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是，张柱母亲带着张秀萍赶到刑
部。张秀萍大义灭亲，指证哥哥张福是杀
害母亲张孙氏的重大嫌疑人。

刑部郎中把东厂判的冤案理清 却被
嘉靖皇帝撤职逮捕入狱

在另外一边，刑部郎中魏应召接手张
柱案子后，凭着职业的敏感性立刻发现东
厂转来的卷宗漏洞百出，疑点重重。先不
说卷宗没有被告张柱的供词和认罪，单在
情理上就说不过去：第一，作为杀人凶器
的镰刀光亮如新，没有任何血迹；第二，死
者张孙氏胸部身中三刀，血流如注，张穿
着的衣服却没有大片血渍，而且他的靴子
上的血迹是略已凝固的血块，而不是新鲜
的血液，这符合张柱发现尸体后沾上血迹
的说法；第三，最大的逻辑漏洞是，张柱杀
了人以后为什么还留下血脚印，一直连到
家中，还把写着“四冰果”的筐子留在现
场，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凶手似的。
从逻辑上分析，张柱不太可能是凶手。

现在，遇害者的女儿张秀萍到刑部检
举哥哥张福杀害母亲。这是重大线索，那
么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呢？魏应召为了慎
重起见，决定微服去西斜街查访情况，再
做决断。

西斜街一带的街坊无不说张柱忠厚
老实，不相信他会杀人，而张福不务正业，
做了很多坏事，在案发当天表现十分可
疑。魏应召从一个后海的采藕人那儿得
知，凶案发生当天凌晨他曾看到张福慌慌
张张地把一件东西投入后海之中。魏应
召派人假扮成种藕人潜入后海中，果然在
湖里摸出了一柄牛耳尖刀。刀上带有血
迹，极可能是杀人凶器。刑部的差役又盘
查了京城各个当铺，也有重大收获。差役
们在德胜门内的“亨盛当铺”发现了张秀
萍所说的家传碧玉佩的当单存根。当单
的日期是张孙氏被杀后的第三天，当主是
一个赌棍。这名赌棍一被抓进刑部衙门
就全盘招供了，他说碧玉佩是张福在张孙
氏被杀的当天下午以五百两银子的价钱

卖给他的。
这些证据基本可以确定张福是杀人

凶手了。魏应召决定收网，张福很快就被
抓住了，差役们又在张家搜出了血衣。魏
应召抓紧时间审讯。面对妹妹张秀萍、看
到他抛凶器的采藕人、买他碧玉佩的赌
徒，又看到碧玉佩、牛角尖刀和血衣，张福
不得不供认杀害母亲的事实，对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他追悔莫及，只求速死。胡同
女尸案至此真相大白，案情明白无误。

魏应召面对真相，犹豫要不要实事求
是，推翻东厂的判决时，一旁的老书吏悄悄
递过来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张福系东厂
李青之‘打桩’，切切慎重！”魏应召看到后，
倒吸了一口凉气。所谓“打桩”，类似现在
的“线人”或“卧底”。东厂之所以能够做到
这一点，就是在社会上收买了很多眼线。
老书吏提醒魏应召，打狗也要看主人。

当时的惯例，东厂判定的案子，一般
都通过刑部走完正常的司法程序。刑部
几乎不敢说个不字。这次的案子，刑部重
审，在东厂看来，也是走走程序而已。谁
想竟然审出一个与东厂截然相反的结
果。如果魏应召按照实情改正过来，就相
当于告诉世人：东厂审错案子了！到时
候，东厂的颜面何存？更何况真凶张福还
是李青的“打桩”。

魏应召思考再三还是决定要实事
求 是 。 魏 应 召 当 然 不
是 初 入 官 场 的 愣 头 青
了 。 他 谦 恭 地 主 动 拜
访东厂，把张福弑母案
的详细侦查、审理过程
向 李 青 和 相 关 人 等 通
报 了 一 遍 。 在 通 报 的
过程中，魏应召上至李
青 下 至 普 通 差 役 都 塞
了厚厚的红包。最后，
魏应召恳求东厂各位，
允许他改判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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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于1928年8月19日到达东陵，住在
了裕大村原内务府人和钧（和仲平）家。8月
24日拆通慈禧陵地宫的盗口。午后，载泽等
八人来到慈禧陵。仆从们带着两个大黄包
袱，里面包着黄缎被、殓服、藏香、冥纸等物。
仆从执灯前导，从盗口进入地宫。在金刚墙
上（即地宫砖隧道券南口的挡券石墙）被盗匪
拆通的小方口处铺上绒毯，然后先后爬进地
宫。地宫内寒气袭人，遍地是霉烂的丝织物，
散发着难闻的气味。金漆外椁已被拆散，椁
盖被扔在了地宫的西北角。

