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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零 引子 

结束了，终于结束了，这该死的 CVPR。 
不得不承认，写 paper 是一件相当麻烦的事情，没有 deadline 的催促，一般

来说是搞不出东西来的，虽然这很不人道。 
这篇 paper 严格来说是在一个月之内弄出来的，之前的种种初稿和片断，乃

至整体算法，在 后的文章里几乎全部被删去了；所有的东西全部从头来过，以

一种更为漂亮优美的手段，重新做。 
这种让这篇本来脱胎于项目的，七拼八凑得到的技术报告，变成有希望接收

的，可以提交的论文的手段，便是数学。 
 

章一 黑夜中，我见到了黎明 

整整一个月前，11 月 6 日，周一。 
那是一个悠闲的午后，离 deadline 还有一个月，而这篇以我看来不能称其为

paper 的 paper，在老板的催促下，已经改了相当多的遍数了。 
说实话，当时我是强忍着一遍一遍地改的，因为整篇文章到处都是直观的述

说，及不能整合在一起的目地各不相同的算法。这些东西直接来自于先前赶工的

名为照片聚类系统的项目，没办法，虽然是 MSRA，但是很多项目还是要做的。 
我对这篇 paper 并不抱有什么希望，心里也清楚即使是投出去，也一定是白

投的；另一方面，对于 Object Recognition 则抱有相当的兴趣，所以从每天的日

常工作中抽出了很多时间来进行这方面的初步研究，毕竟 CVPR 接下来就是

ICCV，再不抓住机会的话，自己的硕士兼研究生涯就要悲惨地结束了。 
 
我这样想着，老板来找我了。 
老板是个很好的人，编程方面尤为强悍，我们这个组里的很多库都是他写的；

不过也许正因为此，对待研究的态度更偏向工程。在我看来这篇纯粹堆砌的

paper，在他看来似乎还行。不过今天，他改变了态度，面色凝重地找我谈话。 
因为他把 paper 给大老板看过了。 
“Formulation，我们需要 Formulation。”他说道。 
我惨然地笑了笑，点点头，“我知道。” 
“为什么之前不说？” 
“我提过的想法，可是都被你砍掉。所以觉得就这样了，没意思。你为什么

不提呢？为什么总是让我改些细枝末节呢？” 
老板无言，只是说了句，“快去改吧，时间不多了。下周一要给大老板做报

告。” 

