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 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阿尔伯特·
爱因斯坦曾说过一句话：“我从不想未来，它
来得太快。”

初读这句话会感到奇怪，但细一想，也
就明白了。这句话一方面是说科学技术进
步太快，已经让人来不及想象；另一方面是
说聚焦当下研究的重要性，因为科学技术的
所有未来，都是由当下的每一个变化决定
的。

21 世纪，全球进入以人工智能为主角
的智能产业时代。身处一个智能产业时代
的大门口，全球智能产业连续三年汇聚于中
国西部的重庆市，从这里出发，智能产业开
启了一次次当下之旅、普及之旅。

借2020线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
举办之际，顺应智博会点燃的激发市民了
解、认识智能化生产生活方式的热情，《解码
智能时代》丛书应运而生。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距离一个大时代越近，越难一窥其全貌。特
别是面对人工智能，这种涉及人类社会方方
面面的关键变革。人工智能领域的专业著
作虽然也不少，但大多数都是面向行业从业
者，内容往往过于专业，更令大众望而生畏。

这就给身处这个时代的人们，洞悉人工
智能、理解智能时代，带来极大的障碍。而

《解码智能时代》丛书的出版，就是一套破除
这种理解障碍、实时瞭望全球智能产业的当
下之书、普及之书。

丛书中，由黄桷树财经编著的《解码智
能时代：从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瞭望全
球智能产业》（以下简称《瞭望》），是一本中
英文双语出版、瞭望智能产业全球格局的当
下之书；由信风智库编著的《解码智能时代：
刷新未来认知》（以下简称《刷新》），是一本
刷新智能产业行业认知的未来之书。

《解码智能时代》丛书就像一把网络密
匙，努力去开启智能时代发展的密码。既然
是解码一个时代，而且是一个关乎每个人的
时代，就是要让这个时代的每个人，都能读

懂智能时代未来的趋势，都能了解智能时代
即时的变化，都能感受智能时代律动的脉
搏，都能明白智能时代产生的影响。

而这两本图书，拥有同一种解码使命，
却又有着完全不同的解码角度。

《瞭望》一书的创作，以2018、2019两届
智博会作为观察的起点，但没有停留于智博
会现场的展览之形，也没有局限于智能精英
们的思想之义，而是围绕智博会的时光断
面，不断放大观察的半径，不断扩展研究的
外沿，逐步扫描智能时代的全局。

《刷新》一书的创作，则从大数据、人工
智能、区块链、5G、云计算、物联网等智能产
业的基本产业要素出发，但没有通过专业生
涩的技术语言讲解技术，也没有通过深奥难
懂的技术原理分析产业，而是基于智博会的
大众语境，依托智能创新的底层原理，聚焦
产业应用的行业案例，依次扫描应用的场
景，依次讲述应用的案例，逐步刷新读者对
智能产业的认知。

以智能产业专家身份参与这套著作审
读的专家组表示，这套书不但可以向推动全
球智能产业的专业人士，献上一份智能产业
发展的产业导航，而且可以向关注全球智能
产业的普通读者，献上一份智能产业发展的
创新图谱。

这两点，得其一已属不易，居其二则已
经是很高的评价，是对这套书创作、翻译与
出版团队的最高评价。

图书立项时，刚好碰上疫情的爆发；图
书出版时，疫情的阴霾还笼罩着全球很多国
家。这种机缘也恰恰成就了这部致敬智能
产业时代的图书，以智能化、在线化的方式
完成了对200 多万字的智博会相关资源的
分类、整合、编排，在线化的方式完成了编辑
出版等各个环节的工作。不经意间，本书的
编写和出版又是智能产业的一个循环。这
同样是对智能产业时代最好的致敬。

（黄桷树财经供稿）

对智能产业时代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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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迎昭

今年9月，《解码智能时代》丛书
（2卷本）亮相2020线上中国国际智
能产业博览会，受到业内人士关注。

该丛书分别是《解码智能时代：
从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瞭望全
球智能产业》和《解码智能时代：刷
新未来认知》。在重庆市委宣传部
全程统筹、协调、指导下，重庆大学
出版社和创作、翻译团队在不到一
年时间内高质量创作完成了这套丛
书。