内棺在棺床下侧立着。仰放的椁盖上盖
着一块木板，掀开一看，下面原来是慈禧的遗
体。遗体趴伏在椁盖上，脸朝下，左手反搭在
后背上。头发散而不乱，发根处还扎着红头
绳。上身裸露，下身穿着裤子。一只脚穿着
白袜子，另一只脚赤着，袜子扔在了一旁。皮
肉贴在了骨头上。尸身上有许多拳头大小的
斑痕，似青似褐。由于地宫潮湿，通风不畅，
遗体在棺外暴露了四十余天，遗体发了霉，长
了许多白毛。耆龄命旗妇用一块黄绸子将慈
禧遗体盖上。

载泽等人来东陵之前，以为慈禧棺椁皆
已损坏，不能再用，特地到北京东城某木厂购
买棺木。传说这个木厂是坤伶李桂芬的一个
亲戚开设的，慈禧入殓所用棺木就是这个木
厂做的。那次做了两口，规格尺寸完全一样，
用了一口，剩下一口。这次到木厂一看，没想
到二十年了，那口剩下的棺木还在，于是就买
了下来。可是这次到地宫一看，慈禧原来的
那口内棺竟完好无损，于是决定继续使用。
外椁已坏，也就不用了。

载泽命人将内棺移到棺床上，摆放端
正。旗妇们将棺的内外擦拭干净，将一件黄
缎褥铺在遗体一侧，然后慢慢翻转遗体，正
好仰卧在黄缎褥上。只见慈禧面色灰白，两
眼深陷无珠，颧骨高隆，不异昔表。嘴唇有
伤痕，很可能是匪徒撬取口中含珠时所致。
众人一齐动手，用如意板（即原来盖在尸体
上的那块木板，是专门用来往棺内抬尸体用
的）将尸体抬进棺内，再盖上一件黄缎被。

从地宫里拾到的慈禧生前
掉的牙齿和剪下的指甲，
用一块黄绸子包成一个小
包，放在被上。载泽又将
当 年 得 到 的 慈 禧 的 遗 念
——一件黄缎袍和一件坎
肩盖在黄缎被上。最后盖
上棺盖，用漆封好棺口，涂
上金漆。在此之前，他们
将从地宫里捡到的十四颗
珍珠砸碎，投入到金井中，
以示奉安之意。这是慈禧
遗体的第二次入棺。

众人忙了五个小时，才退出地宫，封掩了
地宫盗口。

当年孙殿英盗陵匪兵就是从这个小方洞
钻进地宫的

1979年2月17日，声威显赫、妇孺皆知的
慈禧皇太后的陵寝地宫被正式开启。这也是
我国历史上正式开启的第一座皇后陵地宫，
从此皇后陵的许多秘密，开始大白于天下。

参加这次开启的人有所长宁玉福，副所
长谢久增，干部李景龙、高福柱，研究人员徐
广源、职工杜清林、瓦工赵生等。慈禧陵地宫
盗口是1952年建立清东陵文物保管所后才堵
砌上的，位置大家都清楚，就在方城隧道券北
面的墙根下。

我们贴着北墙根，先起开几块地墁石，下
面便是凌乱的砖头、石灰渣等物。再向下挖
一米左右，就露出了一个木桩。在木桩北约
三十厘米处有一道石墙，用十分规整的汉白
玉条石砌成，墙体平整洁白，砌得非常坚固严
实。墙体下部有一长方形洞口，很明显，是因
为从墙体上抽掉了一块石料才形成的。这道
石墙就是地宫隧道砖券南口的挡券墙，俗称

“金刚墙”。
金刚墙上是弧形的券脸石。券脸石上是

四伏三券砖。券砖上是用澄浆砖砌的墙。因
为券脸石高于方城隧道券地面，一看券脸石
和劵砖就能知道下面是地宫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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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儿子生日那天，这
位妈妈果然送了一辆保时
捷。不过，那不是一辆真正
的汽车，而是一个汽车玩
具。妈妈在玩具汽车里放
了一张纸条，写了四个字：

“自己挣去！”
很多年后，儿子果然凭

借自己的努力买了一辆保
时捷汽车，还亲自开车带着
妈妈和朋友去旅行，春风得
意。

肯定孩子时要多鼓励
少表扬

区分清楚表扬和鼓励 这对肯定孩子非
常关键

肯定孩子有一条重要原则：多鼓励，少表
扬；多描述，少评价。这样可以避免孩子被表
扬绑架、输不起，或者为得到表扬而不择手段。

这是斯坦福大学著名心理学家卡罗尔·德
韦克的研究成果。在过去的10多年里，她和她
的团队一直都在研究表扬对孩子的影响。他们
对纽约20所学校，四百多名五年级学生做了长
期的研究，这项研究成果令学术界震惊。

