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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试睡员”
各地旅游还挣钱

凤头鹦鹉
比大熊猫还珍贵

看看看看名名人人读读书书都都有有啥啥习习惯惯

老翁苦守山梁15年
只为群众煮茶消暑

近日， 香港时代广场举办的 “笑
声笑声 满载温馨” 展览， 以几十年前
的食谱和厨房做主角， 通过讲述香港
人家的味道， 将观众带进一次关于味
觉的回忆之旅。 展品有以迷你烹饪形
式拍摄的上世纪80年代香港家庭菜录
影等。

很多上班族， 工作很勤快， 活得
却并不轻松， 自嘲每天 “跪着挣钱”。
其实， 我们身边还有一批 “躺着挣钱”
的人———去各地旅游， 住高档奢华的
星级或特色酒店 ， 美美吃到嗨翻天 、
爽爽睡到自然醒。 他们的名字， 叫酒
店试睡员。

近日， 在英国布里斯托尔动物园
出生了英国第一只菲律宾凤头鹦鹉 。
别看它现在长得丑陋不堪 ， 但是实
际上， 这种鸟的濒危程度比大熊猫还
要高。

“井水不枯 ， 茶缸不干 。” 近日 ，
在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的78岁刘淑钦
老人身居深山， 坚持15年免费向周边
群众提供茶水， 事迹引发网友点赞。

“满载温馨”展览
讲述香港人家的味道

当看似冷冰冰的聊天机器人拥有
了 “喜怒哀乐” 的情绪， 机器人就在
“拟人化” 的道路上更进一步。 清华大
学一项最新研究就展示了聊天机器人
表达情绪的可能。

此前的聊天机器人系统在对话质
量上多关注语法性、 多样性以及话题
相关性等方面， 但较少探索如何表达
情绪。 本次研究主要作者之一、 清华
大学计算机系副教授黄民烈介绍， 新
开发的情绪化聊天系统可表达出快乐、
伤感、 愤怒、 厌烦、 好感五种情绪。

比如， 当用户键入 “比情人节更
庸俗的事就是， 对情人节的接待规格
提出要求” 后， 机器人表达快乐情绪
时会回答： “情人节快乐！” 而表达生
气情绪时则回答： “这是赤裸裸的炫

耀啊！”
黄民烈介绍， 这套系统名为 “情

绪聊天机器” （简称ECM）， 它可根
据用户输入以及指定情绪模式， 分类
输出相应回复语句。 它使用了深度学
习技术， 既用于根据用户的输入检测
情绪类别 （喜怒哀乐）， 也用于情绪化
文字内容的语言生成。

社交媒体的海量发帖成为ECM的
学习库。 研究团队编写了 “情绪归类”
算法， 用于辨别从微博等社交媒体网
站上抓取的几万条发帖的情绪。 大量
的发帖与互动数据经过情绪归类后 ，
供聊天机器人学习如何回答问题及表
达情绪。

“ECM目前还停留在文字输入 、
文字输出阶段， 并没有考虑语音语调、

面部表情等方式表达的情绪和情感 ，
所以是很初步的一个探索。 目前也还
没有和硬件实体相结合。” 黄民烈说。

他说， 近些年来深度学习的兴起
推动了机器翻译、 情感分析、 人机对
话等自然语言处理任务的发展 ， 但
还有很多技术难点有待突破 。 比如 ，
如何综合语音语调、 表情、 肢体语言
等各种情境分析用户情绪； 如何生成
符合情境的语言， 不仅仅在内容、 逻
辑、 通顺性等方面， 还需要在情绪表
达上合适， “这些距离实用还有很远
的距离”。

黄民烈认为， 未来情绪化聊天系
统可以应用于服务机器人， 比如情感
陪护、 心理咨询等。

摘自 《太行日报》

聊天机器人也有“喜怒哀乐”

鲁迅读书时喜欢嚼辣椒

鲁迅先生从小就热爱学习， 喜欢
读书。

14岁时， 鲁迅在江南水师学堂读
书。 冬天来了， 天气十分寒冷， 常常
冻得人打冷战。 鲁迅从一本书上看到，
辣椒可以驱寒。 恰好那个学期， 他成
绩优异， 学校奖给了他一枚金质奖章，
鲁迅便把这个奖章拿到南京鼓楼街头
卖掉了， 买回了几串红辣椒， 挂在了
他家书桌的上方。 每当读书感觉到寒
冷时， 他便摘下一个辣椒， 放在嘴里
嚼一嚼， 直辣得额头冒汗。 鲁迅就是
用这种办法驱除严寒， 坚持读书。

