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柯潔輸給 「阿爾法狗」（Alpha Go）竟然流
淚了，真誠而可愛。知道一些阿爾法狗算法原理
的IT行業人士，在賽前幾乎都一致認為柯潔必輸
無疑，這是算法決定的，不同的只是想看看下多
少手輸。而每場勝負所下的手數越來越少，其實

也是預料之中，阿爾法狗每戰一場，棋力都更加提高一部分。至於
以多少目輸給機器，也沒有什麼參考價值，阿爾法狗的算法是最低
風險取勝法，因此對手棋力越強他下的招數越強，而對手棋力弱化
，他也會相應採取比較保守的方式落子而已。

這一場比賽，或許只有圍棋界人士是真心看待結果的，對於阿
爾法狗的商家谷歌而言，對於整個AI行業而言，這場比賽更重要的
意義是吹起AI泡沫的重要契機。雖然和李世石之戰後阿爾法狗已經
一戰成名，而持續的AI熱度和激起世界人口大國的中國對於AI的興
奮，才是這場比賽的最大收穫。

事實上在圍棋之後，股市一路飆升的都是AI概念股。這場泡沫
背後，魚龍混雜，有的是掛羊頭賣狗肉，把當初本來就是辦公自動
化或者流程自動化的軟件拿出來，換湯不換藥，舊瓶裝新酒，反正
只要客戶相信那裏面有AI就行了。科技在商業領域的真真假假，撲
朔迷離，帶動了一堆受益者，不過只有潮水過後，才知道沙灘上留
下的是什麼。不過更多的商家追求或許是追隨着潮水而來也隨之消
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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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潔的淚 一 度

一九四二
年六月十日，
德國法西斯槍
殺了捷克利迪
策村十六歲以

上的男性公民一百四十餘人和全部
嬰兒，並把婦女和九十名兒童押往
集中營。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國際
民主婦女聯合會在莫斯科揭露了利
迪策慘案等殘害兒童的罪行。為保
障兒童的生存權、保健權和受教育
權，會議決定以每年的六月一日為
國際兒童節。剛成立的中華人民共

和國政府積極響應此舉，次年六月
一日為內地兒童節。而之前四月四
日中國兒童節的習俗，則在香港、
台灣地區保留下來。

音樂與電影是兒童節的年代記
憶。歌曲《讓我們蕩起雙槳》出自
一九五五年電影《祖國的花朵》，該
片已很少被提及，但此歌卻傳唱至
今。那時少兒歌曲大多強調新舊時
代的對比，比如《聽媽媽講那過去
的事情》， 「月亮在白蓮花般的雲
朵裏穿行」的詩意記憶難以磨滅。

香港馮寶寶五歲開始出演市井

電影成為大童星。早年內地童星則
因主演戰爭片家喻戶曉，比如主演
《閃閃的紅星》的祝新運，不過觀
眾記住的更多是他在影片中的角色
名字潘冬子。近年內地童星則出自
綜藝節目《爸爸去哪兒》，香港吳
鎮宇、台灣林志穎等帶兒子參加過
此節目後走紅，星二代成為童星主
流。卡通片一直是兒童節的主角，
香港的麥兜，內地的喜羊羊與灰太
狼，日本多啦A夢二○一五年在內
地創下五億多票房的新高。

戰爭年代的難日，成為和平年
代的娛樂消費節，兒童節更如此。

陳先生和
陳太太去一家
新開張的酒家
午膳，發覺餐
牌上的價錢很
貴，比人家貴

百分之五十。陳先生說： 「不怕，
我有貴賓卡，八折優待。」

想不到陳先生把貴賓卡拿出來
結帳時，夥計說： 「對不起，卡上
寫得明白，周六周日無優待。」

陳太太黑着臉說： 「這個故事
教訓我們，便宜莫貪！」

飲茶後他們在商場閒逛，一個
身材極好，穿着背心短褲的女子迎
面而來。陳先生覺得她有點面善，
回頭看了一眼，因為沒有停步，竟
碰在一部嬰兒手推車上。

陳太太冷笑說： 「這故事教訓
我們，非禮勿視！」

他們經過一間珠寶店，飾櫃中
有一套首飾，燈光照射下，十分耀

眼。陳太太停步欣賞。陳先生想討
她歡心，陪笑說： 「有興趣？」陳
太太不置可否，陳先生請店員拿出
來看，價錢牌上有幾個零他一時數
不清楚。店員說： 「今天特價，有
八折。」陳先生說： 「款式不合意
，謝謝你！」

