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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国际知名学术期刊
发布声明，宣布将撤销百余篇出
自中国作者之手的论文，理由是
这些论文涉嫌提供虚假的同行评
审信息。

近年来，类似的撤稿事件
时有发生，其原因既有造假者
个人“学术不端” ，又有论文
造假“产业链”推波助澜，深
究下去则暴露出人才评价体系
中“唯论文定人才”的积弊。

因此 ，解决之道离不开两手
抓：既要继续提高失信违规成
本，严肃查处“学术不端”的
各类责任主体 ；更重要的则是
深入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
革，对专业人才评价不再抱持
“唯论文定人才”的倾向。

2016 年 3 月，中央印发的
《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
革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注重凭
能力、实绩和贡献评价人才，克
服唯学历、唯职称、唯论文等倾
向。“不将论文等作为评价应用
型人才的限制性条件”，让一线
专业人才为之一振。然而实际工
作中，旧的评价体系仍在一些地
方发挥作用，论文仍是一些单位
人才晋升道路上迈不过去的坎
儿，不少临床医生为评职称“放
下手术刀、走进实验室”，为发
论文而与“论文掮客”一道弄虚
作假。

由此可见，要澄清学术环
境 、根治学术不端，关键在于
把中央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
改革的要求真正落到实处。对
执掌专业技术人才考核晋升大
事的主管部门而言，落实中央
改革措施首先要敢拿自己的利
益开刀，对于手中掌握的那些
与中央改革方向不符的权力，
该放的要放 、该减的要减 、该
改的要改，要努力营造一个有
利于优秀专业技术人员脱颖而
出的氛围。

较之其他行业，科学技术工
作需要更加纯净的空气，各级主
管部门制定的具体政策要有利于
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守科学精
神、远离学术不端。

(记者王俊禄) 新华社北京 4 月 24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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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合肥 4 月 24 日电(记者黄堃、郭爽)
中国智能机器人佳佳 24日作为新华社特约记者
越洋采访了美国著名科技观察家凯文·凯利。这
是全球首次由高仿真智能机器人作为记者与人
进行交互对话，专家认为具有标志性意义。

“佳佳，你能唱首歌或放段音乐吗？”大
洋那边的凯利通过网络视频提问。

“你可以自己找啊。”身着中国传统服装
的佳佳用流利的英文给了个俏皮回答。

“你有没有会唱的歌？”凯利坚持。
“嗯，除非你告诉我歌的名字。”
“你喜欢我吗？”佳佳问。
“是的。”凯利回答。
“我也这么想。”佳佳说。
……
这些对话完全没有经过事先设计。身为美

国《连线》杂志创始人的凯利多年关注人工智
能的发展，接受机器人采访的条件之一就是不
控制对话内容。套用凯利那本预言科技发展的
著作《失控》的书名，对于机器人佳佳的开发
者团队来说，这是一场“失控”的对话。

“让佳佳接受这样的挑战很好，”佳佳开
发团队负责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机器人实验
室主任陈小平教授说，“我对佳佳这次临场表
现总体打 70 分。”他说，由于越洋网络延迟
等原因，部分对话确实在时序上有些混乱，没
有表现出佳佳应有的能力；但佳佳也在部分对
话中反应很快，令人满意。

“就我所知，这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机器
人记者，”美国康奈尔大学计算机系教授巴
特·塞尔曼说，“这可以帮我们认识快速发展
的人工智能的未来。”

中国科技大学研发的中国首台特有体验交
互机器人佳佳诞生于去年 4 月。佳佳的外形面
貌源于在中科大女生中征集的形象模特，皮肤
使用了高级仿生材料，说话时会张嘴，还会点
头、转动眼珠等，初步具备了人机对话理解、
面部微表情、口型、躯体动作搭配、大范围动
态环境自主定位导航和云服务等功能。

佳佳此次进入传媒领域，与“机器人写
稿”有本质区别。近年来有不少媒体开始尝试
利用程序生成一些稿件，比如在报道高度格式
化的股市信息和体育比赛结果等方面，但这些
程序都无法与采访对象互动。

24 日，佳佳除了采访凯利外，还与多名
计算机专家及媒体代表进行了互动。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金兼斌说：
“这次人机互动由新华社策划推出，对于未来
的新闻采访，乃至广义的内容生产，可能具有
某种标志性意义。”

