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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研发应用，在医疗、养老、教育、
文化、体育等多领域推进‘互联网+’。发展智能产业，拓展
智能生活。运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大力改造提升传
统产业。”在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二次被写进报告
的人工智能“戏份更足了”。

目前，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去年7月，国
务院下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明确阐述，到
2030年，中国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超越平均水
平，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如今，人工智能正在中国大地上全面开花，书写着一
个崭新的智能时代。无论是人工智能芯片、智慧医疗还是
智能化的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迎来了在中国发展的黄金
时期，也向世界宣告，人工智能领域的中国力量正在崛起。

科技 察观
◢

“喂,您好,这里是 120急救中心，请问需要帮助
吗？”

“阿姨,有人晕倒了。”
“小朋友,你家住在哪里？”
“我家在天洁国际城x栋x楼。”
“好的，我们很快就到，请保持电话畅通。”
……
3月9日，在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的通讯调度室,华

大天童幼儿园牛顿二班的31位小朋友，在工作人员的指
导下，学习如何正确拨打急救电话。

这是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举办的“关爱生命，从幼
儿抓起——如何正确拨打120”的主题活动，也是市急危
重症医学支部第三期党员志愿活动。

“三月是学雷锋月，我们希望所有孩子从小就能学
习榜样精神，树立榜样标杆，成长为关爱他人的正能量
少年。同时，也希望他们遇到紧急情况时，能够正确拨
打120。”市急危重症医学支部书记徐琼辉说。

当日，工作人员向小朋友们介绍了咸宁市紧急医疗
救援中心的基本情况，并用图文并茂、现场观摩、现场演
练的形式，告诉他们如何正确拨打120。“如果家里有人
生病了，一定要说清楚家庭住址、保持电话畅通，等待叔
叔阿姨们的救援。”工作人员还提醒小朋友们不要随意
拨打120急救电话,如果占用了急救通讯通道,真正需
要帮助的病人就不能得到最及时的治疗。

活动中，班主任王悦说，这次参加活动孩子的平均
年龄是五六岁，是喜欢探索和求知的年龄段。这次活动
能让孩子更多地了解急救常识、从小就学会关心自己和
他人。

王悦还将相关急救常识拍下来，她说，回幼儿园后，
她将把这些知识融入到教学和玩乐中，让孩子们更加准
确地掌握。

活动结束后，徐琼辉表示，下一步他们将邀请更多
小朋友到调度室观摩，现场学习120的正确拨打方式。

如何正确拨打120
幼儿园学生走进紧急医疗救援中心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 见习记者 丁婉莹 通讯员 李海平

赤壁市各中小学

开展“学雷锋纪念日”主题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刘騉报道：今年的3月5日是第55

个“学雷锋纪念日”。为大力弘扬雷锋精神，近日，赤壁市
各中小学以不同的形式纷纷开展了“学雷锋纪念日”主题
活动。

活动中，赤马港营里小学、神山学校、余家桥学校
教育学生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学生懂得关爱和感恩他
人；车埠高中的学生在老师带领下走出教室，开展义务
劳动，清扫校园；市第五初级中学、蒲圻凤凰山学校、赤
马港周画小学、新店镇益阳小学等组织学生学习雷锋事
迹、举办雷锋精神主题班会，努力营造积极向上的活动
氛围，号召全体同学学雷锋、做好事，争当“新时代的雷
锋”。

通过开展学雷锋活动，使同学们身体力行地感受并
践行了雷锋精神，同时也启发同学们在今后的生活和学
习中用实际行动去弘扬崇高的雷锋精神。

人工智能尤其是深度学习对数据的需
求非常庞大，而中国有着7亿多使用中文的
网民，所产生的数据对于训练机器学习、训
练人工智能模型等领域具有深刻的意义。

“相比美国、英国等其他国家，我国人
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和实践具备更好的土
壤，无论是推广还是普及都具有一定优
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
究所主任工程师秦业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2018年将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实体经济开
始实质性融合的一年，更多具备人工智能

特征的产品和服务，将在这一年里深刻影
响传统生产和生活领域。

“人工智能芯片方面，我国在体系结
构以及神经网络芯片的设计方面已经取
得了进展，这使得自主可信的人工智能终
端成本大幅降低。”秦业说，“如家电、手
机、无人机、工业终端等都将广泛地出现
人工智能的身影。”

“近期，我国人工智能在医疗方面的
应用也有了实质性进展，可以应用的病种
包括食道癌、肺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等。”秦业说，“从效果上看，人工智能技术
的应用显著地提高了人工阅片的速度，降
低了对专家医生的依赖程度，这对中小城
市医疗能力的提升具有很大的意义。”

在智能制造方面，质量检测、工艺优
化、故障诊断等环节将成为2018年人工
智能向制造业渗透的重要突破口，在冶
金、石化、机械等行业将出现一系列相对
成熟的解决方案。

此外，以人脸识别、语音交互为核心技
术手段的安防、等也将进一步普及推广。

“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虽然量大面
广，但是应用的程度总体来说还比较初级，
企业应用人工智能的技术门槛相对较高，
这需要政府加强引导产业界在人工智能芯
片、基础工具、开源平台、技术标准等方面
加强攻关，逐步形成协作共享的人工智能
技术与产品生态。”秦业说。（本报综合）