http://bcmi.sjtu.edu.cn/%7Etianyuandong


从那一天，距离 deadline 还有一个月的那一天，我终于开始了在 MSRA 的研

究生涯。 
大老板，我赞美你。 
 
11 月 10 日，周五。 
Formulation 初步完成了。这一周推推公式，写写代码，让我终于有了研究的

感觉：自己想方法，自己实现，自己做实验。 
实验结果不错，和自己的预期相当符合。我松了口气，将组织起来的一整套

模型写完，替换掉原来的垃圾算法，这篇论文开始有可以一投的气象了。 
不过时间依然很紧，为了在周一那一天能有拿得出手的数据供大老板观赏，

周末的实验相当地匆忙，bug 众多，接连两次跑出的结果都完全作废；还是在周

一的早晨，才将统计数据弄完，下午就出阵了。 
 

章二 我仍奋斗，你却远走 

11 月 15 日，周三。 
十一月过半了，北京的气温进一步下降。北方的风刮在手上，皮肤马上就变

得粗糙不堪；饭菜又贵又难吃，乌糟糟的色香味俱无。 
每天来回吃饭要经过的小路，仍然是那样破旧；卡车轰隆开过，烟尘四起，

行人掩鼻。 
我的同事要走了，强装的笑颜掩饰不住双眼偶尔流露出的遗憾。同样需要

Formulation，他没有成功，我帮了他三天，却还是没能用清晰而明确的模型解释

清楚他文章中究竟是要做什么。老板摇头，不肯再在他的论文上再花费精力，然

而他还在解释，还在和老板争辩着可能的出路。 
可是还是没有成功啊。后来我才意识到，他想要做的两个目标，完全是相互

之间背道而驰的；他会说理，但是说来说去难以说清，就像 C 是 A 与 B 的和，

A 变大 B 变小但天知道 C 是变大还是变小一样。 
无论如何，定性的描述，只能得到这样的结果。文科之所以有百家争鸣，只

是因为没有定量的分析，没有人知道每个因素占多大比重，结果究竟是什么；可

是这里不行，绝对不行。 
他和我七月份同时来，他却因为学校老板的召唤要先走。在这几个月里，他

几乎凌晨五六点回到寝室，然后早上十点又出现在研究院里，紧张地询问老板是

否来过；他看过一箱子的文章，却始终得不到自己的见解；他基础不好，但却诚

惶诚恐听从老板的指导，在直观与定性说理的路上越走越远。 
可惜他几个月的辛苦，只是换来老板一次次冷酷的摇头而已。 
这里不是培养人的地方啊，我叹了口气。一切，都只能靠自己努力。 
17 日，他回去了。而我只能目送他落寞的背影，消失在茫茫的人群之中。 
记得了，救了自己的东西，是数学。 
 
11 月 16 日，周四。 
下半部分有关用户交互的建模，从这一天开始了。 



从周四到周五，短短的两天，我提出了三个可行的方案，并编程实现了其中

的两个。虽然说和以前的用户交互一样也是从直观出发的，不过毕竟我有了用户

交互的模型，对于何时记为一次交互有了明确的定义。 
大老板提出的要求可以算是部分实现了，然而从直观出发的方案天生不是完

美的，总有一天，需要数学的介入，把它 formulate 成一个能自圆其说的结构。 
不过这些都是后来的总结了，当时出现了令人惊异莫名的事情，即三个方案

中的第二个，其实验结果出奇得好，好到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兴奋之际，我将结果报告给我的老板，老板在一番思考之后，得出了这个方

案是有道理的结论，以结束了这一天的工作。 
后来的检查证明，我程序编错了。 
研究有时候，只是对于一堆事实的可笑解释罢了。当事实不存在的时候，解

释便换作另一条，仍然是如此堂堂正正。而人类的所谓直觉与理性，还是要一个

逻辑上完美的框架与相对正确的事实扶起来，才能一步步地往前走。 
框架是数学，而事实，则是实验。 
 

章三 运气，我赞美你 

11 月 20 日，周一。 
在相当尴尬地将程序编错这个事实报告给老板之后，老板却也没有责怪的意

思，只是嘱咐我要尽早写 paper。 
“只有两个星期了。”他说道，“先把文章弄好，实验部分可以慢慢弄。” 
我知道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若是实验不好，那么吹牛的负担就要重得多；

不过不管怎么样，吹牛总是工程性的，风险较小些。 
我于是停止程序上的工作，埋头写了三四天的文章，将目前为止的进展都放

进去，主要部分几乎重写。 
不过后来证明，这一次的修改，仍然有一半是完全无用的。 
 
11 月 22 日，周三。 
CVPR 注册的 后一天。 
我仍然不知道注册时间会如此快地到来，仍在悠哉悠哉地改 paper。老板和

我说是 27 号，我也就点点头表示知道了。 
如果不是因为Filestorm，如果不是因为周二他在AI板上秀了一份他的demo而

我对其大加评论，如果不是因为周三他的名字改得奇奇怪怪以致于我很好奇地问

他这是什么，我大概会成为写完paper却没能注册的不幸的人之中的一员吧。想

来真是后怕到胆战心惊。这份人情无以为报，看来只有用明年的ICCV来抵偿了。 
ID 号是 2164，这次命中的概率，实在不容乐观。 
 
11 月 24 日，周五。 
还有一周的时间了。我将 paper 改完了，交给老板修改。 
此时此刻，我仍然对后半部分的建模不够满意。后半部分的建模思想，主要

想在那些难的部分中，找一些 难的极少数，让用户标定；然后再次做聚类，以

期望得到好的聚类结果，这样用户标起来就会方便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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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东西有两个问题：第一，如何定义“ 难”？第二，标 难标几次才做聚