丛书前者对2018、2019两届智
博会上的主旨演讲等重要内容进行
了梳理，以此瞭望全球智能产业、展
现行业尖端思潮、科普先进智能技
术，用中英双语的形式让读者感受
智能时代的脉动。后者通过对大数
据、5G、人工智能等技术做系统化、
通俗化的解读，让读者体会到“智能
化：为经济赋能、为生活添彩”的深
刻内涵。

那么，为何要解码智能时代？
主创团队是如何解码的？解码过程
中经历了哪些故事？近日，《解码智
能时代》丛书主创团队、翻译团队、
编辑团队10多位人员在本报记者的
邀请下首次线下相聚，回顾创作历
程。

提炼两届智博会成果

向世界推介重庆、科普智能时代

“去年11月，我们开始在市委宣
传部部署下策划《解码智能时代》。”
重庆大学出版社社长饶帮华说。

当时，智博会已在渝召开两
届。两届智博会上，全球人工智能
领域的顶级科学家、企业家、创新
者、研究者从四面八方汇聚重庆，通
过论坛等形式让世人一窥智能产业
的未来。其中，沉淀的智慧宛若遗
落在海滩的珍珠，如果不及时加以
整理，总让人担心它们会被埋进泥
沙里。市委宣传部察觉到这一点，
提出要及时总结、宣传好智博会，吸
收利用全球智能产业的探索成果，
推动重庆打造“智造重镇”、建设“智
慧名城”。

为了在2020线上智博会举办
之前出版这套书，市委宣传部对这
套书的写作和出版作了周密安排部
署，并指导多个专业团队紧密协
同。重庆大学出版社抽调学术出版
中心、理工分社、外语分社3个部门
的精兵强将组成编辑团队，力争图
书高质量出版。

市委宣传部为《解码智能时代》

丛书定下基调：立足智博会，以更宽
广和深邃的视野、通俗生动的语言
向世界推介重庆、科普智能时代。

“书籍内容如果仅仅局限于智
博会，那么书的价值就小了。”重庆
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解码智能时
代》策划人雷少波告诉记者，经过和
相关部门、专家反复沟通，2019年
12月确定了以丛书两卷本的形式来
总结智博会成果、勾勒智能时代的
知识图谱，普及当下热门的大数据、
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知识，让读者走
近智能时代。

有了对书稿内容的清晰策划，
出版社开始物色创作团队。经过多
方了解、全面比较，最终形成由黄桷
树财经、信风智库承担内容创作，重
庆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MTI团队承
担英文翻译的工作团队。

黄桷树财经长期聚焦重庆地区
的区域经济布局、创新产业发展、创
新企业成长；信风智库是聚焦大数
据智能化领域的研究者与实践者，
服务于数智产业创新发展；重庆邮
电大学外国语学院MTI团队专注于
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口译和笔译，曾
在两届智博会期间担任了诸多活动
的口译和笔译工作。

注重通俗化表达

紧扣为经济赋能为生活添彩主题

“这真是一次网友见面会呀！”
团聚现场，重庆邮电大学外国语学
院MTI翻译团队主译王蓉教授十分
感慨，“这套书的背后凝聚着这么多
人的付出。”

听到王蓉这么说，主创团队黄
桷树财经联合创始人张山斯笑称：

“我们俩也是第一次见面，谢谢您和
团队把这本书翻译得这么精彩。”

张山斯介绍，《解码智能时代：
从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瞭望全
球智能产业》创作团队共11人，以
80后、90后居多，“用了一天一夜，
团队拿出初步写作方案。之后短短
几个月，消化了两届智博会200多万
字的论坛、发布会等实录材料，然后
进行创作，这个难度非常高。”

如何吃透大量的材料并将之转
化创作？张山斯介绍，团队利用黄
桷树财经线上项目管理系统进行任
务分解，将200多万字的材料变成碎
片化。之后，再分工协作，将有价值
的信息进行提炼、归类和延伸，最后
用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出来。

“文章既要让专业人士看到价
值，也要让大众读懂，真正感受到智
博会为经济赋能，为生活添彩。”张
山斯说。

“早上7点，智能手环开始轻轻
地震动……无人驾驶专车语音向我
问好……”《智能化时代想象之“我
的一天”》一文中，畅想了智能化生
活，让读者感到智能化生活的美好。

