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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浪花

科教新报 文苑

夏日炎炎正好眠， 可是脑子里总有个声
音在喊，“作业作业，你必须起来”，两个小恶
魔在打架，终于我再也不能熟睡，身子从床上
一跃而起，陡然清醒，但仍不肯下床，心情沮
丧到了极点。
进入高三，就进入备战状态。 教室里到处
贴满了“
奋战高三，终身不悔”等等誓言。整日都
是试卷，一张又一张，硝烟弥漫中，我从来就没
有认真看过谁，也好久没有审视过自己，和我一
同喘息跳动的都是数字、符号、计算、分析。
我睡眠严重不足，这个下午学校放假，似乎
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调整休息的理由， 但可恨
的是，班主任老师刚刚宣布放假，任课老师一个
一个鱼贯而入，手里又见一沓沓试卷，一个下午
各门功课试卷累计到了 5 张， 一张一个小时就
要 5 小时，晚自习就得交。
无法入睡，却又不甘心坐在桌边，这是两个
月来唯一的一个半天假， 可我仍然还有大把的
试卷，我并不想玩手机，也不想看电影，课外书
更是早就满面灰尘。 我是想补觉，可我能睡吗？
我沮丧到极点，还不如不放假。我终于坐在了桌
边，放眼望望窗外，周日的下午，院子里静悄悄

互联网、物联网、无线传感网络、社交网
络等新兴技术趋势促使人类社会的数据种
类和规模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大数据
时代正式到来。 数据正从简单的记录对象开
始转变为一种基础性甚至战略性的资源，从
海量的低价值密度的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
据中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已经成为各行业迅
速关注的焦点。
什么是大数据？ 我们通常用四个维度
的特征来定义大数据，即数据的规模（Volume）、 数 据 产 生 的 速 度（Velocity）、 数 据 的
多样性（Variety）和数据的价值（Value）。 亚
马 逊 的 大 数 据 科 学 家 John Rauser 的 定 义
比较直接： 超过单台计算机处理能力的数
据量则为大数据。 但是，大数据并非是简简
单单的数据体量庞大， 其更重要的价值在
于对大数据的分析和处理。 只有通过深层
分析才能获取很多潜在的、 有价值的信息
和知识。
在大数据之中有一个重要概念，那就是
数据相关性。 大数据不是教机器像人一样思
考， 而是将复杂的数学算法用在海量数据
上，让数据自己说话。 但数据相关性并不是
表面的、显式的，而是需要通过数据分析和
逻辑叠加使其展现。 挖掘这些规模巨大、形
态各异、价值密度低以及快慢不一的数据流
之间的相关性是大数据最重要的内涵。
大数据需要新处理模式才能具有更高

李芊芊

不动，生怕一动便要漏掉什么，亦或是惊走什
么。
我听不懂也记不清奶奶的故事，却依旧清
晰地记得奶奶讲故事时的眼睛，那双眼里盛着
太多我不懂的东西，盛着太多只属于老一辈人
的记忆。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双眼睛。
日子便这般持续着， 平淡而一成不变，唯
一变的便是那堵老墙，它不断地苍老着，如同
被巨石压弯的最后一根稻草，吊着最后一口气
苟延残喘。
老人们都说，墙要倒了。
奶奶不信，依旧带着我去看那堵墙，依旧
在每一个有星星的夜晚给我讲述那讲过许多
遍的墙的故事。
直到那天。
忙乱的脚步与激烈的争吵将我从午后片
刻的宁静中惊醒，一大群人蜂拥而至，依稀间，
我隐约听到“墙”“拆”的字眼，我听不真切，便
又沉沉地睡去。
那场谈话进行了很久、很久，久到天边泛

岁月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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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在还是两点，我只是比平时多睡了半小时
而已，父母也没进来打搅我。
“
叮，叮，叮”，一阵钢琴声慢慢传了过来，窗
户开着，钢琴声是从隔壁房间传来的，我知道那
里是个琴房。我也学过钢琴，从小学五年级到初
三，终于完成了十级考试。那段时间真是苦不堪
言，因为不肯日日重复那些枯燥的指法、音符，
被母亲从琴椅上拖下来暴打。对着琴，我不知道
流了多少眼泪， 终于弹出了让外婆可以跟着哼
的《白毛女》《黄河大合唱》，弹出了巴赫的《小步
舞》，贝多芬的《圆舞曲》等。一路走来，我竟从来
没觉得音乐很美妙， 也没有一首自己喜爱的曲
子，而今天，我听出来了，她在弹《秋日的私语》，
这也是我熟得不能再熟的曲子， 配着窗外温和
的阳光，舞动的树叶，这曲子变得妙不可言。 琴
声在此时渐渐如一股温暖的水流进了我干枯的