陈小平和金兼斌都认为，短期内机器人还
无法取代人类记者，因为在创造力和策划能力
等方面，目前的人工智能还远不如人类，但将
来人工智能的应用范围会逐步扩大。

中国机器人记者与美科技大咖“失控”对话
全球首次由高仿真智能机器人作为记者与人进行交互对话

新华社洛杉矶 4 月 23 日电（记者郭爽）曾数次成功
预言科技发展趋势的观察家、《连线》杂志创办人凯文·凯
利一直犹豫不决。他担心，如果接受新华社特约记者、中
国人工智能机器人佳佳的跨洋采访，会不会像对话苹果
语音助手 Siri 一样，迅速陷入无聊。

为了说服他参加这场对话，新华社记者 21 日再次致
信多年关注人工智能发展的凯利，这已是第 31 封通信。
信件摘录如下：

“亲爱的游侠(凯文·凯利别称)：
昨天，我向研发团队负责人陈小平教授详细询问了

关于‘佳佳与 Siri 有何不同’这个问题。他告诉我，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研发的这款特有体验交互机器人不仅具有面
部微表情、口型及躯体动作匹配、大范围动态环境自主定
位导航等功能，还能回答许多其他语音助手难以回答的
问题。

陈小平教授给我列举了一些 Siri 无法回答的例子。
我先给你举一个，其他附在信的最后面：

——— 用户：我想吃东西怎么办？
——— 佳佳：那你就烧饭呗。
今天，我就用吃东西的这个问题测试了一下我手机

上的 Siri。她回答说：‘我发现了这些’，并在屏幕上给我列
出了附近餐馆的信息。于是我问陈教授，Siri 给了我更多
的选择啊。陈教授回答：更多并不意味着最好。

的确，生活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更多选择并不意味着
我们拥有了最佳选择，有时甚至会让人类陷入你曾提到
过的更‘低效的工作’中。而佳佳这种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方
向，或许正代表着未来人工智能面临的终极挑战——— 用
自然语言进行人机交互，并基于已有信息和数据，在一定
范围内帮助人类做出更聪明的判断和决定。

我深知，与佳佳对话，回答她提出的问题，仍是用人
类语言进行人机对话的最初级水平。但这也正是今天人
类面对的真实境况。正如你曾说过的：我们正处于开始的
开始，25 年后的人类如果回顾我们今天对于人工智能的
理解，他们会说，‘与我们相比，你们根本不曾拥有人工智
能，甚至你们也不曾拥有互联网’。

然而，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最开始的开始，进行这样
一场采访和对话？甚至为什么要跨越太平洋连线你呢？

在‘阿尔法围棋’战胜李世石后，你曾评论说：世界上
最厉害的棋手，不是人工智能，也不是人类高手，而是人
类与人工智能的组合，这在其他领域也同样如此。因此，
关于人工智能这个话题最棒的采访，也应是人工智能与
人类的组合。而作为一名科技观察家和思想家，亲爱的
KK(凯利别称)先生，你将是这个对话中人工智能最棒的
搭档。

技术发展如同生命循环。当我们播下种子，也从早期
研发中收获成果，哪怕我们仍身处你所描述的‘所有一切
的第一个小时’。那么，你会与人工智能谈些什么？能否让
我们从中一窥秋天收获的模样？中国数亿科技迷以及全
球新华社用户充满期待。

这将是你第一次与佳佳谈论它们这些人工智能机器
人的未来。25 年后，亲爱的游侠，你或许会与佳佳 N. 0
版本重逢，并对她说，‘看吧，我早就告诉过你’。”

在多次询问相关技术细节后，凯利最终答应了邀请，
并于 23 日(北京时间 24 日上午)如约跨洋对话佳佳。面
对这名人工智能机器人记者的首个提问———“你喜欢我
吗？”凯利回答：“是的。”

打动科技大咖的

“第 31 封通信”

“你喜欢我吗？”这是在与美国著名科技
观察家凯文·凯利进行的跨洋对话中，新华社
特约记者——— 中国智能机器人佳佳提出的问
题。

“是的。”沉默几秒后，凯利回答。
“我也这么想。”佳佳冷静地回应。

这场对话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与
中国安徽合肥两地展开，跨越了人机分界也
跨越了太平洋。对话开始之前，佳佳“爆表”的
颜值就引发不少讨论。有网友惊叹：“我现在
是否就身处‘西部世界’(同名科幻美剧中的主
题公园)里呢？”