“拥有指导实践的价值、思想令
人眼前一亮、文本具有可读性，这是
我们在撰文时追求的目标。”《解码
智能时代：刷新未来认知》撰稿人、
信风智库CEO曹一方说，为了在书
中体现智能产业最前沿的技术和思
考，信风智库搜集了业界最新案例
和科研成果，并在市委宣传部协调
下，邀请了研究数据科学的技术权
威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教授、电
子科技大学周涛教授等国内外权威
专家学者对此书编写进行了指导。

曹一方认为：科普，“普”的是科
学精神、科学思想与科学方法，而不
仅仅是知识。

如在科普物联网时，作者由“一
楼的咖啡煮好了吗”这一故事引入，

介绍了物联网诞生的佳话，起到了
引人入胜的效果。

人工智能还有多少“人工”？我
们为什么需要5G？未来的智慧校园
什么样？翻开《解码智能时代：刷新
未来认知》，读者就会跟随作者的节
奏一起思考，在智能产业波澜壮阔
的大海中畅游。

主创人员高效配合出佳作

希望全民参与建设“智慧名城”

丛书创作过程中，主创团队五
度送审，审稿人既有市委宣传部主
要领导和相关处室负责人，还有产
业精英、学者等。

每当收到修改意见后，创作团
队都能及时理解、迅速修改。更难
能可贵的是，每一次的修改，中文和
英文几乎都能同时定稿。

主创团队是怎么做到的呢？
王蓉称，翻译团队在尊重中文

作者表达的基础上，翻译成外国人
能看得懂的、具有文采的语言。例
如，翻译团队将书中提及的“华山论
剑”翻译为“Peak Duel（意为巅峰
对决）”，这样外国人就能轻松领会
这一词意。在翻译过程中，他们还
请外国专家审阅，提出修改意见。

每当得到中文稿件的修改反馈
后，翻译团队会立即着手跟进，总会
在编辑要求的时间之前提交改后的
文本，经过一次次打磨，最终呈现出
来的英文翻译准确、地道。

为确保表述严谨、语言流畅，这
套丛书经历了11个校次，还特邀重
庆市经信委、智博会秘书处相关负
责人就书稿中的数据、专业用语进
行了审读把关，力求表达客观、准
确。最终呈献给读者的文字，堪称
一席呈现智能时代思想的盛宴。

为了赶在2020线上智博会之
前推出丛书，编辑们深入印刷厂盯
进度、把质量，最终呈现出这套体现
了简约、科技感理念的《解码智能时
代》丛书。

丛书白色封面上，蓝色的英文
字母I（“智慧”一词英文 intelligence
的首字母）和朝天门长江大桥等重
庆地标剪影相融合，传达出简洁、大
气的感觉，体现出重庆的科技感。
中英文部分前后相反装帧，既相互
对照、又相对独立，便于外国读者阅
读。

重庆，正迎着数字经济大潮乘
风破浪。这座观察全球智能产业发
展的瞭望塔，需要被书写，以文字的
形式定格重庆发展智能产业的探索
和成果。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近
日，《解码智能时代》丛书——《解码
智能时代：从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
览会瞭望全球智能产业》和《解码智
能时代：刷新未来认知》由重庆大学
出版社正式出版。这套丛书一经推
出就在读者中引起较好的反响，不
少读者认为，这套书立足重庆智能
产业发展实际，瞭望智能产业发展，
将拓展智能产业从业者视野，为智
能产业管理者提供决策参考，从而
推动重庆大数据智能化发展。

綦江区东部新城管委会主任龚
锐说，这套书既有较强的理论高度，
又通俗易懂，高屋建瓴地解读了智
能产业的发展面貌和态势。“此外，
这套书还具有指导实际工作的意
义，通过这套书，我了解到智能产业
领域有哪些新兴产业、新的机遇，以

及如何更好地运用大数据智能化助
力企业实施智能化改造、建设智慧
城市等。”

“我们正处于一个万物智联的
世界，应该去了解新兴技术的发展，
这套书可以消除我们对技术认知上
的障碍，让我们以更加积极的心态
去看待和应对智能时代的一些变
化。”重庆大数据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总经理骆啸宇说，这套书深入浅出
地科普智能产业，拓宽读者视野，让
读者了解到更多推动传统产业智能
化转型的趋势、技术和方案。

“有哪些新技术可以运用到土木
工程这一领域？我是抱着这样的疑
问读这本书的。”重庆大学土木工程
学院教授石宇说，智能设计、智能制
造会深刻影响土木工程这一学科。
她表示，随着智能产业发展，建筑的

