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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 蒋跃新 绘

世象管见

《创新简史：打开人类进步的黑匣子》
赵炎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二○一九年六月

黄明朗

“ 我 们 不 能 提 高 劳 动 者 的 工
资，低工资是我们的优势，否则外
国投资都跑到越南等工资比我们低
的地方去了。”

“红包也可以看作医患感情交
流的一种方式，这种有利于医患关
系和谐发展的良性互动，应该被社
会认可。”

“我觉得 80 后男孩如果买不起
房，80 后女孩可嫁给 40 岁男人。
80 后男人如果有条件，到 40 岁再
娶20岁女孩也是不错的选择。”

……
听罢这些话，你的感受如何？
这类挑战公理、颠覆常识的言

论，雅一点叫荒诞不经；俗一点，
就是一派胡言。若出自黄口小儿，
或谓童言无忌；若出自街头混混，
姑且不予理会；可一些人偏偏以专
家、权威的面目出现，就不可等闲
视之了。那些违背常识的话，违背
常识的做法，都是怎么来的？根源
在哪？

首先是愚昧无知，忘记常识。
大跃进年代，屡有“水稻亩产 3万
斤”“小麦亩产 12 万斤”等匪夷所
思的“特大新闻”，究其原因，是
当时人们担心“戴帽子”，于是只
顾放卫星、搞浮夸，把常识丢到九
霄云外去了。时至今日，还有人缺
乏独立思考精神，做出某些荒唐怪
诞的事。日前，有顾客购物时支付
现金，商家却拒不接受，要求用
APP扫码。虽说“非现金支付”有
利于商家防止收到假币，免去找零
等麻烦，但人民币是国家的法定货
币，其价值性、尊严性和流通性受
法律保护，“一手交钱，一手交

货”正当合理。
其次是欲望驱使，抛弃常识。

媒体披露，宁波近期多家 P2P理财
平台出现问题，不少投资人损失惨
重。专家多次提醒，莫贪小利失大
财，有人却充耳不闻，掉进不法之
徒设置的陷阱。有个投资者 5年前
投资 P2P 平台遭遇“爆雷”，今年
又轻信某平台的宣传，惦记数额不
菲的“收益”，再次投资 50 多万元，
没承想再度血本无归。类似情况此
起彼伏，有人不信“十赌九输”，指望
一夜暴富，最终搭上全部积蓄家
产 ； 有 人 不 信 “ 天 上 不 会 掉 馅
饼”，轻信领奖、退税之类谎言，

便宜没占到却血本无归……老话
说，利令智昏，这些人前赴后继地
上当受骗，不就是私利障目，判断
力受到干扰吗？

再次是狂妄自大，无视常识。
买票乘车，对号入座，这是人所共
知的常识。此前，在济南至北京的火
车上，博士孙某自称“站不起来”，不
顾乘警和列车长的交涉，悍然霸占
一位女生的靠窗座位，人们无不义
愤填膺，而孙某却通过微信跟人嘚
瑟：“我把一车厢人耍得团团转。”
人生在世，任何时候都要谨言慎
行，与人共而不骄。但孙某全然没
有“君子三畏”，目空一切，一意

孤行，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
之中，做了几个小时的丑恶表演，
遭到舆论的一致谴责，并因狂妄付
出代价，被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
列入失信惩戒对象名单，在一定期
限内限制乘坐所有火车席别。

还有是别有用心，践踏常识。
一些官员对“手莫伸，伸手必被
捉”“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些常
识不屑一顾，铤而走险，以身试法。
腐败受贿，贪赃枉法，本是人神共愤
的事，属于国家明令禁止、严厉惩处
的不法行为，居然有人罔顾事实和
逻辑，瞒心昧己，指鹿为马，煞有
介事地为贪官收受贿赂辩解，给腐

败行为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对
此，必须严词批驳、坚决抵制。

在高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常
识往往需要更新。比方种庄稼，祖
祖辈辈都在土地上，今天则可以改
到营养液里；过去汽车需要驾驶员，
如今无人驾驶的智能汽车已经问
世。有些问题尚在争议之中，需要继
续验证、澄清。比如，低盐对人体有
益还是有害，生命在于运动还是静
止，养生应该吃素还是吃荤……但
是，水往低处流，太阳从东方升起，
这些是不必经过论证就可认定的常
识，维护这些常识是人们对客观事
物进行认知和行动的正常方式和坚
实基础。反之，怀疑、否定亘古不
变 的 常 识 ， 以 坏 充 好 ， 以 假 乱
真，把谬误当成真理，把异端邪
说 当 成 标 新 立 异 ， 就 是 颠 倒 黑
白，混淆是非。因此，对鱼目混
珠者，应通过事实和科学加以批
驳；对企图掩人耳目者，需及时
制止，以正视听；对居心叵测、
瞒天过海者，给予无情揭露；对谋
财害命、构成犯罪者，坚决打击。