类？ 
到这一天为止，“ 难”的定义仍然基于直观上的见解，而没有全局上的数学

表达。我首先去做的，就是试图定义什么是“ 难”。 
该挑哪一张给用户标呢？ 
这又是一个 Formulation 的过程，上次花了一周，这次若再花一周，那么这

篇 paper 就废了。 
幸运的是，这次只花了两天。 

 

章四 站在数理的肩膀上 

11 月 27 日，周一。 
当我看着电梯里满满的匆忙的人，带着憔悴的面容走进研究院的时候，我不

得不感谢伟大的统计物理。 
这个想法，完完全全，就像是做物理的人搞出来的。 
在两天的挣扎之后，我终于定义了什么是“ 难”。并立即把这些东西写进

paper 里去，而原来写的那些，自然就再一次作废。 
不过我的心仍然忐忑不安，因为这个算法的复杂度偏高，如果程序编完了，

结果跑不出来怎么办？我的天，只有一个星期了。 
幸运的是，实验的结果不错，速度也可以忍受，用户交互次数下降了。更为

让人觉得不错的是，将现在的这个系统和网上的另一个知名系统比较，现在的这

个效果相当好。 
这些东西，让我头一次看到了被录取的希望。 
我深呼了一口气，开始到处征用机器以进行实验。在我的心里，Formulation

已经算是大功告成，虽然第二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剩下的这个挑多少次 难然

后聚类这个参数明摆在那里给审稿人当活靶子，但我已决定放弃了。 
 
11 月 30 日，周四。 
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在一整个白天的改 paper 及调参数之后，晚上，老板来找我了。 
“这里会被审稿人说的。”他指着 paper 的一处说道。我看了看，正是我心知

肚明的那个弱点。 
“是啊，确实。”我承认，“不过现在暂时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 Formulate 它，

只能这样放着。我们的时间不太多了。” 
老板仍然摇头，他显然觉得这里是不可忍的。我一直觉得奇怪，为什么一个

月前他面对这样一篇不入流的 paper 还能忍，现在对这样一个相比之下好得多的

地方却不能容下。 
当然，对我而言，前者是无需再忍，干脆眼不见为净算了；而后者仍有挽回

的余地，只是时间不够了而已。 
不过他的话，激起了我还想试一试的冲动。 
一番讨论下来，他提出的东西相比现在使用的方法，仍然没有很大的差别，

参数没有消除，而是变多了。我看着直摇头，说出坚决的反对意见：“数学上的

美被破坏得一干二净了。” 



“那你说应该如何做？”他问我。 
讨论果然是好东西，我突然想到了另一种方法，可以把选 难的，把聚类这

些都放到一个框架里面去。我简略地将自己的想法提出，他却说：“你就不要想

了，就用我的吧，时间来不及了。” 
我摇头：“我刚才想到的办法很好的，应该要试一试。给我一个晚上。” 
他显然有些生气，对我这种在离 deadline 只有几天的时候还要大费周章地去