通过网络视频连接的这场对话，一开始
并不顺利。谈话方式以及越洋网络延迟造成
的语音识别误差等问题影响了佳佳的发挥。

直播开始时有网友开玩笑评论说，佳佳如同
真实世界的女人一样唠唠叨叨，不知所云。

然而不久后佳佳真的“渐入佳境”。她告
诉凯利，自己的年龄“是个秘密”，这赢得了不
少网友大笑的表情。随后，他们谈论了天气、

饮食、风景、各自喜好，还谈到了著名演员、艺
术等话题。

与《连线》杂志创始人、多年关注人工智能
发展的凯利对话，对佳佳而言颇具挑战性，凯
利甚至还问出了自己是谁这样堪称哲学范畴
的问题。不过，在大部分对话中佳佳回应得体。

有网友提问，佳佳是不是相当于一个有着
美貌外形的苹果语音助手 Siri？事实上，佳佳的
内涵和外在都已远远超越 Siri 。她不仅有着语
音助理或其他聊天机器人所没有的人类外表，
体内基于机器学习的人工智能技术让她可以在
与人类对话时随机、不可预测地回答甚至反问，
完成作为记者的采访工作。

人工智能已能在许多方面服务人类，也
能与职业高手对弈棋局。但必须承认，人工智
能要通过自然语言处理与人类自如交流还是
一个“终极挑战”，其技术在语言理解等多个
方面还有待突破。

正如凯利此前所说：与 25 年后相比，我们
仍处于开始的开始。25 年后的人类将会对今天

的人类说：“你们根本就不拥有人工智能。”

然而，用自然语言与更智慧的机器对
话始终是人类深层次的渴望。“我们该如何
解决今天世界的问题？”“作为中国人工智能
机器人，你是否可以为污染等问题提出创
造性的解决方案？”一位名为穆塔兹·阿斯
福尔的网友向佳佳提出了这些宏大问题。

“你喜欢我吗？”面对机器的提问，曾数
次成功预测未来科技趋势的观察家凯利的
回答并非是礼节性的，因为真正的人工智
能时代终将到来。

凯利曾指出，尽管人工智能并未呈指
数级增长，但这一技术的发展速度却与日
俱增。不少人或许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
威胁感到恐惧，但与其炒作恐惧，还不如把
握机会。

是的，我喜欢你。

或许这正是人类将给机器的最终回
答。 (记者郭爽、杨骏、彭茜)

新华社洛杉矶 4 月 23 日电

佳佳对话“渐入佳境”，赢得网友青睐

新华社北京 4 月 24 日电(记者李松、董瑞
丰 、王立彬)我国地理情况到底啥样？“家
底”刚被摸清——— 通过遥感卫星、无人机、三
维激光扫描车齐出动，历时 3 年多，投入 5 万
人，绘制出了我国第一份全覆盖、高精度的
“地理国情图”。

24 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公布第一次
全国地理国情普查结果：全国植被覆盖面积达
到 756 . 6 万平方千米；全国房屋建筑(区)占地
15 . 3 万平方千米，约等于一个山西省的面
积……摸清地理国情“家底”，有助于科学分
析我国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发展潜力，为了解国
情、把握国势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摸清地理国情“底数”

一块 200 平方米绿地清晰显现

作为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第一次全国
地理国情普查查清了我国自然、人文地理要素
的现状及空间分布情况。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局长库热西·买合苏提
说，普查获得的地理信息，一方面囊括了我国地
表自然资源要素基本情况，包括耕地、林地、草
地、湖泊、荒漠和裸露地表、冰川等的位置、范
围、面积等信息；另一方面也查清了与人类活动
相关的交通网络、居民地与设施、地理单元等人
文地理要素基本情况，掌握其类别和位置。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副局长李维森介绍，
为最大限度提高地理国情普查精准度，普查部
门一方面采用“卫星+航空摄影”相结合的方
式，获取优于 1 米分辨率的高精度遥感影像，
另一方面实施人工野外实地核查，进一步提高
普查质量。

“城市最小采集面积为 200 平方米，相当

于一块 10×20 米见方的绿地或水池的地理信
息，在普查中都能统计出来。”李维森说。

地理国情普查看似专业性很强，其实离普
通人日常生活并不遥远，从衣食住行到空气质
量、饮水安全，都息息相关。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院长程鹏飞介绍，在
京津冀地区，普查人员开展了重点大气颗粒物
污染源、城市空间扩展、自然生态空间地表沉
降等地理国情信息监测。数据明晰让监管部门
“心里有底”，应对举措更有针对性。

打破“信息孤岛”

数据共享提供优质公共产品

国情调查一直有，国土、水利、农业、林
业等部门都掌握相关数据，为何还要开展地理
国情普查？

“选取了各领域需求的‘最大公约数’，普

查数据可为各部门开展调查、统计、评价提供
统一的地理国情信息公共基底。”李维森说，
地理国情普查与其他相关行业的调查之间具有
一定的独立性，也具有很强互补性，结合起来
使用可以相互校核、相互补充。