违背常识，根源何在

吴启钱

中国人有着浓厚的群体意识，
各种各样的群体活动既重仪式，更
讲氛围。

比如结婚，常有盛大的婚礼仪
式，中西合璧、雅俗同堂，酒宴与
游戏并举，排场和热闹齐备，新人
难忘，嘉宾喜悦。一些地方为了营
造更好的氛围，还有“婚闹”，意
在让婚姻“越闹越幸福”。

比如聚餐，氛围的营造往往比
酒水和菜肴还重要。如果酒桌上气
氛热烈，大家喝得尽兴，吃得开
心，无论是纯社交的聚会还是谈事
的宴席，都会给宾客留下愉快的印
象，令主人收获满满。若大家只顾
埋头吃饭，没有呼朋唤友、推杯换
盏的氛围，那么这顿饭还不如不
吃。如果大家在一起吃饭却没有什
么声音，一般人肯定认为，同桌吃
这顿饭的关系不睦或者各怀心思，
甚至可能是冤家。

一些老外说中国人在吃饭时大
声喧哗是素质低，其实是他们不了
解中国文化，不了解我们对吃饭氛
围的重视。有氛围的宴席，一定少
不了“段子手”，也一定有会开玩
笑的高手。他们的段子或幽默俏皮
的话，总能调动氛围，让人轻松、
开心。所以，边吃边喝，边说边
唱，边笑边闹，成了宴席上常见的

“风景”。正式宴席如此，大排档夜
宵摊也一样，氛围不可少。仲夏之
夜，在大排档吃小龙虾喝扎啤，也
常会来点猜拳、行点酒令。皓月当
空，欢声笑语，撸袖“吹瓶”，岂
不快哉。

比如丧事，国人也有“喜办”
之风俗，也讲究氛围。一边是哭哭
啼啼，一边是鼓乐齐鸣，一边是肃
静悲哀的灵堂，一边是热气腾腾的

“流水席”。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在日常工

作和生活中，营造一定的氛围，有
助于交往的顺畅，有利于人际关系
的和谐，也有利于工作效率的提
高。但过犹不及，“氛围”搞过了
头，变成“疯为”，就会带来麻
烦，甚至造成严重后果。

像婚礼上，一些雅俗共赏的节
目，确实可以增加欢乐气氛。然
而，“婚闹”超过一定限度，变成
胡闹，结果就适得其反。前段时
间，一则“疑似某地婚闹伴娘被多
名男子压在床上猥亵”的视频在网
上热传，视频显示，几名伴娘被多
名男子压在床上，其中一男子还做
了不雅举动。这种行为不仅受到舆
论的强烈谴责，也引起警方的高度
重视。借氛围之名，损害他人尊
严、名誉、人身自由等违法犯罪行
为，常常闹得新婚夫妻生出口角，
闹得伴娘人身安危堪忧，甚至闹出
人命。这般“婚闹”，谁能消受，
没有了这样的氛围更好。

酒桌上也一样。适当的玩笑和
幽默，能让氛围活跃起来，让酒宴
在愉快中进行。不过，我们也常见
另一种情况：或因玩笑过头而吵
架，或因“黄段子”让人尊严受
辱，或因劝酒过分而相争打架，
或因言论出格被人曝光而丢了工
作……把好事整成了坏事，把喜
剧变成了悲剧。大排档夜宵摊，
猜拳行令、斗酒狂欢的“氛围”
过于热烈，也一定是有人欢喜有
人忧。那些住在附近的居民，深
更半夜都不得安宁，吵架甚至打
架斗殴等恶性案件，每年夏天都有
发生。

氛围让人喜悦，“疯为”却要
付出代价。两者的界限，还应由法
律的红线、文明的界线和自律的底
线三条线织成。能守住这三条线的
人，氛围会带来开心快乐；守不住
这三条线的人，就可能为“疯为”
埋单。

莫让氛围变“疯为”

《5G时代：什么是5G，
它将如何改变世界？》
项立刚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年4月