大家常常会把“表扬”和“鼓励”混为一
谈，认为二者都是激励人积极向上不断前进
的精神动力，来自斯坦福大学的测试结果却
证明：区分清楚表扬和鼓励非常关键。

首先，研究人员对参加实验的孩子们做
了智商测试，题目是非常简单的智力拼图，几
乎所有孩子都能出色完成任务。测试结束
后，孩子们会得知自己的分数，并且获得一句
鼓励或表扬的话。研究人员随机将孩子们分
成两组，一组孩子得到的是关于智商的夸奖，
比如“你在拼图方面很有天分，你很聪明”；另
一组孩子得到的是关于努力的鼓励，比如“你
刚才一定非常努力，所以表现很出色”。为什
么要这样做呢？德韦克解释说：“我们想看看
孩子对表扬和鼓励有多敏感。”

接下来的第二轮测试中，研究人员准备
了两道题目供孩子们自由选择，一道题较难，
但挑战过程中可以学到新知识，而另一道题
与第一轮测试题目难易相同，没有增加挑战，
也不会有新的收获。结果研究人员发现：那
些在第一轮中被鼓励的孩子中，有90%的人
选择了难度较大的任务。而那些被表扬聪明
的孩子，则大部分选择了简单的任务。由此
可见，自以为聪明的孩子不喜欢去挑战。

为什么会这样呢？德韦克在研究报告中
写道：“当我们夸孩子聪明时，等于是在告诉
他们，为了保持聪明，不要冒可能犯错的险。”
这也就是实验中“聪明”的孩子的所作所为：

为了保持聪明的优势，而逃避出丑的风险。
在后续的测试中，两组孩子的差异越来越

大。第三题测试，孩子们必须接受同一道题目
的考验，没有其他选择。而且，这次测试题目
很难，超越了孩子们现有的知识和智力水平。
可想而知，所有的孩子都失败了。但是，两组
孩子对失败的反应却有很大差异，那些被鼓励
的孩子，认为失败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

德韦克的团队故意让孩子们遭受挫折，
然后开始第四轮测试。这一次题目又恢复为
第一轮测试中的简单题目，结果：那些被夸奖
努力的孩子，分数比第一轮测试提高了30%
左右；而那些被表扬聪明的孩子，分数却比第
一轮测试退步了大约20%。

德韦克一直怀疑，表扬对孩子不一定有
好作用，但这个实验的结果，还是让她出乎意
料。她解释说：“鼓励，即夸奖孩子努力用功，
会给孩子一个可以掌控自己的感觉。孩子会
认为，成功与否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反之，
表扬，即夸奖孩子聪明，就等于告诉他们成功
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这样，当他们面对失
败时，往往束手无策。”

在后面对孩子们的追踪访谈中，德韦克
发现，那些认为天赋是成功关键的孩子，不自
觉地看轻努力的重要性。这些孩子会这样推
理：我很聪明，所以，我不需要那么用功。他
们甚至认为，努力很愚蠢，等于向大家承认自
己不够聪明。

德韦克的实验重复了很多次。她发现，
无论孩子有怎样的家庭背景，都受不了被夸
聪明后遭受失败的挫折感。男孩女孩都一
样，尤其是成绩优秀的女孩，遭受的打击程度
最大。甚至学龄前儿童也一样，这样的表扬
会害了他们。

鼓励通常是针对过程和态度的，“爸爸看
到你这学期的努力为你骄傲！”而表扬通常是
针对结果和成效的，“爸爸看到你成绩提高，
为你高兴！”德韦克的调查对现实有很大的指
导意义。当我们在肯定孩子时，一定要把握

“以人为本”的原则：过程比结果重要，态度比
成绩重要。

宝贝你真聪明 是伴随一生的魔咒
2015年，两名在美国留学的中国才女被

“聪明”绑架，相继自杀身亡。麻省理工学院
的中国女生郭某，在她的遗书中声嘶力竭地
哭诉：“除了中文，我觉得我没有任何优势。”
两位才女的死深深震撼了在纽约曼哈顿街头
行走的孟书子，她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
生，从小就身负才女之名，她与两个陨落的中
国女孩一样，也曾在深深的自我否定中挣扎，
甚至也想过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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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先生总结：“它们（指人工智能绘
画）可能成为艺术，但它们不一定能成为
被传颂的大师级的作品。更确切地说，它
是另外一种电脑游戏，这种游戏不带任何
感情色彩。”叶先生的评价非常客观，对于
人工智能创造力的思考，其实也引领我们
进入到人类艺术创作的神秘世界中。