想的作法感到不可理喻，“我觉得没必要再花时间去做这个，现在没几天了。照

我的方法去做吧。” 
“可是那还不如不改……”我争辩道，“你那样参数怎么调？我这个办法是没有

参数的。” 
他终于不再说什么了，也许他想到了，我的 paper，终究是我的吧。 
为什么在那天晚上我会如此固执，我也不太清楚；若是弄不出来，又会怎么

样，我也没有想过。 
不管怎么样，在第二天早晨，以没有睡好为代价，我弄出来了。 
伟大的概率论，伟大的统计物理。 
每想到这，我不禁热泪盈眶。 
 
12 月 1 日 周五 
一早在与老板讨论完了之后，我终于以自己的模型把他说服，并且在中午之

前，写完了代码。 
效果更好了！现在程序能动态地选出一组大小不定的脸，让用户来标定；并

且奇妙的是，几乎选出来的都是同一人的脸，这样用户对每一组，只要标定一次

了。 
对于这个理论上和实验上都很漂亮的结果，我感到无比的兴奋；只是 paper

还有实验，不可避免地又要重写重做了。 
Deadline 是西雅图时间的 12 月 3 日 23 时 59 分，对应北京时间 12 月 4 日下

午 4 点。 
感谢这个旋转不息的地球，感谢我们的祖先把居住地选在了东方，它让我们

多了 16 个小时。 
 

章五 决战，惊心动魄 

12 月 2 日 周六 
阳光明媚的早晨，回暖的天气。 
我脚步急匆地踏进研究院的大门。 
感谢我的同事，他在走的时候嘱咐过要让我把他用的电脑还回去，可是我忘

记了。于是就没有人收，就那样闲置在那里，3.0G 的 CPU，1G 的内存，没有用

来玩游戏，没有用来上网聊 
天，用来救我的命了。 
我的实验啊。三台机器不分昼夜地跑着，结果存成一个个的文本文件。我小

心地把它们收集起来，时刻备份，不敢有丝毫大意。 
丢了一个，就没有翻盘的机会了。 



我这样边做实验，边将自己新写进文章里的 Formulation 不停地修改。文章

里的其它部分，如引论及结论，则交给我老板修改，毕竟这些对审稿者的印象有

至关重要影响的部分，还是要让有经验的人反复地去打磨的。 
如此一直工作到晚上，我已哈欠连天，成强弩之末了。休息的欲望占据了身

心，但是想来想去，还是看一眼实验结果为好。Matlab 就开着，我将读数据并画

图的指令写在小程序里，以便以后可以运行一次小程序就出结果，改起图来也比

较方便。 
当时不觉得这是个好习惯，但它在 后一天的搏杀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 
晚上 9 点多，图跳了出来。我看着屏幕上的曲线，冷汗直冒，发现了问题。 
天啊，这个……有一个数据集的结果是反的！ 
我几乎要绝望了。为了实验更有说服力，老板又找来两个新的数据集看看效

果，但是在这两个数据集上我并没有好好地调过参数。虽然说我的第二部分的用

户交互是不需要参数的，但是第一部分作为第二部分的初始化，不得不有参数。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这些该死的至关重要的东西啊。我发誓在以后的模

型里，再也不能有可调的参数了。 
但是再发誓也没用，时间如冰冷的剑，正一寸一寸逼近。研究院里静得可怕，

只有利落的键盘声，还有我的心跳。 
现在再没有时间调它们了，只能凭感觉先选定一个，明天看结果！ 
我大致估计了一下，选了一个，配置完，走人。 
天黑，风寒，心摇。我的面色一定白得可怕，只是在这个清冷的周末，没有

人看见而已。 
 
12 月 3 日 周日 
我一早过来，第一件事就是查一下昨天的结果。 
幸好这个反常的数据集并不大，一个晚上就跑完了。Matlab 的窗口仍然开着，

我把画图的小程序打开，迟疑了一下，终于还是让它运行了。 
图跳出来，搞定了！ 
我瘫坐在椅子上，默默地感谢上苍。 
与此同时，老板那边也把东西改得差不多了，他听到我的消息，也是松了口

气。 
希望就在眼前，忽明忽暗地闪动着。它已经不再是幻影了。 
我开始写实验部分，一直到晚上，两人把文章的版本统一了一下，今晚就能

给大老板看了。 
月亮是圆的，月光还是很皎洁的。 
我大概这时在傻笑。 
晚上 10 点我准备回寝室休息，老板说他要熬夜改，我带些歉意地笑了笑。 
谢谢了。 
一切都似乎尘埃落定，风平浪静了。 
但是……我睡不着。 
 