陳太太嘲笑地看他一眼： 「這
故事教訓我們，人貴有自知之明，
否則自討沒趣。」陳先生聽出她話
中有話，諷刺他最近跟一位美少女
WhatsApp互通消息的事。

陳先生搖搖頭： 「娶了一位伊
索寓言太太，事事都有教訓！」

台灣原《聯
合文學》總編輯
丘彥明接受訪問
，談到台灣文學
八十年代的黃金

歲月。
想一想，八十年代竟是中港台

三地的文學蓬勃復甦的年代，這是
歷史發展的偶然，還是必然？

八十年代的大陸，改革開放初
起，文學的禁區與經濟的禁區同時
被衝破。年輕作家膽子大，春江水
暖鴨先知，他們一些新作在死水裏
投下石頭，泛起漣漪，引起連鎖反
應。此後閘門大開，新老作家競相
突破，形成一時的繁榮局面。

台灣也是，八十年代言路漸開

，黨外初試啼聲，文學作為思想的
前沿陣地，先行整軍出發。當時《
聯合報》和《中國時報》為爭讀者
，各出奇謀，拉攏名作家，巧立名
目搞綽頭，於是一時間好戲連場，
蔚為風氣。

香港最少思想禁區，但因高度
商業化，文學營養不良，但兩岸的
文學新動向，也很容易波及這個蕞
爾小島。老作家久休復出，新作家
一鳴驚人，在在使香港的作家們心
癢難搔。再加上內地南來新移民生
力軍加入，台灣也有文化人移民過
來，兩邊夾擊之下，香港文學不繁
榮都很難。

八十年代文學現象，值得好好
研究。

八十年代 斯 人 先生從美國向
加拿大溫哥華的一
家旅遊公司報名，
參加了一個從溫哥
華出發去落基山的

豪華團，說讓我在幾個月辛苦寫作之
後放鬆一下。

其實，豪華團和普通團的區別據
說也就是酒店的差別，酒店的價格拉
開了你參團最後的總價格。

從溫哥華上了旅遊大巴士，往落
基山方向進發。第一天，酒店還沒見
到，團友們在中飯時有了交流。這才
發現這豪華團的成員絕大多數竟然來
自中國。不服不行啊！導遊是個二十
多年前移民加拿大的香港人，說着不
鹹不淡的普通話，人很友善。旅遊車
的司機是加拿大人，車子是滿新的奔
馳大客車，條件很好，司機的車也開
得很穩。

我們一早在列治文上了車，車子
又到溫哥華的本拿比接了更多的遊客
，便一鼓作氣開到一個加拿大不知名
的小鎮停下讓大家吃午飯。午飯安排
在一家酒店的中餐館裏，酒店是一個
香港人開的，香港人照顧自己人的生
意吧。

我們這一桌的人十一個，左邊坐
着一家三代六口人，來自上海，與先
生是老鄉，於是嘰嘰呱呱吳儂軟語響
了起來；右邊坐着一家三口，來自首
都北京，北京小姑娘剛考完高考，父
母獎賞孩子出國旅行。這兩家都給我
留下了很不錯的印象，尤其是上海人
那家，三代人其樂融融，要在加拿大
深度遊玩一個月，即跟完團看過落基
山之後，他們還在多倫多租了一間房
，全家預備在那裏住段時間。中國人
現在真的知道該怎麼玩！

參團旅遊 海 雲

現代人自
由行旅遊，除
了買本旅遊書
做依據，多還
上網查資料，

參考 「驢友」們的旅遊經驗和心得
，再定出自己的旅途攻略。

「攻略」，來自日文的一詞，
相比 「計劃」，似乎多出了巧用心
思、布線合理、節約費用的意思。

這三項在 「自由行」中也確然
重要，大家求的就是用最少的金錢
，走最多值得一看的景點，以求得
旅遊利益最大化。

旅遊書會簡介各地著名景點，
也會簡介其歷史，但景點介紹不全
，也很少指示哪條路線最為合理。
這時，網上 「驢友」的帖子就是最
好的補充資料，能助 「攻略」趨於
盡善盡美。