朱晨凯

5G 被誉为“数字经济新引
擎”，是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
算、区块链、视频社交等新技术
新产业的基础。随着5G离普通百
姓越来越近，对社会、对个人生
活会有哪些改变和影响？中国通
信业知名观察家、智能互联网理
论专家项立刚在本书中做了系统
回答。书中对5G的三大场景、六
大特点、核心技术、全球格局等
做了清晰介绍，回答了“什么是
真正的 5G”。对 5G 赋能传统产业
进行了深入阐释，为读者勾勒了
交通、医疗、工业、农业等因 5G
而将产生的深刻变革。

书中指出，信息技术是人类
发展的重要力量，现代通信技术
有助于降低社会成本、提升社会效

率、缩小数字鸿沟。从第一代移动
通信到今天的第五代移动通信，每
一代都凝聚了人类智慧和技术发
展的结晶，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科技
水平。5G 是当今这个时代集中了
半导体、通信、人工智能、智能硬
件、新业务与应用的一个全新体
系。它会给社会带来能力和效率的
提升，给经济、文化和网络安全带
来挑战，给传统的运营体系和相关
行业带来深远影响。

作者认为，对于 5G，用更加
开放的心态进行讨论和研究，厘
清发展的轨迹，了解业务与应
用，分析带来的影响，十分有必
要。5G 不仅是一项移动通信技
术，更是影响人类进步与社会发
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弄清楚这支
力量的来龙去脉，我们可以更好
地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了解

技术对于经济、文化的影响。很
长时间里，通信技术给人类提供
的主要是基本通信能力，通信与
传统产业和服务业的融合还有一
定距离。5G 将会渗透到社会生活
的每一个角落，重新定义传统产
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让世界变
得更加美好。随着智能感应、大数
据、智能学习能力的整合，5G会提
高人类的物质生产能力，继而对哲
学、道德、文化产生重大影响。

对于“后 5G时代”人类社会
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作者在书中
作了大胆设想。以往关于5G的图
书大多是从技术角度进行研究，
本书不仅能让读者对5G有大致的
了解，而且重点分析了 5G 对通信
产业和传统行业的深刻影响。对于
想全面了解 5G 的读者，本书提供
了很好的参考和借鉴。

5G时代，会改变我们什么

一是工业与物流业变革。当
前的人类社会，正处于第三次工
业革命的末端，而即将来临的 5G
时代或将掀起第四次工业革命或
技术革命的浪潮。与前两次技术
革命不同，为了顺应时代发展，
从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始，交叉学
科就相继出现，让工业与科技有
机结合，给人类带来一场全新技
术革命的盛宴。在未来的 5G 时
代，工业和物流业将在全新技术
革命的洗礼中迎来颠覆式的发展。

二是无人车间成为基本生产
模式。2016年11月17日，在第三
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富士康总
裁郭台铭作了题为 《智能制造引
领数字经济的发展》 的报告，该
报告指出，目前在物联网大数据
的支持下，富士康已经有几座工
厂可以关灯生产。未来智能互联
网全面爆发以后，无人车间将不
再是少数企业的试验工厂，而是
大多数制造商的常规生产模式。
用于工业和制造业生产的机器
人，将越来越走向精细化操作，

体积也将变小，不仅生产效率急
速提升，产品质量也将大大提
高。到了那个时候，人机操作的
模式也渐渐不再有必要，劳工会
完全被机器人取代。

三是定制化生产大行其道。
在大数据和物联网的支持下，部
分商品开始逐步从大规模生产模
式向个性化定制模式转型，生产
商利用互联网为用户开设定制化
平台，利用大数据对客户需求、
原材料的成本和数量、库存管
理、现金流掌控进行分类、统
计，根据数据进行销售战略部
署，根据不同客户的个性需求定
制生产方案。许多一线品牌也加
入了定制化生产的大军，包括耐
克、阿迪达斯推出的个性化私人
定制运动鞋；巴宝莉联合梦工厂
动画公司，通过可视化技术，推
出定制围巾；京东公司联合国内
众多定制知名品牌，推出衣饰穿
戴的定制服务。

四是资源配置效率更高。“工
业 4.0”的目标，是实现定制化智

能生产，让每一个消费者都能按
照自己的意志支配商品的生产，
甚至不用亲自操作，通过智能家
居的万物互联就能替用户接单，
完成定制化生产。比如，家中的
智能冰箱能够感应到里面食材的
减少，根据数据库中记录下的购
买信息，精确判断出用户的饮食
习惯和口味，自动向电商平台和
店家发送订购信息，店家接单以
后，会及时发货并送到用户家里。

