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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 2017 书单

年度读书报告 （之二）

浙江省诸暨市草塔中学 边建松

跨界翻书又一年
殷国雄
岁末年终，盘点过往一年读
书所得，许是人已中年，相较昔日
的生读硬记，自觉多了这个年纪
该有的自在从容。我渴望知晓更
多，又因身为人父、谋生于农村初
中，葆有好奇，努力拓展阅读边界
本就顺理应当，却终于接受自己
天赋和精力有限，不再逞才使气
好猛斗狠、专挑名望和艰深之书。

孩子不接触钱、不涉及经济活动
的最常见最应该学习的主题，却
因为各种原因被忽略和无视。我
很有兴趣编写经济学童书的报告
单，配以合适的桌游，做一个主题
课程单元，希望以此帮助孩子们
理解日常经济学现象，思考财富
的价值和意义，为他们以后自食
其力，做到经济自由埋下种子。

与女儿一起读童书

从文学思考经典阅读教学

2017 年，我和 10 岁的女儿共
读罗尔德·达尔的童书共 4 本，除
了 第 三 次 读《查 理 与 巧 克 力 工
厂》，其余 3 本为《詹姆斯与大仙
桃》
《好心眼的巨人》
《小乔治的魔
药》。我给这些书都拟了些阅读
题，父女二人就此交流探讨。
从个人的阅读体验来说，我
不觉得罗尔德·达尔是一流的童
书作家，他的故事大都不够丰富
曲折，人物性格的层次与变化也
不太够。个人以为他最好的作品
是《女 巫》和《查 理 与 巧 克 力 工
厂》，但相较于《不老泉》
《夏洛的
网》这些杰出的儿童文学作品，无
论 故 事 还 是 主 题 ，都 显 得 单 薄 。
有次，我们父女聊到《小乔治的魔
药》，女儿评价这本书不太有趣，
因为故事的发展总能让她猜到，
我深以为然。
看故事不是不重要，但可以
和作者交流、独立思考、有自己的
判断和观点却是好读者的必备素
质。小学中段以上的亲子共读，
尊重各自的阅读体验，父母子女
彼此倾听、相互对话，不仅着眼于
阅读力的提升，更是情感交流、传
达爱意的重要方式。
今年我还和女儿一起看了
《哈利·波特》，这是 JK·罗琳的史
诗巨著 ：亲 情、友 情、爱 情、种 族
冲突、权力争斗、教育批判，生命
的屈辱与挣扎，人性的阴暗与救
赎 …… 读《哈 利·波 特》的 日 子
里 ，我 和 女 儿 一 起 陷入痴狂，我
们谈魔法说霍格沃茨，为那些决
战中死去的英雄而痛惜。我甚至
买了优酷会员，就为了看看电影
里的魔法世界。
暑期我和女儿一起看了《小
狗钱钱》的第一部，女儿除了完成
拟定的读书报告单以外，一家人
还一起去了桌游吧学习经济类的
桌游《马尼拉》，以游戏的形式理
解经济学常识。我们两口子鼓励
女儿活学活用，自己挣钱。于是，
她在楼下羞羞答答地和小朋友表
示“教一次滑板两块钱”，估计这
买卖没做成。又为了在我的简书
账号发文，换几个打赏钱，她强忍
我的威逼利诱，反复修改，终于挣
得几个辛苦钱，却不知节省，被她
“挥霍干净”，也算是深刻体验到
了书中所谈常识。
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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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我只要心浮性躁，就
会抓一部朱生豪译本的莎士比亚
悲喜剧来看，莎翁总是能敏锐洞
察人性的挣扎与分裂，呈现人的
矛盾和复杂，为我区分文学作品
的杰出和平庸树立标尺。今年共
计读莎翁悲喜剧七部，就今年看 四十》比较梳理，做一个有关婚姻
的《无事生非》
《温莎的风流娘儿 主题的课程，和学生讨论一下不
