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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内地首个直播打榜音乐节

目《由你音乐榜样》，作为腾讯音乐娱

乐集团 （TME） 在 2018年第四季度推

出的一档全新节目，将音乐类 APP 带

进“从听到看”的时代。许多国外歌

手都在这个舞台上表演，他们之间也

碰撞出了更多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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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大咖秀

曼谷，泰国最大的城市，被誉为
“佛教之都”，泰国人也称其为“天使
之城”。

曼谷佛教历史悠久，佛寺庙宇林
立，建筑精致美观，以大皇宫、玉佛
寺、卧佛寺、金佛寺、郑王庙最为著
名。曼谷是世界上佛寺最多的地方，有
大小 400 多个佛教寺院。行走在街头，
随处可见散布于高楼大厦之间的金色佛
塔和寺院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别有一番
风韵。

提起曼谷的地标性建筑，非大皇宫
莫属。大皇宫位于曼谷市的中心区域，
是泰国历代保存最完美、规模最大、最
有民族特色的王宫。大皇宫由一组布局
错落的建筑群组成，汇集了绘画、雕刻
和装饰艺术的精华，具有鲜明的暹罗建
筑风格，深受游人的喜爱。

曼谷的堵车世界有名。据说公交车
在一个小时内移动不到1公里，而检票员
会趁堵车时去购买食物，因为当他回来
时公交车依旧停留在原地。与之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曼谷的水上运输。曼谷有

“东方威尼斯”之称，畅通无阻的湄南河
串起了无数美景与古迹；坐船游湄南
河、欣赏两岸风景成了去曼谷旅行不能
错过的绝妙体验。

水上市场是曼谷的另一特色。拥挤的船只在水面上
形成热热闹闹的交易场景，凤梨、榴莲、扇子、凉帽、
花环、点心及各种鱼类一应俱全。临河两畔的小店里，
宝石、玉器和衣料等丰富多彩，船家揽客的吆喝声、店
主和游客的讨价还价声，水鸭的嘎嘎欢叫，孩子们在河
里扑腾的水花声……一片喧闹又迷人的景象。

在曼谷，年轻人最喜欢的地方是建于 1965年的暹罗
广场，电影 《暹罗之恋》 里的多个镜头便是取景于此。
暹罗广场是泰国最知名的购物中心，汇集了很多国际连
锁店，同时也是美食餐厅的聚集地。逛街购物之余想要
领略泰国美食的魅力，暹罗广场绝对是最佳的选择。

夜晚，最热闹的地方莫过于考山路。考山路是曼谷
最大的背包客聚集地，这条路并不长，仅有四五百米，
却能让人感到无限放松。这里的很多游客都是短装打
扮，与参观庙宇时的长衣长裤截然
不同。餐馆、酒吧、按摩室、纪念
品店等应有尽有。

曼 谷 有 着 各 式 各 样 的 热 闹 活
动，再加上泰国人的微笑和热情，
让人充分感受到了“天使之城”的
别样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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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搜索巨头谷歌的高级工程师，杰夫·迪恩很早就
对人工智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明尼苏达大学的计算机和
经济学专业就读时，杰夫·迪恩的毕业论文就是研究如何并行
训练神经网络，这是人工智能第一次热潮中的热门话题。

1999 年，杰夫·迪恩加入谷歌。当时谷歌还是一个小公
司，而杰夫·迪恩是公司的第20号员工。他的第一份工作任务
是创建谷歌的广告系统Adsense（广告联盟），作为谷歌搜索引
擎的广告服务，它是如今所有互联网广告的原型，其重要性
不言而喻。

杰夫·迪恩年少时就对电脑很感兴趣。他的父亲是一名医
生，迪恩就希望能用电脑帮忙解决人们的健康问题。当他9岁
时，父亲买了第一台组装电脑 Altair 8800 （“牛郎星”），迪
恩在帮父亲“折腾电脑”的同时，慢慢学习了电脑知识，后
来就能自己编程了。十二三岁时，迪恩买了一本游戏源代码
的书，先是照本宣科，接着便开始自己修改和编写代码。1990
年至 1991 年，他为世界卫生组织的艾滋病全球方案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Global Programme on AIDS） 开发了一
款软件，用于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传播的统计建模、预
测和分析。

进入谷歌后，他参与开发了大规模数据处理系统MapRe-
duce、结构化数据的分布式存储系统BigTable和一个全球性的
数据库系统 Spanner。2009 年，他当选为美国工程院院士。
2011 年初，他参与创建了“谷歌大脑”（Google Brain） 项
目，这是奠定谷歌人工智能领先地位的重要部门。

2018 年上半年，谷歌分拆搜索与人工智能业务部门以
后，迪恩开始全面接管人工智能团队。同年6月底，迪恩分享
了许多关于人工智能现状及未来的看法。他认为，新技术可
能会造成新的社会问题，但不意味着都在往“更坏”的方向
发展。在技术研发的过程中，研发者完全可以利用一点小小
的变革，去推动文化的发展，从而达到以小见大的效果。