心，我几乎要流泪了，我感到身体的每一个细
胞都要复活了，变得滋润、清新了，仿佛生命
中的一次洗礼。 生活原来可以这么美好。
我也没想到， 我曾经痛恨的琴声在今天
意外给了我馈赠，感受生命的美好，时间流逝
的美好。 这一个下午，我渐渐平静下来，我又
重新坐在了桌边。
是的， 我无法像我曾看到的一个故事里的
主人公一样，他从小喜欢画画，就一直在家的窗
户边画，也不上学，他三岁在画，十岁在画，二十
岁在画，四十岁还在画，他妈妈已经老得不能动
了，他仍然还是在窗户边画画。
因为兴趣爱好而热爱某件事物， 可以追随
终身，可人要学会涉猎各种知识，这种兴趣爱好
才能得以拓展和延伸。著名演员陈道明发出“社
会得了有用强迫症”的感慨，他应该也是“有用
强迫症”多年之后才有今天的从容，才会有闲来
无事，诗情书画，尽兴而归吧。 我们现在还得为
高考、为明天奋战，有安身立命的本领之后，才
能抛却胜负，做有趣的人，做无用的事。
感谢今天下午的琴声，感谢它的美好，让我
懂得任何努力都有它日后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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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 转化为具备洞察发现力和流程优
化能力的海量、 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信息
资产。 从数据的类别上看，大数据无法使用
传统流程、工具处理或分析的信息，它超出
正常处理范围和大小， 迫使用户采用非传
统的处理方法，使用大数据技术（例如分布
式存储、数据相关性挖掘、离线数 据 分 析 、
机器学习和集群计算等） 来解决各个特定
行业的问题。
通常所说的大数据不仅指数据本身的
规模，也包括采集数据的工具、平台和数据
分析手段。 解决大数据问题的核心是大数据
技术，强调从各种各样类型的巨量数据中快
速获得有价值的信息。 大数据技术涵盖很多
方面，包括数据采集、数据存取和处理的基
础架构、统计分析、数据建模和预测等。
在大数据分析的平台和基础架构方面，
对于想用低成本（包括软硬件）实现集群计
算和海量数据分析平台，Hadoop 集群是首
选的对象。 Hadoop 是 google 的云计算系统
的开源实现，可以运行在异构环境下，编程
简单，不必关心底层实现细节，可以有效提

高大规模数据分析工作的效率。
大数据分析的理论核心是各类数据分
析算法，各种数据分析算法基于不同的数据
类型和特征，能够更加科学地呈现出数据本
身具备的特点。 被全世界统计学家所公认的
各种统计方法很多都被用于底层数据分析，
其价值得到了公认。 另外一方面，也正是因
为有了大量的高效数据分析算法，大数据的
处理才能成为可能。 如果一个算法得花上好
几年才能得出结论，那大数据的价值也就无
从说起了。
通用的数据分析和挖掘很大一类属于
探索性数据分析，一般没有什么预先设定好
的主题，主要是在现有数据上面进行基于各
种算法的计算，从而起到预测的效果，并实
现一些高级别数据分析的需求。 其中最热门
的技术趋势之一就是机器学习，它也将在未
来的大数据中发挥重要作用，可以说机器学
习处于大数据革命的最前沿。 探索性数据分
析的特点和挑战主要是用于分析的算法很
复杂，并且计算涉及的数据量和计算量都十
分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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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贝，快去弹琴呀！ ”
耳边又响起了妈妈的唠叨
声。 弹琴，又是弹琴！ 我躲 浏
阳
开妈妈的目光， 推开了家 一
中
门。
艺
夕阳下，花园里，清新 术
的空气、 美丽的风景扑面 学
校
而来， 躁动的心得到了些 初
许宽慰。 突然，树枝中的一 中
只小蜘蛛引起了我的注 一
七
意。
远远望去， 它就像一 四
只船在茫茫大雾中航行， 班
找不着方向， 六神无主地
石
佳
在树枝间移动。 走近仔细
贝
一看才发现，它是在织网，
一丝不苟， 小心翼翼地织
着。
过了一会儿， 它仿佛
累了，突然停下来，靠在自己编织的几
条稀疏的线中。 我以为它放弃了，便觉
得无趣，离开了公园。
夕阳的余辉普照在大地上，到处都
是金黄色。 越来越多的人往家里赶，到
了该吃晚饭的时候。我心里惦记着那只
小蜘蛛，决定原路返回去看看。
我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原来稀疏
的线变成了很多条，交织在一起，变得
稠密起来，快织成一个网了。突然，一阵
风吹来，旁边的树枝划过，原本快织好
的网破了一个大洞。 我心里一惊，为小
蜘蛛的劳动成果被破坏而伤感。
正当我认为小蜘蛛会放弃时，我惊
奇地发现，它又动起来了！ 按照原来的
方法，先织好两条稀疏的主线，然后再
织其它的线。它艰难地爬着，编织着，停
下来休息一会儿， 接着又用力地爬着，
编织着……如此循环，它爬过的地方留
下了一条条美丽的丝线， 两条变四条，
四条变八条……直至形成一个蜘蛛网。
“
嗡嗡嗡”，一只没头没脑的苍蝇撞
到了蜘蛛网，一下子让“
天罗地网”给缠
住了。 小蜘蛛迅速爬过去，美美地享受
着自己的劳动果实。
看着，看着，我突然有所领悟。 是
啊，只要我们能坚持不懈，不轻易放弃，
也能织出一张美丽、精彩的人生网。
我迅速离开公园，走进家门，一曲
曲优美的琴声从窗户中飘出。
指导老师 杨丹
O