12 月 4 日 周一 
还有 8 个小时。 
我看着手机，上面的数字准确地显示上午 8 点。 



“竟然会这样，我……”我抓着头抱怨着。凌晨零点半的时候，我老板发来消

息，说我的实验有大问题，而那时我手机的电池板已经取了下来，正在充电！ 
老天啊，开什么国际玩笑！ 
我冲上楼，打开电子邮件，里面只有一封信，是早上 6 点 45 分寄来的。 
还好还好。看完信，我喘了口气。他只是让我删掉几个实验，多做另几个实

验而已；而要多做的那些实验，数据都是现成的，所有的工作量只是用 Matlab
编写程序。 

那还不简单么？！ 
我三啃两啃地将早饭消灭，开始工作。但是由于积累了一周极高的工作强度，

昨晚又没有睡好，头晕目眩，效率下降至极低点：编了两个小时，才勉强将一个

50 行的小程序写完。 
 
快了，快了，快到头了。 后的搏斗啊！ 
小程序 bug 众多，好不容易修好它们，将图表画出，却发现结果不很理想。

我正抓头之际，老板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和他说这些图表是如何画出来的，他皱

着眉头连连摇头。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不是这样……你把你的第一阶段都固定，然后比第二

阶段！” 
“和谁比？” 
“和简单的聚类方法比。” 
“你是说在第一阶段我们的算法跑完之后，把分离开的难的东西再聚类？再

逐个逐个标？” 
“不错。” 
“可是……”我站了起来，“可是这些没做过实验啊，没有数据！” 
“现在就做吧。快一点。”老板说。 
我呆住了，瞥了一眼屏幕右下角的时钟。 
十一点了。还有 5 个小时。 
“好的。”我说了一句，“我尽力。” 
老板点点头，离开了。 
我看着屏幕。这 5 个小时，要编程，要调 bug，要跑出结果，要画图，要写

分析；但现在连程序也没有！ 
不行了，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打开 VS2005，快速浏览编过的片断，想着抓取可用的部分。我东拼西凑，

终于在一点半时将程序写完调试完，开始跑了。 
其间老板竟送来楼下的日餐，令人好生感动啊。 
程序算跑得很快了，非常快了，但是还是要等一个多小时，还是要在近三点

的时候，才能出来结果。这该死的 EM 迭代啊，要运行两百次以消除无聊的随机

初始值的影响，每次还有 O(n^3)的特征值分解…… 
求求你了，快一点…… 
快三点的时候，程序终于跑完了。我把数据收集起来，小心翼翼地打开

Matlab，开始画图。我的手在发抖，几乎要祈祷了。虽然说我在正式运行之前检

查过一遍，但程序的 bug 总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是那样，就彻底玩完了…… 
Matlab 闪了几下，图没有出来。 



我手忙脚乱地查看 Matlab 的画图程序，终于发现一个隐藏很深的问题，把它

修好。 
三点十分，图终于再次出现了，但是横轴有误…… 
怒了，怎么会在这种时候频频犯低级错误！我再次修改，图又出现了，效果

很好！ 
是三点二十五分。 
It works! 
程序没错，结果是对的，是啊，没错的，我居然搞出来了……我想说一千个

赞字，但是终究还是没有说。把图打包，发给老板，并在每幅图下面配以标题和

分析，全部弄完，上传，正是三点四十五。 
我看着惨白的天花板，手里捏着 paper 的打印稿。 
啊，几乎要吐血了。 
 

章六 余音 

好坏是出来了。 
这是我所能想象的 好的结果，之前有任何一步走错，都会来不及的。 
如果老板晚一些将 paper 给大老板过目，如果大老板没有提到关键点上，如

果 Filestorm 没有告诉我 Deadline 的日期，如果老板没有斤斤计较文章中的问题，

如果我没有在一个晚上把东西弄出来，如果我把我同事的机器给退还了，如果

后一个周末实验时及画图时的程序拙劣些，如果…… 
呵呵，我只能安慰自己说，已经没有这些如果了；不过，经历了这一切，我

大概真的会相信命运的存在。 
 

tydsh 于大战之后的黎明 
 
 

http://bcmi.sjtu.edu.cn/%7Etianyuan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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