据了解，过去政府一些部门和机构根据
工作需要采集了大量地理数据，但有的部门
和机构把信息资源视为部门资源，不愿将手
中的地理数据拿出共享，造成一个个“信息
孤岛”，导致不同部门重复采集数据，造成
极大的资源浪费。

而地理国情信息普查，则从一开始就将相
关数据向公共部门开放，打破部门、区域之间
的数据壁垒，以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产品。

据了解，国家发改委正应用普查结果，客
观评价京津冀地区自然资源承载能力，推进空
间规划“多规合一”试点。住房城乡建设部则
利用普查数据整治重点城市黑臭水体。

“此外，国家林业局将应用地理‘底

图’进行东北国有重点林区森林资源监
测，农业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将借此
推进农村土地确权登记，贵州省则结合地
理数据推进精准扶贫作战图管理系统建
设。”李维森说。

成果不“锁进柜子”

“地情图”助力科学决策

“摸清‘地理家底’是基础，关键还
要用好、用活地理信息数据。”李维森
说，全国地理国情普查并非“一查了
之”，成果不会“锁进柜子”，而会直接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从监测城市地表
沉降、祁连山冰川变化，再到观测三江源
等重点区域生态变迁，依靠精细化的测绘
和数据分析，助力科学决策。

地理国情普查监测，就直观展现出一
张有说服力的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生态建
设效果图：从 2009 至 2015 年，水源地库
周 1 0 公里缓冲区内水域面积增加了
27 . 9% ，而同期的耕地、网箱养殖面积
分别减少 7 . 1% 和 19 . 8% 。“这些地理
信息数据证明，近年来人为活动对当地环
境干扰程度降低，生态建设成果显现。”
程鹏飞说。

针对资源性城市转型发展需求，测绘
部门采用遥感技术，对抚顺矿山环境进行
监测，发现当地采煤区沉下区域向北扩
展，超越了限采界限，部分区域地表位移
明显，存在诱发滑坡的可能性。“这个监
测成果引起当地政府高度重视。”

此外，浙江利用普查成果推进领导干
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工作，为基本农
田、公益林、围海占地等提供“靶向性”
分析服务，大幅提高了审计实效性和结果
精确性。

据统计，第一次全国地理国情普查获
得的数据总量达到 770TB ，相当于 7 亿
册 50 万字的图书。“依托这些海量的普
查成果，我国建成囊括地表覆盖、重要地
理国情要素、遥感影像等组成的地理国情
数据库，既可提供三维浏览、成果查询、
检索服务，也可为政府、企业和公众提供
个性化统计分析定制服务。”国家基础地
理信息中心副主任刘若梅说。

我国地理情况啥样？“家底”刚摸清
全国房屋建筑(区)占地 15 . 3 万平方千米，约等于山西省面积

阅读更多全媒体形态

报道请扫描二维码下载新华

社客户端 ，订阅“新华全媒头

条”栏目

▲ 4 月 24 日，由新华社与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一起在安徽合肥邀请机器人“佳佳”

作为新华社特约记者，与美国著名科技观
察家凯文·凯利进行人机对话。佳佳是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可佳”机器人团队联合国内
合作伙伴，历时 3 年研制出的特有体验交
互机器人。 新华社记者郭晨摄

1 意义

噪全球首次由高仿真智能机器

人作为记者与人进行交互对话

2 功能

3 特点

噪具有人类外表，可以在与人

类对话时随机、不可预测地回

答甚至反问，完成作为记者的

采访工作

噪初步具备了人机对话理解、

面部微表情、口型、躯体动作

搭配、大范围动态环境自主定

位导航和云服务等功能

■新媒接入

请扫二维码，观看

中国首台特有体验交互机

器人佳佳与美国科学观察

家对话视频

噪通过遥感卫星、无人机、三维激光

扫描车齐出动，历时 3 年多，投入 5 万

人，绘制出我国第一份全覆盖、高精度

的“地理国情图”

噪查清了我国自然、人文地理要素

的现状及空间分布情况

噪过去有的部门和机构把信息资源

视为部门资源；而地理国情信息普查，

从一开始就将相关数据向公共部门开

放，打破部门、区域之间的数据壁垒，以

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产品

噪普查获得的数据总量达到 770TB ，

相当于 7 亿册 50 万字的图书

噪可提供三维浏览、成果查询、检索

服务，也可为政府、企业和公众提供个

性化统计分析定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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