墙老了。
它颤巍巍地立在土里，风轻轻一推，便是一
层厚厚的雾状的灰。那灰，徘徊辗转于空中久而
不散， 砖与砖之间的水泥层上蜿蜒处狰狞的空
隙， 青葱翠绿的爬山虎早已变得枯黄干涩。 苍
老，并一直苍老下去，似乎是命里的谶言。
老人们都说，墙要倒了。
我不知这墙是何时砌起的，亦早已记不明
晰初遇的情景，有的只是记忆里零星的片段。
小时候，每到夏天，街坊邻里便会相聚于
此，微眯着眼触碰软软的阳光，阳光不锈，那些
靠在墙上晒暖的老人，如同暗礁，闭着眼，在往
事里沉浮。
老人是安静的，任时光在皱纹里流淌。
不知从哪一年起， 墙边的人影日益稀少，
岁月匆忙向前的同时不忘在墙上烙下些许残
痕。 墙老了，土红的砖不复以往的光泽。
然而奶奶却依旧不时拉着我来看看这堵
老墙，不忘在每一个有星星的夜晚领着我到院
子里，斜靠在躺椅上，微眯着眼讲述她与墙的
故事。 我便也似懂非懂地听着，安静地，连动也

起残红，我才看见奶奶拖着步子，径直走
向那堵老墙。
我轻轻地跟着，紧紧地跟着。
我望见奶奶轻轻地摩挲着墙，颤抖的
手上青筋暴起。 她看着墙，眼底流露出孩
子般的依恋，慢慢的，她又仿佛泄尽了所
有气力，倚靠在这堵老墙上。 朦胧间，我仿
佛看见一点晶莹在浸润她眼角的细纹。 那
一刻，我竟不知究竟是墙倚着奶奶，还是奶奶
倚着墙。
远远的，我看见墙紧拥着奶奶，而奶奶紧
拥着夕阳。
在那个夏天的第二场雨后，我终是要离开
了——
—伴着刺耳的机械轰鸣声，我坐在汽车后
座，透过车窗茫然地看着窗外发生的一切。 我
看见这伴我长大的墙最终还是轰然倒塌，我看
见那墙的残影离我渐远， 化作黑点消失不见。
我看见我在不停地后退中变得越来越小，越来
越小，我看见有什么模糊了我的视线，又有什
么在迷离中逐渐清晰。
我继续看着，我看这路灯灭了又亮，亮了
又灭，我看这行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我看这
花蕾无休止地盛放与衰败，我看这泥泞羊肠转
瞬平坦蜿蜒，我看这车水马龙灯红酒绿周而复
始，我看这涌动的滚滚车流卷走来不及堆积的
尘埃。 时间携走了青春，苍老了容颜，磨灭了回
忆，推倒了墙。 但总有些东西，它是带不走的。
一如十年前的奶奶， 十年前的墙与夕阳，
一如我心中的脉脉乡情。

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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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分析一个重要的应用领域之
一就是预测性分析，从大数据中挖掘出特
点，通过分析建立数据模型，之后便可以
通过模型带入新的参数，从而预测未来的
趋势。 例如，高频交易是大数据应用比较
多的领域， 大数据算法被应用于交易决
定；美国安全局利用大数据进行恐怖主义
打击，甚至监控人们的日常生活；企业则
应用大数据技术了解客户、满足客户服务
需求； 警察应用大数据工具捕捉罪犯；信
用卡公司应用大数据工具来监控欺诈性
交易等。 预测分析已在商业和社会的各个
方面中得到广泛应用，随着越来越多的数
据被记录和整理，未来预测分析必定会成
为很多领域的关键技术。
数据不仅仅是信息时代的石油或者黄
金，它更是血液，贯穿每个人一生中的各个
阶段。 当前从医疗健康、金融、零售、广告，到
交通、教育、农业等领域，大数据与智能化已
经渗透到几乎每一个行业及业务职能，大数
据已经从概念走向了价值。 与此同时，数据
将越来越开放，垄断性的数据将越来越有价
值；大数据安全逐渐得到重视，但个人敏感
信息泄露事件也频频发生；大数据将催生一
批新的工作岗位和相应的专业，同时也将终
结一批传统职业。 大数据正从多方位改善我
们的生活，为我们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
全新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