5G 时代，我们想要实现上述
场景，工业加工、制造业生产、
物流配送等环节就必须优化资
源，才能实现高效率的资源配
置。中国的制造业在当下面临各
种困局，转型之路似乎异常艰
难，在未来智能物联网的大数据
时代，摒弃传统的机械思维，积
极转换成大数据思维，以新的思
维方式重新整合资源配置，是中
国制造业可行的出路之一。当
前，已经有许多企业和工业区在
探索这条全新的道路，并且得到
政府的支持，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5G能解决中国制造业的哪些困境？

5G 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
段：一是标准制定、技术研发和
产品研制，在产业界各方的共同
努力下，目前5G技术和产品日趋
成熟，系统、芯片、终端等产业
链主要环节已基本达到商用水
平，具备了商用部署的条件；二
是频谱分配、网络建设和政策完
善阶段，目前国内已明确了5G中
频段频率规划及试验频率，制定
了相关分配方案，基础电信企业
陆续发布5G部署相关计划，积极

开展5G试验，推进网络建设；三
是应用推广，构建融合应用产业
生态。

随着 5G 商用元年的到来，在
自动驾驶、工业生产和公共交通等
方面，5G 都将大显身手。举例来
说，今年 2 月，我国首个 5G 高速公
路项目落地湖北，实现对高速公路
全面、实时、准确感知，5G 智慧高
速无人驾驶也进入申请测试阶段。
在工业领域依靠高速网络，可以大
大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在生活中，利用 5G网络高可
靠、低时延的优势更能使远程教
育与远程医疗成为现实，促进优
质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共享。今
年 5 月，全国首例利用 5G 网络实
施的远程肺部手术在江苏完成。
此外，我们的网络费用也会大大
降低。随着5G时代的到来，未来
1G 流量的费用甚至可以降低到一
元，可能还会更便宜。这其中也
有国家政策、市场竞争等因素，
但是技术进步是最核心的。

■5G发展分为哪些阶段？将为生活带来几多便利？

提到手机，过去大家可能更
多想到的是苹果、三星等“外国
货”。但是如今，华为等国产手机
品牌异军突起，在世界市场份额中
占比越来越大，国内的中国移动、中
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自身
的网络建设也越来越快。在5G标准
制定上，我国已经从跟跑者发展到
并跑者再到如今的领先者，在整个
体系中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华为
还获得了5G短码的制定权。

目前，全球只有 4家厂商发布
了 5G 芯片，其中有 3 家是中国厂
商。我国在 5G 技术、标准、产业上
已初步形成竞争优势，在技术标准
方面，我国倡导的5G概念、应用场
景和技术指标已纳入国际电信联
盟（ITU）的 5G 定义，我国企业提
出的灵活系统设计、极化码、大规
模天线和新型网络架构等关键技
术已成为国际标准的重点内容。截
至 2019 年 5 月，在全球 20 多家企

业的 5G 标准必要专利声明中，我
国企业占比超过 30%，居首位。在
产业发展方面，我国率先启动 5G
技术研发试验，加快了 5G 设备的
研发和产业化进程。目前，我国5G
中频段系统设备、终端芯片、智能
手机处于全球产业第一梯队。

“一个好汉三个帮”，世界地
球村中，我国5G的研发过程中也
得到了世界范围相关企业的支持
与帮助。我国一直秉持开放、包

容、合作、共赢的理念，与全球
产业界携手推进 5G 发展。2013
年 ， 我 国 成 立 了 IMT- 2020

（5G） 推 进 组 ， 爱 立 信 、 诺 基
亚、高通、英特尔、罗德与施瓦
茨等多家知名国外企业都是推进
组成员单位。基于推进组平台，
国内外企业联合开展技术研究、
技术试验和产品测试验证，共同
制定技术规范和测试规范，并积极
参与测试，全球系统设备、芯片、终
端、测试仪表等企业相互合作、共
同促进，对加快我国 5G 产业链的
发展成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在5G技术研发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精彩书摘】 【周边图书】

本书从全新的视角，详
细、独到地讲述一系列人类社
会的创新故事，并分析其中的
各种问题，能够满足我们对创
新的各个肌理的了解与把握。

《新红利：赢在下一个四十年》
滕泰 刘哲 张海冰 著

东方出版社 二○一九年四月

本书是供给侧改革方面的
最新研究成果，根据改革中存
在的问题和新的时代特点，对
目前我国面临的问题做了分
析；结合新经济的兴起，提出
软价值概念，探寻产业升级转
型之道；还分析了如何正确认
识和实施供给侧改革，并对中
国未来经济状况做出展望。

（图书信息由宁波市新华
书店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