“诞生”或许会更加智慧——地质条件
如何、周围环境条件如何、建筑采用什
么样的结构、如何建设会更加经济合
理等都能运用智能化手段计算出来，

“智能产业发展将让工作和生活变得
更加高效。”

重庆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教师李珩说，《解码智能时代：刷
新未来认知》通过一个个有趣的
案例和故事全方位多角度地告诉

读者智能化如何融入生活、技术
如何与产业进行融合创新发展，
让他印象颇深；《解码智能时代：
从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瞭望
全球智能产业》收集了两届智博
会期间各个论坛一些非常有价值
的概念、技术和话题，然后以此为
基础去探讨智能产业发展的现状
和前景，可以让世界更加了解重
庆，为重庆带来更多机会。

《解码智能时代》丛书广受读者好评

百本好书
扫一扫
就听到

百本好书
扫一扫
就看到

人类文明通往未来，大数据智能化是唯
一的进化路径。站在历史的节点上看，这并
非虚无飘渺或遥不可及的预言，而是正在发
生的裂变与激荡、重塑与创造、融合与更新。

如同解放碑激昂的钟声，如同嘉陵江澎
湃的浪潮，大数据智能化的创新发展，已经
深入到重庆这座西部直辖市的血液与灵魂
之中。

如何记录好智能时代那强劲而稳健的
脉搏？如何传递好智博会上那些洞若观火
的思考？如何展现好“智能化：为经济赋能，
为生活添彩”的美好蓝图？

《解码智能时代：从中国国际智能产业
博览会瞭望全球智能产业》以智博会为切
面，进入一个更宏观的视野，动态瞭望全球
智能产业发展和创新的趋势。

置身于全球科技产业浪潮中，所有人对
于人工智能的理解都是矛盾的。一方面，人
工智能仍然是高贵而冰冷的雪峰，众多陌生
而高深的技术，仍然停留在试验阶段；另一
方面，人工智能已然是平凡而滚烫的热土，
众多成熟又亲民的创新，早已渗透进日常生
活。

智博会成功地在人工智能的“高贵”与
“平凡”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让实验室高
冷的创新与市场中成熟的实践，通过每年一
届的盛会，相互审视、共同思考、协同实践。

本书轻轻地捡起、擦拭散落在两届智博
会各个会场、来自全球智能产业最前沿的思
想珍珠，并以书本的形式充分且生动地记
录、呈现智能时代思想的力量。

儒勒·凡尔纳说，一个人能够想象出来
的东西，另一个人都能把它变成现实。

科技发展如此之快，已经改变了我们面
对未来的态度——没有什么是不可能发生
的，所有畅想都可能成真。

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以及物联

网等新兴技术为主导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
在以惊人的速度席卷全球各国，渗透各个产
业。

我们可以这样梳理新一代信息技术趋
势：大数据是生产资料，人工智能与新一代
计算是生产力，区块链是生产关系，而5G与
物联网则是基础工具与重要载体。

这些新技术趋势，既有单兵突破，又关
联协同，进而形成了一张无孔不入又无所不
能的大网，彻底打通了工业革命建立的实体
经济，与互联网革命带来的虚拟经济。

这种实体与虚拟的彻底打通，如同往火
药桶里扔了一团火，引发了人类文明、社会
与经济的大爆炸式发展——这就是《解码智
能时代：刷新未来认知》一书的核心内容。

你也许无法想象，量子计算仅仅用200
秒，就可以完成目前最快的超级计算机一万
年才能完成的计算量。

你也许无法想象，人类可以制造出7纳
米的芯片。这是什么概念呢？人类的红血
球直径有8000 纳米，一个红血球的表面可
以放下400多万个芯片。

你也许无法想象，人类已经研制出4纳
米的机器人，可以在人体内直接对染色体

“做手术”。
科技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

象。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人类历史行进
至此时此刻的21世纪初叶，不可撤销地点
击了“刷新”按键——智能时代，万象更新。

《解码智能时代》的两本读物，没有通过
技术的语言讲解技术，而是通过大量有趣的
案例和故事，多层次、多维度、系统性地总结
出技术和产业的融合创新发展，最终想要告
诉你——

大数据智能化不仅仅是一种新工具，更
是一个观察和理解世界的新思维方式。

（信风智库供稿）

智能时代没有旁观者

《《解码智能时代解码智能时代》》丛书丛书

从智博会出发，感受智能时代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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