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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
□周云

日前， 广州市妇女儿
童医疗中心开发出一个能
诊断眼病和肺炎两大类疾
病的人工智能系统，该研究
成果以封面文章登上了世
界顶级期刊《细胞》。这个系
统能够根据影像资料，给医
生提出诊断建议， 并解释
判断的依据。 比对实验发
现，该系统在诊断眼疾时的
准确率达 96.6%；在区分肺
炎和健康状态时准确率达
92.8%，足以与有十几年经
验的专家医生相媲美。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
中心开发的这个能诊断疾
病的人工智能系统， 是人
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成功
应用，毫无疑问，诸多的患
者将受益于此。 在其他的
领域， 人工智能也正在大
显身手。

但是， 人工智能的研
究和应用， 一直都伴随着
争议。诚然，所有的科学技
术都是双刃剑， 但人工智
能的问题似乎更加复杂一
点。 一般的科学技术在被

正确地运用的时候，
造福于人类；而被错
误运用的时候，则危
害人类。 人工智能的

质疑者担心的是， 即便是
在人工智能正确地运用的
时候， 也有可能造成对人
类利益的损害。 质疑集中
在两个方面： 一是人工智
能对于人们工作机会的挤
占； 二是人工智能会不会
超越人类， 控制甚至毁灭
人类。

第一个问题， 现在已
经发生， 以后还会越来越
多。但笔者认为，这个问题
在短时期内可能是个问
题，但是长时段来看，人类
有智慧、有能力解决。因为
人工智能虽然挤占了一部
分人的工作机会， 但归根
到底是在创造价值和财

富， 人类的总财富还是在
不断地增加。 人们要做的，
是改变财富的分配方式，
惠及所有的人群。

对于第二个问题，近
年来， 人工智能进步最大
的标志是人工智能有了自
主思考的能力。 这种能力
如果一直发展下去， 人工
智能或许会产生自我意
识， 有可能演变成为对于
人类而言“他者”的存在。
在现阶段， 当然还是要充
分利用人工智能为人类造
福。 但当技术发展到一定
的阶段之后， 可能还是需
要一定节制， 确保人类的
安全。

世相评弹

课外培训
□谭敏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
民政部办公厅、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国家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办公厅
联合印发《关于切实减轻
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
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
的通知》，明确要坚决纠正
校外培训机构开展学科类
培训出现的“超纲教学”
“提前教学”“强化应试”等
不良行为， 严肃处理中小
学教师课上不讲课后到校
外培训机构讲， 并诱导或
逼迫学生参加校外培训机
构培训等行为， 直至取消
教师资格。

原本只是对学校教学
起到补充作用的校外培训，
近年来已成为中小学生的
标配。据中国教育学会发布
的《中国辅导教育行业及辅
导机构教师现状调查报告》
显示，2016 年我国 1.8亿中
小学生，中小学课外辅导学
生超过 1.37 亿人次， 市场
规模超过 8000亿元。

随着校外培训机构的
疯长，良莠不齐、鱼龙混杂
等问题也随之出现。不少培
训机构提前抢跑、 超纲教
学，如果全班多数孩子都在
补习，学校老师也不得不加
快教学进度， 增加教学难

度，家长则严重陷入自己孩
子不补课就会掉队的焦虑
中。 如此乱象重重，已到了
非治理不可的时候了。

究竟是谁造就了疯狂
的校外培训？培训机构觉得
自己只是抓住了市场的需
求，家长都愿意提高孩子成
绩，都是自愿参加的。 学校
和老师也有苦衷，因为考核
指挥棒就摆在那里。家长们
虽然抱怨补习贵、 补习累，
可是如果不补习，孩子可能
会成绩掉队， 毕竟，高
考仍是以成绩论高下
的。 我们也必须看到，
校外培训发展多年，已

成为一棵藤蔓缠绕的大树，
其成因复杂，各种利益盘根
错节， 要根治并非一日之
功。这也是为什么给中小学
生减负喊了那么多年，但课
外机构却越办越兴旺的重
要原因。