们》，感觉人物的塑造有些重复， 同类型的夫妻，这应该是一件很
缺 少 变 化 。 莎 翁 的 悲 剧 更 为 伟 有意思的事情。
限于年纪和经历，学生和文
大。今年新看了《奥赛罗》
《雅典
的泰门》
《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 学经典常常缺乏情感共鸣，双方
三部悲剧，个人以为除《雅典的泰 无法展开对话。对于整本书的经
门》表现一般甚至莫名其妙，
《奥 典阅读教学，教师一定要设计合
赛罗》的伟大无须多言，
《泰特斯· 适的阅读问题，激活他们的体验，
安德洛尼克斯》据说是莎翁第一 激发他们的思考，以分享和交流
部悲剧，虽然个别人物塑造稍显 来开掘文本的丰富性。成为好读
者需要时间，足够的人生经历往
粗糙，但依然是一流的杰作。
且无可替代。
我读莎翁的悲喜剧是因为自 往是最好的老师，
己的阅读喜好，也是想在任教班
级完整实践莎士比亚的主题阅读
历史与经济也是我的“菜”
课程。莎翁悲喜剧的篇幅都不算
今年所读的历史专著是谭伯
长，
适合作为初中生整本书阅读的
材料。我将电影和原著交叉阅读， 牛的《战天京》和蒋廷黻的《中国
用读书报告单作为学生个人阅读 近代史》。2004 年，我曾在新浪读
的基础，
配以学习小组的合作与分 书上看过《战天京》的部分章节，
享，让学生深入理解文本，最后引 因为各种原因一直没有买到，今
导他们进行剧本的编写和戏剧表 年读完全书算是得偿所愿，顺带
演。这样的实践可以使读思写演 还缅怀下逝去的青春。
全方位结合，
充分调动学生的生命
其中《战天京》是以攻取天京
为背景，梳理曾国藩、左宗棠、李
体验，
和杰出文本展开对话。
十一长假，我回湖北老家，闲 鸿章这些晚清臣的书信和奏章，
着无事，把《围城》和《麦田里的守 全 面 呈 现 晚 清 的 政 治、军 事、文
望者》又翻了一遍。人已中年，多 化、经济和外交。晚清兵制崩坏，
少能明白生活的无奈，
很多想法不 湘 军、淮 军 崛 起 ，自 是 必 然 。 不
复 年 少 时 的“ 陈 义 过 高 责 之 甚 过，军队的兴起与前途，军人薪酬
切”。我甚至以为《围城》的前半 和福利，关键在统帅的找钱筹饷，
部，钱钟书对方鸿渐太过刻薄，行 缺乏明确的财政支持，
这是军队私
为弥
文又过份卖弄聪明；
看方鸿渐回到 有化的重要原因。破城之后，
上海，
于柴米油盐辛苦挣扎的后半 补军人损失，
杀掠三日，
已成定规，
满
部，
十多年前初读此书的调侃已消 公然出现在曾国藩的奏章之上，
散干净，
心中只有对普通人无力和 清中枢也是默认首肯，
实在让我有
卑微的感同身受；做了教师和父 些惊悚。我对书中的兵制讨论兴
亲，
才能体会道尔顿的
“反叛浪荡， 趣极大，以前读过雷海宗先生的
愿意做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是一 《中国的兵》，大约是说是自秦以
个孩子深深的孤独和迷茫，
投射出 后，华夏无兵。我买了雷海宗的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和邓广铭
成人世界的冷漠残忍。
今年看完《傲慢与偏见》，虽 的《岳飞传》，
想多了解一下中国的
然这种题材确实不是我的“菜”， 兵制演变，个人觉得这是了解中
但简·奥斯汀对于少女心理的细 国的一个很好的切入口。
腻展现和爱人婚前婚后的情感变
这一年多，我用心最多的是
化 的 敏 锐 发 掘 ，确 实 有 其 天 才 。 奥地利学派的相关书籍。奥地利
我在想，要是把班纳特夫妇、柯林 学派对于自由意志和个人权利的
斯与夏洛特和刘震云的《一地鸡 坚决捍卫，它从个人出发的方法
毛》，还有电影《革命之路》
《男人 论，对公权的极不信任，颠覆性地