不同出版社出的旅遊書，內容
側重點也有不同。如介紹俄羅斯遊
的旅遊書，台灣出的書對亞斯納亞
─博利爾納（中文指 「空曠的林間
空地」）的托爾斯泰莊園就一字未
着，但內地出的旅遊書就詳細介紹
了從莫斯科到圖拉市的火車車次、
從圖拉到莊園的公共巴士班次、莊

園開放時間及入場券價格。這就充
分反映出托爾斯泰在兩地文化中的
地位和影響。

我們買的是台灣旅遊書，只能
上網求助網友的資料，結果找到了
極重要的資訊，幫助我們完善了俄
羅斯自由行 「攻略」，讓我這個托
翁 「粉絲」，得以一還向他致敬的
宿願。多年來我喜歡並已習慣了 「
自由行」。每次規劃外遊攻略就是
一次學習和發現，這過程充滿了挑
戰與興奮，同時讓自己變得更聰敏
和豐富，達成了心目中 「自由行」
的某些目的。

旅遊攻略 凡 心

粵劇於二○
○九年被列入聯
合國非物質文化
遺產名錄，較京
劇還要早了一年

。學術界普遍認為其中一個原因，
乃是粵劇在海外地區流傳甚廣。甚
至有一個說法，就是在唐人街等地
方，都能夠聽到一句唱詞： 「落花
滿天蔽月光……」可見粵劇《帝女
花》對華人文化和戲曲藝術影響至
深。

《帝女花》乃是仙鳳鳴劇團的
開山戲寶，也是名伶任劍輝、白雪

仙、梁醒波、靚次伯和編劇唐滌生
的傳世之作，實在是香港本土文化
瑰寶。除了白雪仙之外，以上各人
都已經仙遊。名伶白雪仙雖然已屆
九十高齡，但仍然活躍於粵劇界，
持續指導後輩演出，對粵劇的傳承
和發展貢獻良多。香港中文大學圖
書館為了表揚白雪仙和仙鳳鳴劇團
的藝術，現正舉行 「九十風華帝女
花」展覽，令戲迷及觀眾可再睹偶
像的風采。

展覽主要是 「任白」於六十至
七十年代的演出劇照和生活照片。
但我覺得最珍貴的是《再世紅梅記》

的泥印本。這種曲本其實即是劇本
，供演員、樂師及後台人員排練和
演出之用。雖然曲本是由編劇創作
，但香港粵劇界的運作方式，乃是
由文武生（即主角）自己保存一套
約二十份的曲本，然後每次演出便
拿出來供各人員所用。因此即使是
同一個劇目，每位文武生都會因應
自己的演出風格，將曲本略作增刪
，成為自己專用的曲本。從《再》
的泥印本，可看到任、白對劇本唱
詞或唸白親手作出的記號，讓觀眾
可以理解他們為何會作出如此改動
，為劇本精益求精，永垂不朽。

九十風華帝女花 輕 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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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新酒牌公告
震陞雲南飲食

現特通告：王譯鈿其地址為新界安
蔭邨盛蔭樓3510室，現向酒牌局申
請位於新界葵芳信芳街35號及37號
葵福大廈地下1號及2號舖震陞雲南
飲食的新酒牌。凡反對是項申請者，
請於此公告刊登之日起十四天內，
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
交新界大埔鄉事會街8號大埔綜合大
樓4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7年6月1日

廣東省廣州市番禺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6）粵0113民初2614號
任大志：

本院受理原告李杰明訴被告任大志共有糾紛一
案〔案號：（2016）粵0113民初2614號〕，因你〔任
大志，香港居民，出生日期：1973年12月31日，香
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號碼：K236409（3）〕現下落
不明，依法向你公告送達起訴狀及證據副本、普通
程序舉證須知、開庭傳票等資料。自本公告發出之
日起，經過三個月，即視為送達。提出答辯狀及舉
證期限均為送達期滿後的三十日。本院定於2017年
10月10日上午9時00分，在本院第十審判庭開庭進
行公開審理。逾期將依法判決。