人工智能：让我们加速向未来

在平昌冬奥会闭幕式上，人工智能
机器人像一根画笔，描绘了一道华丽的

“未来秀”，流光溢彩的北京8分钟惊艳了
世人。24台人工智能机器人、24名舞蹈
演员的庞大阵容，协调一致的人机交互
表演，在世界范围内尚属首次。

这24台人工智能机器人由沈阳新松
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的技术团队
设计制造并调试，“在人机互动的人工智

能机器人方面，我们团队本身就有着比较
丰富的经验，做了充足的准备，因此才圆
满完成了任务。”算法工程师赵劲超说。

“人机交互是人工智能在制造业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该公司技术总监
徐方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在未来的工厂
中，装配车间里将会出现工人与具有一定
思维能力的工业机器人合作的场景。比
如，之前需要两名工人配合完成的工序，

随着机器视觉、手势识别等技术的发展，
将会逐步变成人与机器人来协作完成。”

事实上，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应用在
制造业的各个环节当中。以产品质量检
测为例，过去很多产品只能依赖经验丰
富的工程师进行判断，判断规则也比较
复杂。在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后，效率可
以得到大幅提升。在去年召开的一次人
工智能会议上，百度就与北京首钢合作，

现场展示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钢板质
量进行检测，准确率达到了99.98%，与人
工检测的结果非常相近。

在《中国制造2025》的计划当中，明
确指出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
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而人工智
能技术的广泛应用，显然可以助力我国
制造业向智能制造转型，从制造大国进
一步升级为制造强国。

未来工厂：人机搭配干活不累

如果说北京8分钟展示了我国在人
工智能领域的实力，那么在智能芯片上
的突破则更令国人兴奋不已。

早在2016年，脱胎于中科院计算所
的寒武纪科技有限公司就发布了全球首
款商用深度学习专用处理器寒武纪1A，
该产品已经在华为各系列旗舰产品上得
到了应用，寒武纪也得到了1亿美元的A
轮融资，成为国内首个人工智能芯片领
域的独角兽企业。

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该公
司创始人之一陈云霁博士表示，2018
年寒武纪会在云端人工智能芯片上发
力，重点解决云计算平台和大数据中心
的高速人工智能处理问题，如果说
2017 年，寒武纪深度学习处理器已经
走进了普通人的生活，那么未来，寒武
纪将努力向每个人生活中离不开的智
能帮手努力。

“我国在这次人工智能芯片的竞争

中有着很好的机会，与国际同行站在了
同一起跑线上。”陈云霁介绍说，在深度
学习专用处理器领域，中科院计算所的
寒武纪科研团队在国际上起步最早：第
一个深度学习处理器架构、第一个多核
深度学习处理器架构、第一个深度学习
处理器芯片都来自寒武纪团队。

除了寒武纪科技外，近一段时期AI
芯片领域融资动作不断。深鉴科技、杭
州中天微、商汤科技、Think Force等AI

公司或团队都获得了资本的青睐，其中
有的企业创立还不足一年。

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陈云霁也
提醒业界，AI领域技术的竞争非常激烈，
哪怕一个决定的错误都可能导致掉队。

“要想在国际长期的深度学习处理器竞
赛中持续领先，产学研的结合非常关
键。论文变成技术，技术变成产品，产品
磨合中再形成论文，这个循环转得越快，
就越有机会。”

智能芯片：持续发力占据不败之地

发展前景：与实体经济开始紧密融合

市总工会表彰市总工会表彰20172017年度全市工会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年度全市工会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3月6日，市总工会召开了四届四次全委

（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
实市委五届三次全会和省总工会十二届十次
全委（扩大）会议决策部署，总结2017年全市
工会工作，研究部署2018年的工作任务。

会议还表彰了2017年度全市工会工作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具体名单如下：

一、全市工会工作先进单位（31个）
1.先进地方工会（3个）
咸安区总工会
赤壁市总工会
崇阳县总工会
2.先进开发区工会（2个）
咸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工会
嘉鱼经济开发区总工会
3.先进行业工会（10个）
咸宁市国家税务局工会工作委员会
咸宁市烟草专卖局工会工作委员会
咸宁市国土资源管理局工会工作委员会
中国人民银行咸宁市中心支行工会工作
委员会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宁分行工

会工作委员会
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咸宁供电公司
工会工作委员会
中国移动咸宁分公司工会工作委员会
中国电信咸宁分公司工会工作委员会
湖北省地质局第四地质大队工会工作委
员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宁分行工
会工作委员会
4.先进机关、事业单位工会（7个）
中共咸宁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工会工作委
员会
咸宁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工会工作
委员会
咸宁市公安局工会工作委员会
咸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会工作
委员会
咸宁市交通运输局工会工作委员会
咸宁广播电视台工会工作委员会
咸宁市司法局工会工作委员会
5.先进企业工会（9个）
湖北瀛通电子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金士达医疗（咸宁）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崇阳县昌华实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赤壁市公共汽车总公司工会委员会
天龙黄鹤楼酒业咸宁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咸宁瑞雅毛巾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咸宁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湖北福人金身药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中百仓储咸宁购物广场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二、市级先进职工之家（8个）
咸宁南玻玻璃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咸宁祥天空气能电力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羊楼洞茶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湖北意康包装印务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湖北景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
员会
湖北奕宏精密制造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湖北中交咸通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工会委
员会
湖北杭瑞陶瓷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三、市级示范乡镇工会（6个）
咸安区向阳湖镇工会
嘉鱼县鱼岳镇工会