教育体制改革行至深
水区， 剩下的都是难啃的
硬骨头，只有重拳出击，方
能遏制校外培训的狂热，
还教育以本色， 让孩子们
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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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读箴言

外卖公示
外卖餐品原材料及营养公示制度在

京启动，饿了么、百度外卖等网上餐饮商
户将公示菜品的配料以及菜品营养成
分。 如用户发现实际餐品原材料与公示
不符，有权选择退单及向平台客服投诉。

既然是对消费者有利的事情， 就应
该大力推进。 除了需要各大外卖平台完
善规则对外卖餐饮商家给予必要的引
导、激励之外，政府市场监管部门、执法
部门，也应做好相关知识的引导和普及，
让更多的外卖平台及商户， 认识到食物
原材料公示的意义，并自觉参与其中，最
终成为外卖行业、 餐饮行业普遍遵守的

“新规则”。 （北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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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是智慧的产物， 幽默是机警的
产物，幽默是哲理的产物，幽默是情趣的
产物。

幽默使智慧更加闪光， 幽默使内涵
更加明朗，幽默使哲理更加深奥，幽默使
情趣更加健康。

（据华夏箴言网）

这孩子挺可怜的，咱能养就养吧！
———上世纪 30 年代，河北黄骅市南

大港孔庄子村好心人刘战歧拾荒捡回一
名聋哑男孩， 刘战歧家三代人接力照顾
男孩 80 年。 如今，原先的聋哑男孩已是
90 岁高龄，身体健康。

我不再开车了，把油钱省出来，可以
给孩子们买更多学习用品。

———５０ 岁的邱玉君是空军某部的一
名退役中校，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他选择辞职，
告别妻女， 到葫芦岛市建昌县老大杖子
乡几所偏远小学辗转支教，如今已经有 ７
个年头。

你去给人家赔礼道歉， 跪在家属面
前求情。

———四川成都男子肖某， 驾车途中
撞上路人，由于感到害怕，他赶紧把车开
走 ，后因担心出事 ，偷偷返回现场 ，让路
人报警，看到伤者上了急救车才离开。 回
家后，肖某向父母说起这件事，遭到母亲
狠批。

作风建设无小事
□于杭

新春伊始，我市启动
了“干部作风整顿年”活
动， 一下子拧紧了“发
条”，开动了“马达”，超越
了“过年”模式，方方面面
旋即进入紧张运行状态。

其实，作风建设从来
就不是小事。 小到个人的
一言一行， 关乎精神状
态，体现个人三观；大到

单位对外形象，反映精神
风貌，展现价值导向。 也
正因此，各级各部门一直
重视和强调作风建设，国
家领导人多次发出“作风
建设永远在路上 ” 的警
示，强调要坚定不移全面
从严治党，驰而不息改进
作风。

作风建设无小事，干
部作风是关键， 作风建设
要有破有立。 所谓，风成于
上，俗化于下，要从整顿干
部作风抓起， 要从新年一
上班改起。 让群众看到我
市重振发展蓝图的信心。

虽然作风整顿的主体
是干部、是党员、是少数。

而我们大家也并非历史
的“过客”，更不能袖手旁
观当发展的“看客”。 在南
阳发展这盘棋上，你我都
是参与者，个个都是建设
者，人人争当推动者。 大
家要有感同身受、身体力
行、浴火重生的理念投身
其中。

真诚期望在作风整顿
活动中，我市广大党员干
部保持危机意识，激发动
能活力，以时不我待的精
神干好工作，心系发展守
土有责，为民着想岗
位出彩。 不要让项目
建设、 行政审批、民
生工作等在自己的

手上耽误一分钟。 让作风
建设体现在工作效能上，
展现在发展成果上， 惠及
到百姓心坎上。

“图垂成之功者，如挽
上滩之舟， 莫稍停一棹”，
希望， 借助这次干部作风
整顿的强劲之风， 让家乡
抓住历史机遇， 呈现千帆
竞渡百舸争流的快速发展
局面， 为我市转型跨越发
展增添强大的精神动力。

（作者单位：南阳市人
民防空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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