特此公告。
廣州市番禺區人民法院
二○一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EHAB HAMAYUN：
本院受理原告何曉璐訴被告EHAB HAMAYUN

離婚糾紛一案，已經審理終結。因你方在訴訟期間下
落不明，無法送達，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
法》第九十二條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本院（2016）
粵0104民初41159號民事判決書。判決內容為：准許
原告何曉璐和被告EHAB HAMAYUN解除婚姻關係。
本案受理費300元（原告已預付150元）、公告費1900
元（原告已預付950元）由原告何曉璐負擔。

自公告之日起三個月，即視為送達。如不服本判
決，可在本判決書送達之日起30日內，向本院遞交上
訴狀及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決即發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7）粵0103民初3425號
江杏芳、中國房地產開發廣州公司、廣州南方房產實業有限
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崔彩洪、江國泉訴被告江杏芳、江小華、
江小敏，第三人中國房地產開發廣州公司、廣東華僑房產開
發公司、廣州南方房產實業有限公司遺囑繼承糾紛一案，因
以其他方式無法送達起訴狀副本和開庭傳票等法律文書給你
們。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第
（八）項、第二百六十八條的規定，現依法向你們公告送達
起訴狀副本和證據副本、應訴通知書、舉證通知書及開庭傳
票。原告的訴訟請求為：1、判令廣州市南岸路71號104房商
舖由兩原告繼承；2、判令第三人立即協助原告到房管部門
辦理廣州市南岸路71號104房商舖不動產變更登記。自公告
之日起滿三個月，即視為送達。提出答辯狀和舉證的期限為
公告期滿後的30日內。本案適用普通程序組成合議庭於2017
年11月1日9時在第三法庭開庭審理，逾期將依法缺席裁判。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二○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6）粵0103民初2489號
WEN ZHEN ZENG（曾文楨）：

本院受理原告梁家偉訴被告WEN ZHEN
ZENG（曾文楨）離婚糾紛一案，已審理終結。
現依法向你公告送達本院（2016）粵0103民初
2489號民事判決書，判決：准許原告梁家偉與被
告WEN ZHEN ZENG（曾文楨）離婚。本案受
理費300元，由原告梁家偉負擔。自公告之日起
經過90日即視為送達。如不服本判決，可於判決
書送達之日起30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並按
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交副本，上訴於廣州市中級
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二○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7）粵0103民初3386號
李順結、梁莉莉、李詩銘、李承麟：

本院受理原告李順意訴被告李孫富、李順屏、
李順結、梁莉莉、李詩銘、李承麟共有物分割糾紛
一案，因依其他方式無法向你們送達開庭傳票，依
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二條的規
定，現向你們公告送達（2017）粵0103民初3386號
案開庭傳票。本案定於2017年9月14日下午14:30在本
院第11法庭開庭審理。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
九十日，即視為送達。提出答辯狀的期限和舉證期
限為本公告送達期滿後的十五日，逾期本院將依法
判決。聯繫人：侯煒邦、黃佩儀（電話：83006169、
83006134），地址：廣州市龍溪大道273號。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二○一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7）粵0103民初3427號
江杏芳、中國房地產開發廣州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崔彩洪、江國泉訴被告江杏芳、江小華、
江小敏，第三人中國房地產開發廣州公司、廣東省信託房產
開發公司遺囑繼承糾紛一案，因以其他方式無法送達起訴狀
副本和開庭傳票等法律文書給你們。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
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第（八）項、第二百六十八條
的規定，現依法向你們公告送達起訴狀副本和證據副本、應
訴通知書、舉證通知書及開庭傳票。原告的訴訟請求為：1、
判令廣州市林和西路紫荊花園紫荊街3號之一商舖由原告繼承；
2、判令兩第三人立即協助原告到房管部門辦理廣州市林和西
路紫荊花園紫荊街3號之一商舖不動產變更登記。自公告之日
起滿三個月，即視為送達。提出答辯狀和舉證的期限為公告
期滿後的30日內。本案適用普通程序組成合議庭於2017年11
月1日14時30分在第三法庭開庭審理，逾期將依法缺席裁判。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二○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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