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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克斯的经典名
著叶百年孤独曳电子版近
日在掌阅上线遥 这是该
书中文简体版电子书的
全球首发袁同时也是叶百
年孤独曳 出版 51年来首
次授权给中国的数字阅
读平台遥

据介绍袁叶百年孤独曳
问世 51 年来已被译成
44种文字袁 全球正版销
量超过 5000万册袁 其中
唯一得到正式授权的中
文简体版纸质书迄今已
发行超过 650万册遥不过
在掌阅正式引入之前袁此
书还从未给过全球任何
平台简体中文版电子书
的授权要要要由于早期马
尔克斯作品频遭盗版袁
作者曾发话称在其死后
150 年内都不会授权给
中国出版其作品袁尤其是叶百年孤独曳遥

随着近些年来中国出版市场日益规范袁版
权保护不断取得切实成效袁 海外对中国版权市
场的看法也发生了 180度的转变遥 2011年袁叶百
年孤独曳 中文版纸质书正式获得授权出版曰2018
年袁叶百年孤独曳 简体中文电子版在掌阅上架并
全球首发袁 这足以证明中国数字版权保护已经
受到国际合作伙伴的认可遥 正如中国版权保护
中心副主任索来军所说院野我国数字版权整体状
况变好袁 越来越多的数字出版企业体会到作品
在产业发展中的核心竞争力作用袁 重视版权在
产业发展中的助推作用遥 行业的版权保护意识
比过去更高遥 冶

近年来袁中国数字阅读企业践行版权保护袁
多次牵头推出经典名著作品的正版电子书遥 以
掌阅为例袁2016年就全球首发了 叶哈利窑波特曳
叶冰与火之歌曳 等系列作品的新版电子书曰2017
年又斥资百万元拿下叶围城曳独家数字版权袁使
得叶围城曳印刷出版 70年来首次推出电子版遥 据
掌阅方面介绍袁去年签下的叶围城曳版权合约为
期 3年袁现在一年还未满袁销售额就已经超过预
期袁叶围城曳的书友圈人数已有 8万多袁相信 3年
内收回成本不成问题遥

在谈到高成本采购经典名著对于防范盗版
的意义时袁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曾表示袁
清晰的版权采购有利于打击盗版遥 据悉袁当时在
叶围城曳达成数字版权签约合作后袁掌阅还曾大
力协助人民文学出版社打击各网站上的盗版
叶围城曳内容袁在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也净化了
版权市场遥 掌阅版权总监吴贲称院野像 叶围城曳和
叶百年孤独曳这样的经典作品袁正是我们最应该
为用户提供的遥 在电子书市场已经走向规范化
的今天袁越是经典的作品袁越是希望找到重视版
权保护的数字阅读平台来发行袁 并一同打击盗
版袁维护市场秩序遥 冶 崔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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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卫平院

人机战火了 AI 更火了围棋
乌镇柯洁与 AlphaGo的三番棋仿佛就在昨天袁

却已经过去了一年遥 柯洁洒泪不敌对手袁也让世人对
AI的崛起而大哗遥一年中有人担忧 AI就此接管围棋袁
聂卫平却坚定看好自己的聂道场遥2日一场野寻找围棋
小先锋冶青少年围棋公开赛隆重开场遥聂卫平说袁看看
这些踊跃参赛的孩子袁谁还说 AI会灭了围棋钥

AI火了聂道场
去年 12月袁聂道场和谷歌公司发起了野寻找围

棋小先锋冶全国青少年围棋推广活动遥昨天公开赛首
站在北京举行袁看着台下活泼得过分的小棋手袁聂卫
平自豪地表示袁这里很多都是自己聂道场的弟子袁是
人机大战让聂道场更火了遥

对待 AI的崛起袁聂卫平说袁现在就是共赢的局
面遥 野AlphaGo 比赛之前柯洁有 200万粉丝袁现在柯
洁的粉丝有 400万遥现在我们围棋这么热火朝天袁寻
找围棋小先锋这么热袁都是因为有 AI袁有谷歌的助
力遥 冶

AI开始训练棋手
聂卫平透露袁自己的道场已开始用 AI启蒙小棋

手遥 而中国围棋棋院袁也开始用 AI训练国家队棋手
了遥

聂道场负责人赵哲伦介绍袁AlphaGo出来之后袁
包括像柯洁这样的世界冠军都已经用到人工智能来
进行训练了遥 野所以我们聂卫平围棋道场也积极把人
工智能用到对小棋手的启蒙培训中袁 我们现在已经
在这么做了遥哪怕是零启蒙的小朋友袁我们现在也已
经用人工智能来对他们进行训练和教育了遥 冶