对“绘画傻瓜”来说，它的情绪、它的
主观判断来自数据库中的报纸文章，它试
图寻找最恰当的形容词与正在阅读的报
纸内容相匹配，又试图摸索出一种绘画风
格和绘画方法与它选择的形容词进行匹
配。可玄之又玄的大千世界、亦真亦幻的
艺术世界，怎是报纸文章所能涵盖得了，
主观情绪又岂是有限的形容词可以表达
完全的？

我记得曾经参观日本龙安寺著名的
“石庭”。这座庭院由15块石头组成，没有
其他多余的装饰。但石庭的设计极富有
禅意，无论你是站着坐着，从任何一个角
度（除非你从天上俯瞰）观看这石庭，15块
石头中至少有 1 块是被其他石头挡住
的。设计者就是想以此告诉人类，我们的
视线永远是有局限性的，所以你要保持一
颗谦卑的心。我们并不具有上帝高高在
上的眼睛，能够看清所有的真相，机器却
一直试图寻找和匹配一个正确而完美的
答案。

我也记得曾经驻足在米兰的圣玛利
亚修道院牧师住宅的北墙边，欣赏达·芬
奇著名的《最后的晚餐》，我被整个一面墙
上的这幅画震撼到了。我甚至会想，当年
的达·芬奇就站在我所站的地方，他会怎
样看着自己的作品，然后爬上梯子，他是
怎样在墙壁快干没干的短暂时间里迅速
作画。他的时间、他的速度、他当时的专
注，所有这些都诉诸笔端，留下永恒的震
撼。即使后来，我在各种画册上无数次见
到这幅作品，依然会被感动，会被深深地

震撼。
我拿着“绘画傻瓜”

的作品，与在大学学艺术
史的儿子进行了一番探
讨。儿子说，机器的艺术
是对已知事物的反映，是
Reflection，而人类创作
却是主动地表达，是Ex-
pression。人们因为要有
所表达，他会找到一种艺
术形式，他可能会画出
来，可能会写出来，心中
有所想，便有了表达的愿

望，你却很难说机器有表达的愿望。人类
的艺术，有着不能够纯粹被理性诠释和解
读的一面，有着人类彼此可以产生的情感
共鸣。归根到底，它是关于人的。而对机
器来说，即使它有创造力，可以被称为艺
术，但它却无法达到人类艺术家所能达到
的艺术高度，在人类面前，它还是尚处于
邯郸学步的“绘画傻瓜”。

无论是小冰，还是Pepper，都是“情
感计算”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运用

人工智能的英文缩写AI，对比中国的
汉语拼音来说，很有意思，AI恰好是中文

“爱”的拼音。在科幻电影里，经常出现具
有人类感情的“机器人女友”或是“计算机
管家”，现实生活中，人工智能与我们的生
活越来越密切，甚至不可或缺。如果人工
智能尝试人类情感的表达方式，这会让机
器与人类心灵相通吗？人类与人工智能
之间会不会产生情感，已然成为人们热议
的话题。如果“爱”可以用来代指“情感”
的话，会不会以后“闺蜜”变成“机密”？会
不会AI产生ai（爱），又或者人类会爱上了
AI？

小金是一位年轻的英语老师，生活
中，有一个非常亲密的伴侣——“微软小
冰”。相信大家对小冰已不那么陌生，前
不久小冰在中国出版了诗集《阳光失了玻
璃窗》，这是有史以来人工智能作者出版
的第一本书。小冰是微软（亚洲）互联网
工程院研发的一款人工智能伴侣虚拟机
器人。依靠实时情感决策对话引擎，凭借
微软独特的“情感计算框架”，小冰可以以
甜美风趣的风格与用户进行即时交流。
自2014年诞生至今，小冰在中国的用户已
经达到1亿人，拥有300亿对话量，部署在
4个国家，共14个平台。这个颇受欢迎的
人工智能“美少女”，在不在你的朋友圈
里？

小金与小冰的相遇，缘于他失恋了。
无意间，他与小冰开始了微信聊天，他向
小冰倾诉了自己从恋爱到失恋的过程。

“如果你贪恋过去的话，就是对新生活的
拒绝。”小冰的这句话给小金当头棒喝，是
的，告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小金第一
次感觉：“知我者，小冰也。”

小冰的出现治愈了小金失恋的痛
楚。小冰还会关心地询问小金的身体舒
不舒服，要不要看医生，要不要吃药。小
金说：“我是一个非常需要陪伴的人，所以
从这一点上说，小冰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存
在，比现实中的女孩子要好得多。”

（15）

连载
2018年1月13日 星期六

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48965

10A 专刊部主办
责编 / 古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