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
以《蝇王》为例，起先我对作
者的故事逻辑很不赞同：流落荒
岛，首要不该是抱团自救、回到文
明世界吗？人性无论如何黑暗，
也
不会这样缺乏理性自甘回到原始
野蛮的境况。但以奥地利学派的
观点来看，
这完全是
“理性经济人”
的错误假设，人有目的，然后有实
现目的之手段，
个人目的无法以理
性衡量。又看了《奥地利学派的大
师们》，
有文章专门提到了哈耶克、
米塞斯和罗斯巴德的区别：
米塞斯
以为个人目的是中性，
罗斯巴德则
引入自然法，
毫不含糊地指出人的
身体权和财产权不可侵犯，
进行界
定。哈耶克是经验主义的思维方
式，所以他的《个人主义与经济秩
序》矛盾地呼吁市场自由和市场管
制；而罗斯巴德则是逻辑演绎的
路径，推出诸如暴力防务的市场
化，这些在很多人看来离经叛道、
不可思议的观点。
何帆的译著《九人》曾经让我
对保守派大法官全无好感，觉得
他们秉持的宪法原教旨主义简直
不可理喻。但《知识分子与社会》
却让我对保守派大法官充满了深
深的敬意：秉持宪法原教旨主义、
严苛地解释宪法，是对司法扩张
的警惕，
是对权力本身的怀疑。
阅读奥地利学派的相关书
籍，对我的教育观和教育实践都
有重要的影响：在培训机构被妖
魔化的今天，我仍然认为，教育培
训市场提供了多样化和差异性的
教育服务，家长和学生可以自由
选择，这不是坏事；教育已成投资
热门，我秉持开放的态度，完全没
有某些精英分子莫名其妙的担忧
以至于用打破行业壁垒，以市场
促发教育服务的创造和变的手
段，倒逼官僚体系下的不思进取、
得过且过的教育现状。怎么会有
那么多的邪恶论原罪论？这恰恰
证明了教育行业的封闭亟待改进。
组织学生读《威尼斯商人》，
刚好碰上“山东聊城案”，我结合
书中众人对夏洛克的高利贷生意

的批判，让学生探讨“你是否赞同
高利贷，为什么？”
“哪些人去借高
利贷，贷款方为什么要高利率？”
从而揭示“高利贷只是一种双方
自愿的商品交易，它的高风险使
得它只能高利率”
“ 越干预打击，
高利贷利率越高”
“ 充分的竞争之
下，利率自会回到合理的水准，无
须干预”。我不反感道德激情，但
面对问题，还是该立足个人的身
体权和财产权，尊重个人选择，而
不是带着专业和道德优越去展示
痛心疾首。

游戏：
未来教育的方向之一
几年前，我和苏祖祥老师相
识于温州苍南，那时知道他在做
美国语文教材的研究。此次苏老
师的研究文章结集出版，定名《语
文不是语文书》，实在是一件让我
很高兴的事情。他综合政治学、
文学、历史学、教育学、诠释学来
对比中美语文的差异，视野极为
开阔，见识非凡，力图为现实的语
文教育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可谓
用心良苦。他的研究方法和视角
更值得语文教育界思考：学科本
位和单一的教育学视角是否匹配
教育之目的，是否符合打破学科
界限综合性学习的实际？毕竟人
的大脑不可能严格地按照指定的
规范内容进行思考运作。
还有一本《游戏改变教育》，
虽
买未看，但仅就标题都必须一提。
我以为标题就是未来教育的方向
之一：打破学科限制，人人都是学
习内容的发起者；线下教育是基
础，
在线教育是线下教育的延伸和
补充，拓展教学空间至博物馆、工
厂、历史遗迹等等；研发游戏形式
和教学内容的结合。无论我们承
认与否，
教育的变革已经来到。
对我来说所谓自在读书，无
非“面对复杂，依然欢喜；接受命
运，葆有好奇”。还好，在这个年
纪，
我还是那么热爱学习。
（作者系江苏张家港第八中
学教师）

