到合理的解答吧。

语音智能交互
离我们还有多远？
■陈孝良

随着亚马逊、 京东、 阿里先后发布智能音
箱， 10月份苹果收购VocalIQ和谷歌战略入股出
门问问， 盘点一下今年的语音交互市场， 真是异
常的热闹。 那么， 语音交互技术真的就像市场上
热捧的那样走入了智能时代吗?

实际上我想这个问题大家都心知肚明， 资本
市场的热闹也不过是各个巨头的布局， 甚至是其他
用意而已。 不管是微软的小冰、 百度的小度， 还是
科大讯飞的语音识别、 出门问问的语音助手， 仅仅
还都是停留在对简单问题的理解和回答， 而即便这
些也是依靠大量数据训练而成的， 这种训练有时候
甚至是开了玩笑， 比如我们真的需要大量的“调戏”
语言训练出来的结果吗？ 深度神经网络曾经极大促
进了语音识别的发展， 但是目前来看， 要想解决复
杂问题和逻辑推理还是存在极大的难度。

另外还有重要的一点， 语音交互方面的用户
黏性还是非常差的， 比如我们一天会用几次Siri
（苹果手机语音控制软件） 或者出门问问呢？ 而提
高用户黏性的最大挑战就是要找到一种既能满足用
户需求又能保证技术实现的产品形态。 用户需求自
然是很明显的， 我们希望的是让我们能够自然聊天
的产品， 但是现在技术上实现真是太难了， 不仅是
语音识别和情感合成的本身难度， 而且还包括了噪
声干扰、 方言混合以及远程拾音等等问题。

上面这些挑战， 严重制约了语音交互在通用
市场领域的应用， 而我们传统思维上却总想用户
都像技术人员那样能够理解这些技术并恰当应
用， 这反而才是制约技术发展最大的障碍。 但是
随着巨头的进入和语音交互市场的繁荣， 国内的
科大讯飞、 百度、 盛大、 出门问问正在转变思
路， 他们逐渐摒弃了盲目扩张和宣传， 从通用市
场领域逐步扩展到垂直市场领域， 扎扎实实根据
用户需求做好垂直细分的市场领域。 科大讯飞重
点打造教育和车载市场， 出门问问重点在可穿戴
市场， 而客服市场现在也是各个巨头极为看重的
潜在市场。 一想到语音交互机器人可能取代大量
客服妹妹， 这可能让很多人觉得商机无限， 其实
完全取代人工现在看来还为时过早， 但是筛选前
端无效咨询帮助减轻客服工作量， 这才是目前语
音交互最为重要的应用领域。 当然， 除了教育、
导航、 客服市场， 还有金融、 医疗等垂直市场具
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谈了这么多挑战， 也展望了未来市场应用，
我们还是再看看技术发展。 语音交互技术包括了
语音识别、 语音合成以及情感识别与合成等技
术。 从50年代美国贝尔实验室和国内的中科院声
学所开始研究语音技术， 到70年代小词汇量的语
音识别取得较大进展， 80年代非特定人连续语音
识别技术快速发展， 90年代大量声学识别模型的
出现， 直到21世纪语音识别才走进我们的生活世
界。 其间语音交互的前端处理技术、 声学特征提
取、 声学模型重构等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特别是
机器深度学习技术的引入， 极大提高了利用传统
声学建模进行语音识别的准确率， 微软曾经宣称
利用DNN（深度神经网络） 算法可以降低语音识
别错误率30%。 但是这还是不够的， 若能引入更
多计算机技术， 例如有限状态机等， 将语音模
型、 声学特征、 语料音库和情感预测等统一为整
体的识别网络， 相信我们距离电影 《钢铁侠》 中
的自然语音交互应用不是太过遥远。

（此文系作者科学网博客）

10月15日消息， 这个看起来
像鸡蛋一样的未来派建筑可以说
是世界首个真正独立的便携式房
屋。 这个便携式房屋能够为两个
成人提供紧凑式住宿空间， 太阳
能和风能驱动的房屋中， 使用者
可以享用温暖的床铺、 水以及热
乎的餐食。 CFP供图

鸡蛋形状的
便携式房屋

美国牙医帕尔默 （左） 在猎杀“狮王” 后与向导一起合影。 网络图片

队歌传承：
在台海交流中创新

10月27日，对何厝小学来说是个值
得纪念的日子，因为这是中国少年先锋

队队歌的诞生日。1958年“八·二三”对金
门炮战期间，学校的一群少先队员，自发

成立“前线少年支前活动大队”，他们一

面坚持学习，一面穿梭在炮火中坚持拥

军支前。他们的英雄事迹震撼了全国，其

中何明全、何佳汝等13名队员被誉为“英
雄小八路”，其事迹被拍成电影《英雄小

八路》。1978年在共青团中央十届一中全
会上，电影的主题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