后来， 鲁迅逐渐养成了习惯， 连
夏天读书时也要不时嚼一嚼辣椒。

闻一多一看书就“醉”

闻一多读书成瘾， 一看就 “醉”。
闻一多结婚那天， 洞房里张灯结

彩、 热闹非凡。 大清早， 亲朋好友都
来登门贺喜， 直到迎亲的花轿快到家
时， 人们还找不到新郎。 大家东寻西
找， 结果在书房里找到了闻一多。

当时， 闻一多仍然穿着旧袍， 手
里捧着一本书早已入了迷 。 怪不得
人 家都说闻一多不能看书 ， 一看就
要 “醉”。

钱钟书读书时喜欢泡脚

1945年抗战结束后，35岁的钱钟书
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南京中

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
一天， 他正在泡脚时， 一个作者

送来一篇文章让他审阅 ， 文章较长 ，
钱钟书先生用了40多分钟的时间才看
完。 夫人杨绛怕水冷了， 不时往桶里
添加热水， 钱钟书一边双脚互搓， 一
边阅读文稿， 竟然觉得有一种少有的
惬意。

后来， 钱钟书每到要读一本重要
的书时， 就会将双脚泡在滚烫的热水
中阅读 。 到后来 ， 他开始长篇小说
《围城》 的创作时， 也喜欢一边泡脚一
边写作。

华罗庚爱猜想书的谋篇布局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读书的方法与
众不同。 他拿到一本书， 不是翻开后
从头至尾地读， 而是对着书思考一会，
然后闭目静思。

华罗庚是在猜想书的谋篇布局 ，
斟酌完毕之后 ， 他才会再次打开书 ，
如果作者的思路与他猜想的一致， 他
就不再读了。 华罗庚这种猜读法不仅
节省了读书时间， 而且培养了他的思
维能力和想象力。

邓亚萍读书时喜欢站着

被誉为 “乒乓皇后” 的邓亚萍5岁
时就跟随父亲练习打乒乓球。 上学后
在坚持练习打乒乓球的同时， 邓亚萍
并没有放弃文化学习。

邓亚萍喜欢读书， 看了很多世界
名著。 小时候， 她的身材比同龄的孩

子要矮一些。 一次， 她问爸爸： “我
怎样才能长高啊？” 爸爸开玩笑地说：
“你每天少坐多站， 就会长高的。” 邓
亚萍信以为真， 打乒乓球站着， 读书
时也站着， 后来渐渐形成了习惯。

1997年， 带着四枚奥运金牌和18
个世界冠军的荣誉， 年仅24岁的邓亚
萍从国家队退役。 退役后到清华大学
外语系学习时 ， 她就每天站着读书 。
她说： “虽然我早就知道站着读书不
可能长高， 但站着读书有个好处就是，
不会睡着。” 1998年2月， 邓亚萍到英
国剑桥大学读书时， 仍然保持着这一
癖好。

陈道明的床1/3被书占领

看书， 特别是历史书籍， 花费了
陈道明拍戏之余的绝大部分时间。 令
剧组成员感到惊叹的是， 他宾馆的床
上1/3被各种图书占领。

陈道明喜欢看书， 尤其热衷的是
看杂文 ， 从鲁迅 、 胡适 ， 看到柏杨 、
李敖。 在这些杂文大家中， 他对李敖
最为佩服。

陈道明说 ： “李敖是性情中人 ，
我挺喜欢这个人的。 他很年轻化， 属
于战斗者， 是个战士， 战士就得流血，
就得冒着各种枪林弹雨， 我挺佩服他
的。 李敖是近代文坛一个挺重要的人
物， 他冲破了所谓书呆子的概念， 他
很社会化， 有思想， 开放。 而且没把
学问当成一种装饰物。”

摘自 《华商晨报》

？？
很很多多人人读读书书都都有有自自己己的的习习惯惯。。 那那么么，，名名人人们们是是怎怎么么读读书书的的呢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