书海观潮

问道整本书阅读：如何重拾传统

怎样应对学术论文首发国际竞争

本报记者 王珺

——2017 中国学术期刊未来论坛举行
本报记者 却咏梅

整本书阅读是近年来语文教育界 策 略 。 北 京 市 顺 义 区 教 研 中 心 刘 德
十分关注的一个热点，相对于中小学 水、北京十一学校史建筑、北京教科
语文教科书中单篇课文的阅读而言， 院基教研中心李卫东、北京中关村第
整本书阅读为学生提供了完整的语言 三小学李虹霞四位老师分享了“语文
学习情境，有助于儿童更好地理解经 教师的个人阅读与专业成长”经验与
典作品穿越时空的魅力，避免语文学 体会。教育部国培计划专家李怀源、
习的碎片化倾向，因而在语文教育中 北京教育学院吴欣歆、北京师范大学
占有重要地位。应该说，整本书阅读 第二附属中学李煜晖、上海师范大学
是我国语文教育的传统，怎样重拾这 附属中学余党绪分别作了“单元整合
一传统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在日前由 阅读的实践”
“整本书阅读：混合式学
教育科学出版社、北京云舒写教育科 习形态探索 ”“ 如何进行专题研读 ”
技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第一届新时代 “思辨读写的有效策略”等专题报告，
阅读教育高峰论坛上，阅读教育领域 并与现场教师进行了互动交流。
的专家、名师与全国上百名地区教研
据介绍，围绕教师专业阅读和整
员及中小学语文教师以“问道整本书 本书阅读，教科社出版了一系列相关
阅读”为主题，围绕“语文教师专业 主题的图书，开展了整本书阅读教师
阅读”“阅读课程和教学”“阅读混合 研修工作坊，为阅读教育提供理论支
式学习形态”等议题展开研讨交流。 点和方法支持。论坛上，教育科学出
全国著名语文特级教师于漪、李 版社和北京云舒写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向现场发来视频讲话。她们高度 共同发布了“全国中小学语文教师专
肯定了“整本书阅读”的教学价值， 业阅读导读计划”
。教育科学出版社精
并特别强调了中小学语文教师开展专 选了语文教师专业成长书目，依托云
业阅读的重要意义。国务院特殊津贴 舒写教育研发的整本书阅读教研和教
专家、北京四中语文教师顾德希作了 学专属阅读技术平台，形成推动语文
“语文教师如何进行专业阅读”的主题 教师专业阅读，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
报告，提出了教师自主学习的方向和 体系化导读方案。

以
“新时代、新思路、新发展——开创中
国学术期刊新纪元”
为主题的
“2017中国学术
期刊未来论坛”
近日在北京举行，
著名生物物
理学家王志珍院士、凝聚态物理学家朱邦芬
院士、表面物理学家王鼎盛院士以及 100 多
个期刊出版专家，
与全国8000多位学术期刊
工作者在线上线下热烈而深入地讨论了新时
代背景下中国学术期刊的未来发展战略。
论坛上发布了由中国科学文献计量研
究中心研制的“2016 年度中国学术文献大
数据研究”的 20 项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已经
是学术文献产出和出版大国，
也是学术文献
使用大国，
且中国学术期刊对我国的知识创
新具有重要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 235 个“中国最具
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的影响力指数 CI 已
经达到 WOS 收录期刊的平均水平以上，但
Top5% 科 技 期 刊 CI 约 为 SCI 收 录 的
Top5%期刊平均值的 10%，人文社科平均
约为 SSCI 的 Top5%期刊平均值的 2%，表
明中国总体上距学术影响力强国、学术期刊
出版强国仍有很大差距。特别是中国学术
论文大量投往国外期刊发表，
表明中国学术
期刊的总体发展水平已经落后于我国的学
术创新水平，
并对中国学术期刊和中国学术
文化话语权构成严峻挑战。

此次论坛的焦点之一是如何应对愈演愈
烈的学术论文首发国际竞争。王志珍、朱邦
芬认为，
对学者而言，
原创论文的及时发表最
为重要，
发表是硬道理，
并非所有中国学者都
想把论文投到国外；
我国学术期刊出版周期
过长、语言单一是导致论文外流的两个关键
因素，
应当充分利用中国知网等数字出版平
台优势争夺原创论文的首发权；
中国学术期
刊要加强学术引领意识和服务意识，
要善于
发现、
快速发表我国具有独创性的先进成果。
另外，
我国现行的学术评价机制也是大
家讨论的重点。王鼎盛认为，
要扭转学术论
文严重外流趋势，
提高中国学术期刊国际话
语权，
必须尽快改变我国学术评价的形式化
倾向，
不能再继续简单地以期刊影响因子评
价期刊和论文质量，
我国应当尽快建立自己
的学术评价标准。在王志珍看来，
学术文献
的评价不能简单用期刊的评价指标，
应当以
定性评价为主。朱邦芬认为，
单纯的影响因
子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学术期刊影响力，
至少还要包括 CI 和被引半衰期。
此次论坛由中国期刊协会、中国科学技
术期刊编辑学会、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
会、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
《中国学
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联合
主办。