班人》被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因

此，何厝小学被称为“英雄小八路的母

校”、《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的发祥地。

近年来，为了拓宽孩子的视野，无痕

地渗透爱国主义教育，学校不仅让学生

了解过去与台湾金门是枪对枪、炮对炮

的历史，更重要的是让孩子参与海峡两

岸的交流活动，体验、感受两岸同根同源

的现实，明白和平的重要性。

从2001年起，学校与台湾金门西口

国小牵手，成为姊妹校。十四年来，校际

间学生毕业旅行互动，友谊球赛、篝火晚

会让人记忆犹新；迎新年的互寄贺卡、做

中国结、包饺子、才艺大联欢，情谊融融。

“崇本”精神：
在“新潮”活动中生根
今年开学，何厝小学显得“新潮”。这

次参加迎接新生的主角，不是老师，而是

一群小学生。高年级小朋友当起“引导

员”、小“导演”、小“摄像”，每个新生还在

大卡通画前合影，为小学生涯留下美好

第一天。而每个小朋友身边都有一位贴

心的“大哥哥”、“大姐姐”，他们介绍校

园，指导家长报名。学校这样做，是为了

消除一年级新生对新环境的恐惧，同时，

也留下最美好的一刻。以前严肃的入学

活动，就这样在轻松而“新潮”的氛围中

完成了。

学校校长何雅琳说，德育不是空洞

的说教，不是笼统的灌输，德育的要义在

于“唤醒”，唤醒学生对真、善、美的追求，

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向往。学校的

“崇本”精神，就是立足当下的童年，润养

孩子做人的根本，成人才能成事，也才能

成功。何雅琳介绍，让高年级孩子关心新

生，是要“唤醒”大孩子的责任感，同时，也

让新生一入学就对学校产生美好向往，如

果一进校就讲纪律，并进行学习动员，刚

满六岁的孩子会产生紧张感，不符合新生

的心理需求。

现在，学校的德育活动还包括亲子活

动、利用义工平台带着孩子做公益活动、带

孩子深入大自然体验环保等等内容，所有

这些活动，都坚持快乐原则，让孩子们在体

验中感悟，在感悟中内化，从而促进正确道

德行为的养成。

能力锻炼：
在学生自主中萌动

军训是小学生德育的重要载体。而何

厝小学与众不同的是，军训教官并非来自

部队，而是本校六年级的学生。

学校先贴出“军训小教官”的招募海

报，六年级不少同学主动报名，经过角逐，8
位同学光荣成为“小教官”。在军训启动仪

式上，小教官们首先亮相，着迷彩装为大家

表演。通过开展 “一、六年级手拉手”活

动，并进行“结对子训练法”，小教官们“一

带五”，个个教得有模有样，一年级小同学

也是一脸的认真，跟着大哥哥大姐姐一起

军训。通过活动，使“严格要求自己，做

到最好”成为孩子的内驱力。

学校还让学生参与“少代会提案”活

动。学校在开会前，提前一个月发通告，

并将“怎样写提案”的讲座时间公布，教

孩子从问题入手，从身边的事入手，给孩

子充足时间去发现问题。在这个过程中，

由孩子主导的“关于软件园二期交通问

题”提案寄到了交警部门，并得到回应。

这些让同学们充分体会到参与社会活动的

成就感。

学校坚持教师、学生都是德育实践活

动的主人，同时，充分相信学生、尊重学

生，给学生自主的空间。何雅琳说，选择

的自由是学生自主参与的条件，只有学生

自主参与到德育实践活动中，才能保证德

育效果。

素养提升：
在闽南文化中滋养

用闽南文化精髓育人，是学校德育的

又一重要方式。 《闽南剪纸传说》 是学

校的校本课程之一。通过让学生学习剪

纸的基本的技巧，了解闽南传说故事，

产生对民族优秀文化的热爱，更主要的

是通过故事渗透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等

人文教育，还涉及海洋生态环保教育等

内容。

每天下午放学后，何厝小学与闽南文

化相关的手工活动显得丰富多彩。珠绣、

手偶制作等闽南传统技艺，在学校得到传

承。用各种珠、片绣出精美图案，制成了

各种艺术品、生活用品，这是何厝小学生

的绝活。

如今，何厝小学被评为全国首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传承校，这与近年来何

厝小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进校园的实践

是分不开的。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孩子每

年都能学到一门“非遗”校本课程。《斗

阵大汉———闽南童谣》 《掌上演绎的神

奇———偶遇》 《闽南剪纸传说———剪纸》

《生活秀绣———珠绣》 《乐陶陶———陶艺》

《茶趣———茶文化》，这些必修课的背后，

不是为技艺，为的是人性的润养，让学生

在文化中润养。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发源学校：何厝小学

做“新潮”德育 扬“崇本”精神 润“为人”本色

厦门何厝小学位于厦
门岛的东南海岸边， 与台
湾金门一水之隔， 由何厝
华侨集资创办于1918年，
原名崇本小学， 是“英雄
小八路” 的母校， 《中国
少年先锋队队歌》 发祥学
校。 近年来， 学校在挖掘
传统德育品牌的基础上，
结合当今时代特征， 围绕
学校的“崇本教育” 精
神， 润养“为人本色”，
做适合孩子成长的“新
潮” 德育。 学校带着一颗
返璞归真的心、 善的情
怀、 做好学生品德生根、
习惯养成、 能力锻炼、 素
养提升等教育工作， 为学
生播下生活智慧的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