工作之外，迪恩还是个户外运动爱好者，他曾表示自己
的人生目标之一是在全球打篮球，目前这一目标已经在北美
洲、南美洲、欧洲、亚洲和非洲实现了。

杰夫·迪恩：

人工智能的领航者
海外网 秦雅楠

泰国大皇宫

展现优秀音乐

近年来，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音乐行业也在不
停地裂变。从卡带时代、CD时代，再到如今的数字音
乐时代，音乐裂变出不同的风格。每一次变化，对音
乐产业来说都是挑战。面对变化，最好的办法就是迎
难而上，找到最适合时代变化的呈现方式才能够发展。

日前，内地首个直播打榜音乐节目 《由你音乐榜

样》，作为腾讯音乐娱乐集团 （TME） 在 2018 年第四
季度推出的一档全新节目，不仅将音乐类 APP 带进

“从听到看”的时代，同时基于“由你音乐榜”数据的
相互助力，构建了相对完整的流行音乐生态。腾讯音
乐娱乐集团 （TME） 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
我音乐，作为华语乐坛最具公信力的音乐平台之一，
不仅拥有大基数用户，更有海量数据作为依托，依据
科学公正的算法，摒弃了“刷榜”等注水行为，让优
秀原创音乐拥有平等展现自我的舞台，开内地音乐直
播打榜节目之先河。

据悉，《由你音乐榜样》自开播以来，一直通过连
续的打歌表演让观众即时看到榜单的变化，把好的音
乐传播给更多的观众。音乐人在打榜周期内，通过不
断打榜使得自己的表演突破成长。同时该节目本身也
在快速成长，为歌手提供更加绚丽的舞台与更加自由
的发挥空间，让不同圈层文化交融碰撞。这样，不仅
助力音乐人成长蜕变，也促进潮流文化交流。而节目
最大的亮点是为每位参与的歌手提供公平展示的机
会，同时将选择权、话语权和决策权完全留给歌迷，
为观众与歌手之间建造了完美的桥梁。

传递积极向上正能量

《由你音乐榜样》经过三个月的成长，在各个方面
都达到了较成熟的水准，得到了业界与观众的广泛支
持与好评。“由你音乐榜”于 2018 年 9 月 16 日正式上
线，共计经历 15 个打榜周期，有 600 多组歌手、3000
多首歌曲上榜，共产生4首冠军单曲，超过400首热门
新歌进入周榜 TOP100。榜单打通 QQ 音乐、酷狗音
乐、酷我音乐三大平台，汇总过亿用户的日常听歌行
为数据，上榜歌曲总播放量破 30 亿次，分享 2300 万
次，点赞突破 2000 万。一首歌如果在“由你音乐榜”
上名列前茅，证明它已经被广大用户认可。

《由你音乐榜样》 在 12 期节目中，共计 85 组艺人
登场。节目现场依据艺人的歌曲风格设计了 97 个舞
台，包括55个打榜舞台和42个Special舞台 （含出道舞
台、新歌首发舞台和合作舞台）。其中，有12组艺人获
点赞第一位，共收获粉丝点赞数超过460万。

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节目迅速成为观众生活
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由你音乐榜样》坚持着“流行
由你定义”的核心宗旨，展现乐观的态度，关注青年

成长。该节目为粉丝传递了正确的价值观，引领偶像
成长为真正的榜样。同时，该节目创造了一个公平透
明的舞台，让青年音乐人有机会用实力竞争，展现了
青年偶像的拼搏进取精神与自身的专业能力，帮助青
年观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起到了文娱类节目应有的
价值导向作用。

促进国际化音乐交流

难能可贵的是，该节目为华语乐坛持续输送优秀
人才与作品的同时，也让不同国家不同圈层的文化在
舞台上交融碰撞。许多国外歌手都在这个舞台上留下
了精彩表演，逐渐成为国际艺人在中国“首演”的第
一选择。多个国家的音乐在舞台上交流碰撞擦出更多
火花，证明了中国的打歌音乐节目已经发展到了一定
水平，无论是音乐的创作表演还是舞台的呈现都不输
于国外。国内观众也不再是盲目崇洋，而是把更多关
注的目光投向国内文化。

据悉，节目在国外打歌节目MCD播出后立即引起
观看热潮，促进了国际化音乐的交流。业界专家表
示，希望今后能有更多这样优秀的节目，促动潮流文
化不断向好的方向蜕变，打造良性生态闭环，为音乐
文化的良性发展保驾护航。

《由你音乐榜样》：

直播打榜节目从“听”到“看”
赵亚天

木子洋、灵超、卜凡三位歌手以 《由你音乐榜
样》中报榜官的身份进行报榜。 资料图片

女团“火箭少女101”于《由你音乐榜样》节目中
演唱。 资料图片

女团“火箭少女101”于《由你音乐榜样》节目中
演唱。 资料图片

智能网联 连接万物

车联网到底是什么？实际上，基于
移 动 网 络 而 实 现 的 车 辆 间 彼 此 “ 知
道”，路面基础设施与车辆相连就能预
判信号灯并提前做出响应。“提升道路
安全和效率”，只是车联网的初级功
能。在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 网络
环境下，得益于高速的上下行数据传输
速度，车联网被赋予了更多可能。汽车