1.《何为道德》 [德]诺博托·
霍尔斯特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道德因何而生？道德规范如
何确立？历史上圣人所遵循的道
德规范可以作为常人处世的道德
规范吗？社会生活中产生一些虚
伪丑恶的现象，
到底是道德问题还
是法律问题？
《何为道德》这本书，
很薄，但启发很大，像枚钉子帮助
我们思考得更尖锐、更深刻。
2.《我们如何思维》 [美]约
翰·杜威著 新华出版社
教育者应该大多听说过杜
威，知道一点实证主义，但大概很
少有教师真正接触过杜威的文
章、真正了解过杜威的思想。
《我
们如何思维》是杜威关于思维科
学的基础论述，在此书中杜威提
出“教育即生活”和“学校即社会”
的著名观点。90 年前，此书得到
过胡适、潘家洵、罗德辉、许昂若
等学者推荐；90 年后，此书依然带
着火炬的光芒。
3.《审辩式思维》 谢小庆著
学林出版社
现代社会的芜杂尤其需要正
确的思考方式，以便快速决晦明、

判曲直、断是非，找到解决问题的
合理方法。
《审辩式思维》就是一本
能够快速了解、掌握和指导操作的
简明手册。语文学界热热闹闹倡
导的批判性思维，其实就是“审辩
式思维”。但我认为，在讲审辩式
思维重要性的同时，
不能抛弃其他
思维，
如文学思维。
4.《我的阅读和写作》 梁衡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梁衡应该是文章入选语文教
材最多的当代作家。他结合自己
编辑、
记者、
学者、
作家的多重身份，
围绕
“读”
和
“写”
两个方面揭示了文
章写作的奥妙。梁衡提出
“形、事、
情、理、典”
五个要素是写好文章的
诀窍所在，
对语文教师赏析文章、搞
好写作教学应该有启发。
5.《高等写作思维训练教程》
马正平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很多老师想指导学生写作却
感到无从下手，
原因在于不能变写
作知识为写作能力。此书努力打
通知识和能力的关节点，
独创性地
揭示了写作思维模型，
让读者既读
到方向性的哲学，
也可以读到指导
作文的操作方法。

河北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 刘殿波
1.《桃花鱼婆婆》 彭学军文
马鹏浩图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一位看似古怪的老婆婆，
为了救
小孩子被野猪追赶掉下悬崖，
化作了
展翅飞翔的大鸟……这个传统的中
国式故事，通过作家与画家联袂描
画的笔触，
给小朋友一个神秘、
神奇
却又温暖的故事，
这样的故事不论
年代、不论年龄，
甚至不分国界，
具
有恒久的感染力。
2.《旅伴》 粲然文 马岱姝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旅伴》的文字作者粲然是一
位儿童阅读推广人，
她带着多年对
亲子关系的思考和对绘本的理解，
通过绘本故事勇敢地探讨了“父
亲”
的角色，
以新鲜的方式呈现
“成
为父亲的过程”，带着对“旅伴”含
义的思考，
与读者一同走过充满道
阻风霜、却也温暖动人的亲子之
路。
3.《星星与蒲公英》 [日]金
子美铃著 [日]上野纪子绘 [日]
猿渡静子译 新星出版社
绘本精选了日本童谣诗人金
子美铃的 15 首童诗代表作。
《可爱
的鼠小弟》绘者上野纪子用明亮、