聂卫平透露袁 棋院目前的一个训练项目袁 就是
国家围棋队和腾讯有一个合作袁在棋院搭设硬件袁每
天有固定的时段袁利用腾讯的围棋 AI绝艺袁进行训
练遥

模仿 AI拙劣却必不可少
从业余到专业棋手都在向 AI学习袁棋手也就不

可避免地下出和 AI 类似的招数遥 但聂老对眼下的
AlphaGo招数嗤之以鼻袁将时下流行的点三三袁称为
野流行性感冒冶遥

聂卫平表示袁学 AI袁绝对不能盲目地去模仿袁野得
弄清楚它是什么意思才可以袁点三三谁都去点袁人家
点三三怎么理解钥想法没有弄清楚的话袁就像得了流
行性感冒一样遥 冶

另一方面袁聂卫平也认为袁如今大家对这种训练
还是模仿袁还没有更高层次的理解遥但一开始只能是
模仿 AI遥 野像类似于柯洁他们这样的袁很多应该也能
理解袁不光是模仿遥 有的业余棋手袁比如说比赛的时
候也都在模仿袁那些是真正的模仿遥我们很多职业高
手除了模仿之外袁还有他自己的一些东西遥 冶

在谷歌大中华区总裁石博盟看来袁 这样的模仿
是必不可少的一步遥 野 随着他们的进步袁深度理解所
带给他们的新知识和认识不光能够帮助他们提升自
身作为棋手的实力袁同时有可能帮助他们去探索尧发
现一些新的下法遥 冶

AlphaGo在忙啥
如聂老所说袁AlphaGo击败围棋袁却让围棋在世

界范围大热遥 而 AlphaGo却已抽身离去遥 最近 Al鄄
phaGo在忙啥袁石博盟说袁在帮助故宫博物院做一个
项目遥

石博盟介绍袁AlphaGo在下棋的过程当中袁通过
神经网络来判断如何落子和调整策略遥 DeepMind研
发团队已经把这些技术上的突破运用到其他领域遥
野去年我们与故宫博物院一起推出了就像数字博物
馆的一个合作项目遥当时我们做了一个重要的尝试袁
用人工智能而不是人工来对全世界范围的文物进行
分类遥 当我们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对于故宫博物院馆
藏的瓷俑进行分类的时候袁 发现世界上其他一些地
方也有类似的瓷俑袁 并且通过这一发现证明了这样
的瓷俑的制作工艺和艺术特点是中国创造的遥 在使
用人工智能系统进行分类之前袁 我们没有人知道这
种情况遥 但是通过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取得了这样
的发现遥所以对于 谷歌 来说人工智能在文化领域的
推进和商业领域的推进是互相促进的遥 冶

此外袁 谷歌也同样将很多的技术和算法应用到
不同的领域袁目前专注的一个领域是医疗健康领域遥
野我们也希望因为有了 AlphaGo 在方法论上的突破袁
将来我们能够在医疗袁 比如说癌症治疗领域取得一
些突破性的成果遥 冶 褚鹏

野脱贫攻坚
战要要要星光帮扶
行动冶 新闻发布
会日前举行遥 项
目发起人成龙携
包括白百何 尧李
冰冰 尧 吴京 尧陈
坤 尧 陈思诚 尧周
迅尧 姚晨尧 黄晓
明尧黄渤尧景甜等
在内的众多明星
团队和艺术家设
计师团队亮相遥

野脱贫攻坚
战要要要星光帮扶
行动冶 是由电影
频道节目中心主
办遥 活动旨在会
聚众多组明星团
队与 10 支著名
艺术家设计师团
队袁 打造包括电

视节目尧影像作品尧网络商店尧线下活动等在
内的一系列贯穿全年尧覆盖全国尧联通全媒
体的扶贫公益策划与文艺作品袁在开展切实
有效的扶贫行动袁改善贫困县发展现状的同
时袁吸引全社会对于扶贫事业的关注遥

今年两会袁作为政协委员的演员成龙呼
吁艺人参与扶贫攻坚院野在这个面向未来的
国家战略中袁 我们演艺人要参与到中间去袁
成为扶贫力量的尖兵袁发挥演艺人的社会影
响力遥 冶 他指出袁影视艺人作为被高度关注
群体袁在参与扶贫攻坚战的过程中袁能以各
自的影响力吸引社会的关注袁吸引各界力量
一起深度参与进来遥 发布会上袁众多明星及
其团队通过视频表达了自己加入 野星光行
动冶的强烈意愿遥吴京说院野参与脱贫攻坚战袁
帮助更多的贫困县袁 让更多的老百姓富起
来袁强起来浴冶陈坤说院野这些年我走过很多地
方袁有些地方很偏远尧贫困袁但那里的人们质
朴尧温暖袁我希望通过镜头的力量袁帮助他们
过上更美好的生活遥 冶

此外袁由北京 2022冬奥会尧冬残奥会会
徽设计者尧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副院长林
存真教授带队袁包括隋建国尧刘小康尧吕品
晶尧向京尧瞿广慈尧贺阳尧杨明洁尧仲松尧邹游尧
刘治治等在内的艺术家设计师组成团队袁为
贫困县特色产品倾献智囊袁用当代艺术思维
设计产品的包装袁促使其在当下新媒体时代
得以更好地销售与传播遥 肖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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