“云服务”，查询天气、了解路况，甚至
天寒时通过网络打开车内暖风、酷暑时
提前开启空调，这些都可以实现。

所谓的“V2X”，就是指将车辆与
驾驶员、乘客、交通参与者和基础设
施、云端服务等几大方面交互相连的系

统。厂商也可以接收到车辆的实时车况
和一手数据，并在第一时间告知车主汽
车的养护情况，不仅如此，汽车还可通
过厂商“云端”来更新操作系统。有些
在 4G 时代已经实现的智能服务，会随
着5G时代的到来变得更稳定、更便捷。

不必担心会撞到行人，你的车会比
你更先发现路人并及时躲避；不必担心
会违法交通规则，你的车会“理解”指
示标识并自觉合规合法地行驶。

可以这样说，在车联网时代，汽车
会通过智能网联与万物相连，创造轻松
安全的驾乘体验，并努力实现“无拥
堵、无事故”的行驶环境。在未来，汽
车会成为一座连接家庭和工作的“智慧
桥”，是能够解放双手和大脑的“移动
娱乐基站”。

跨界合作 深度融合

早在 2018年 1月，国家发改委便组
织研究起草了 《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
略》（征求意见稿），其中提到，要“构
建 跨 界 融 合 的 智 能 汽 车 产 业 生 态 体
系”。跨界融合，在智能网联汽车为我
国汽车产业赢得发展新契机的过程中，
扮演重要角色。

曾有业内专家指出，作为新生事物
的智能汽车，想要发展，离不开跨界合
作产生的集聚效应，不能“单干”。近
年来，互联网公司与汽车产业的合作不
断加强，华为“牵手”东风集团打造智
慧汽车、腾讯“联姻”广汽集团、阿里
巴巴与上汽集团合作推出RX5等互联网
汽车……通过跨行业合作的方式，中国
的智能网联汽车正快速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工信部印发的
《行动计划》 中也明确提出，“到 2020
年，实现车联网 （智能网联汽车） 产业
跨行业融合取得突破”，这无疑是一个
信号。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副司
长罗俊杰曾在去年参加世界智能网联汽
车大会时指出，“智能网联汽车时代的
到来，合作共赢是唯一出路。需要汽
车、电子、通信、互联网等领域的技术
创新和产业升级共同促进智能网联汽车
的发展。”

就在日前举行的 CES2019 （国际消
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 上，百度发布了
智能驾驶商业化解决方案 Apollo （阿波
罗） 企业版，可以支持复杂城市道路的
自动驾驶并提供车联网解决方案。中国
互联网公司，正在用技术创新来推动车
联网时代的到来。

数据安全 隐忧尚存

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妙。然而，当智
能网联汽车拥有了海量数据，如何保护
数据背后的隐私安全，也引发了公众诸
多关注。

想要实现一个“车辆连接万物”的
时代，不仅需要所有行驶车辆都搭载车
联网终端，道路基础设施也要进行智能
化改造、设备间互认以便信息互换。与
此同时，车辆要分享内部信息接口，而
这关乎车企的核心利益，并不容易打
通。当车主车辆数据可以开放获取的时
候，涉及位置数据的敏感、驾乘人员隐
私的保护，均成了摆在面前的难题。

“去了哪儿？”“跟谁去？”“什么时
候？”……这些信息若是有泄露风险，
则意味着驾驶的操作安全、整车的系统
安全、使用人的权益保护都变得无从谈
起。正确使用数据，兼顾“智能”与

“安全”，是车联网相关产业链上所有企
业都必须紧绷的一根弦，任重而道远。

无论如何，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势
不可挡。提升路网效率、为用户提供更
舒适安全的驾驶体验和更低的信息交互
使用成本，是伴随着车联网技术发展过
程中的核心之一；而统一标准、打通封
闭平台、保护隐私数据，构成了功能迈
向成熟的道路上另一部分核心。

解决行业难题需多方合力。企业的
技术创新、产业链上其他环节的配套服
务、政府监管与对用户权益的保护等
等，缺一不可。多方携手之下，我们相
信，属于车联网的时代定会如约而至，
也一定会给公众带来前所未有的智慧出
行体验。

去年，全国首张智能网联商用汽车开放道路测试牌照颁发。图为全国首辆自动
驾驶电动巴士在开放道路进行载人测试。 陈 暐摄（人民图片）

去年，全国首张智能网联商用汽车开放道路测试牌照颁发。图为全国首辆自动
驾驶电动巴士在开放道路进行载人测试。 陈 暐摄（人民图片）

智行千里 未来已来
本报记者 孙亚慧

想象一个属于汽车的智能时代：路况感知、双手解放、安全行驶、移动娱乐……如科

幻大片一般的未来正逐渐显现雏形。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 《车联网 （智能网联汽

车） 产业发展行动计划》，提出将加快智能网联汽车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并规划了至2020

年实现用户渗透率大幅提高等目标。“未来已来”，也更值得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