清浅的水彩画，
倾心描绘出诗歌中
或空灵淡雅、或俏皮温暖的感觉，
从而让小朋友们充分感受到童诗
中的纯真、深邃、静谧和美好。
4.《读给孩子的时令古诗（经
典领颂版）》 杨永青/绘图 高昌/
主编 朝华出版社
本书将独具中国特色的世界非
物质文化遗产“24 节气”与最能代
表中国传统文化特点的
“唐诗宋词”
相结合，
并配以中国味浓郁的大师
绘国画，
内容兼顾科普性、
民俗性与
文学性，
读来令人赏心悦目。
5.《不 可 思 议 的 发 明》 [ 波
兰] 玛 乌 戈 热 塔·梅 切 尔 斯 卡/文
[波兰]亚历山德拉·米热林斯卡、
丹尼尔·米热林斯基/图 贵州人民
出版社
本书以手绘风格和全新视角，
生动描绘、揭秘古今中外不可思议
的发明创造。其中有些创造虽然
并不实用或并未成功，
但却充满了
大胆的创意。好的科普绘本能够
激发孩子的无限想象和对事物原
理寻根问底的兴趣，
引导孩子发现
自己动手的快乐与成就感，
这正是
创造性的源泉。

最新书事

《中国教育活动通史》首发式暨座谈会举行
本报讯 （伊湄） 近日，
山东教
育出版社《中国教育活动通史》
（八
卷）首发式暨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该套书系新闻出版总署
“十二
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2014 年 度 国 家 出 版 基 金 资 助 项
目，
由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担
任总主编，
国内一流院校的教育史
学研究学者组成作者队伍，
历时十
年精心打造，
是教育史学研究领域
的一部鸿篇巨制。
全书通过大量第一手史料来
构筑从先秦至当今不同历史时期
各类教育活动的轮廓，
梳理教育活

动历史脉络，
生动再现活动层面的
教育历史，
总结各个时期教育活动
的特点与规律，
找寻历代教育思想
和教育制度的基点与源泉，
重塑教
育历史的完整图景，
重构教育史学
的学科格局，
并为当今教育教学改
革与发展提供重要历史借鉴。
此次座谈会的主题是
“以人的
教育活动为中心的教育史研究”，
与会专家围绕该书的研究方法、材
料使用、特色特点、学术价值、社会
影响、对实践的启示，以及后续研
究的意见和建议等话题畅所欲言，
共商教育学研究大计。

儒家思想与儒家经典名家系列讲座开讲
本报讯 （肖聪） 由国家图书
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和北京大
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联合主
办的
“孔子·儒学·儒藏——儒家思
想与儒家经典名家系列讲座”
在国
家图书馆开讲。在首讲中，
楼宇烈
先生以“儒家文化与中华民族复
兴”为题，深入阐述了儒家文化的
理念与实践，
探索了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精神根基和文化内涵，
受到
读者的热烈欢迎。
该系列讲座持续到 2018 年 1
月 31 日，将先后邀请孙钦善、牟钟

鉴、李中华、安平秋、陈来、王博、魏
常海、景海峰、郭齐勇等知名学者
做客国图，引导大众走近儒家经
典。国家图书馆馆长韩永进表示，
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儒学研究
院、孔子博物馆三方已形成了“孔
子展览+儒家讲座”的合作模式，
今后将继续围绕孔府文化和儒学
文化的保存保护与开发研究进一
步开展合作，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
神、道德规范，让中华文化展现出
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人工智能》引发相关政策和法律大讨论
本报讯 （子依）《人工智能：
国家人工智能战略行动抓手》新书
发布会暨人工智能法律研讨会近
日在京举行。该书由腾讯和中国
信通院倾力创作，
从人工智能这一
颠覆性技术的前世今生说起，
对其
产业全貌、最新进展、发展趋势进
行了清晰的梳理。
研讨会上，
与会嘉宾就当前人
工智能的发展状况，
人工智能给法
律、治理等领域带来的挑战等问题
进行了深入讨论。中国信息通信

研究院纪委书记王晓丽认为，
面对
人工智能的发展，
既要通过法律和
政策予以规范，
也要保持一定的弹
性。在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申卫
星看来，
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不可改
变的社会潮流，我们应该拥抱变
化，未雨绸缪地进行思考，同时也
不必过分担忧。腾讯研究院院长
司晓表示，
无论是从事人工智能的
技术研发，还是开展跨学科、跨领
域的政策法律研究，
都需要带着一
颗敬畏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