赤壁市中伙铺镇工会
通城县马港镇工会
崇阳县肖岭乡工会
通山县大畈镇工会

四、市级优秀工会工作者（31人）
李启辉 咸安区总工会
殷亚洲 嘉鱼县总工会
魏 全 赤壁市总工会
卢秋平 通城县总工会
龚 俐 崇阳县总工会
华兰芳 通山县总工会
张华杰 湖北三环汽车方向机有限公司

工会委员会
李 豪 咸宁市财政局机关工会委员会
黎青山 咸宁市粮食局机关工会委员会
王 宁 咸宁市邮政管理局工会委员会
彭 静 咸宁市气象局机关工会委员会
胡 明 中共咸宁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机

关工会委员会
张建港 中交四公局桥隧公司工会委员会
徐光明 咸宁市中心医院工会委员会
张 莉 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工会委员会

邓佛围 咸宁市人民检察院工会委员会
徐荷兰 咸宁市交通幼儿园工会委员会
田海华 咸宁市直属机关幼儿园工会委

员会
孙 钢 咸宁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工会委员会
郑卫平 中共咸宁市委政法委员会工会

委员会
黄 军 咸宁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工

会工作委员会
罗辉宁 咸宁市教育局工会工作委员会
张伟华 咸宁联合水务有限公司工会委

员会
袁亚虎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工会委员会
陈水林 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会委员会
刘 政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咸

宁分公司工会委员会
肖亚玲 咸宁市档案局工会委员会
李清华 咸宁市审计局工会委员会
阮恢水 咸宁市邮政公司工会委员会
向 斌 咸宁市职教集团工会委员会
甘景宜 咸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机关工会委员会

近日，英美科学家提出的月球起源新
模型认为，月球起源于一团大质量的、甜
甜圈状的岩石蒸气“索内斯蒂亚（Synes-
tia）”。这是首个与月球组成模式相匹配
的模型，解释了目前模型很难回答的月球
特征问题。

关于月球起源，普遍接受的理论是，
一个火星大小的天体与地球的原体相撞，
将大量物质抛洒进轨道，这些物质沉积形
成月球，撞击后留下的天体就是地球。这
个已流传约20年的故事虽然动听，但不

一定准确。
哈佛大学研究人员解释称，让足够多

的物质进入轨道实际上非常困难，且只有
少数碰撞能做到这一点；而测试表明，地
球和月球的同位素“指纹”几乎一样，这表
明两者拥有同一来源。另外，地球上常见
的挥发性元素（钾、钠和铜等）在月球很少
见。传统模型无法解释这些问题。

新模型讲述的故事仍以一次巨大的
碰撞开始，但这一碰撞不是创造了一块岩
石圆盘，而是创造了“索内斯蒂亚”。它很

大，可能是地球大小的10倍。碰撞中产
生了大量能量，导致10%的岩石被气化，
其余的则是液体。

月球从一个“种子”（远离“索内斯蒂
亚”中心的少量液态岩石）开始，当“索内
斯蒂亚”慢慢冷却，气化的岩石凝结并像
下雨一样朝其中心降落。一些“雨水”冲
入月球，使其增大。随着时间推移，“索内
斯蒂亚”缩小，月球从蒸气中冒出。“索内
斯蒂亚”不断凝结，最终形成地球。整个
过程发生得非常快，月球在几十年内从

“索内斯蒂亚”中出现；而地球在约1000
年后形成。

由于地球和月球都由同一团气化岩
石构成，它们自然拥有相似的同位素“指
纹”；月球由几十个蒸气大气层环绕形成，
且形成温度介于2200℃—3315℃，因此，
月球上的挥发性元素很少。

虽然新模型似乎回答了一些有关月
球起源的问题，但还有一些理论有待完
善，如当月球在蒸气中时，它对蒸气做了
什么，它如何扰动蒸气等。 （本报综合）

月球地球或同源于一团岩石蒸气

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奖出炉

湖科7个项目榜上有名
本报讯 记者王奇峰、通讯员袁永军报道：日前，记

者从湖北科技学院获悉，该校7个项目获第八届湖北省
高等学校教学成果奖，包括一等奖2项、二等奖4项、三
等奖1项。

其中，由白育庭教授和刘宗南教授分别主持的《基
于国家卫生人才战略的全科医学人才“123”培养模式的
构建与实践》和《基于“合作共同体”的小学教育专业人
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项目获得一等奖。

据悉，湖北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奖由省教育厅组
织，每四年评选一次，是高校教师潜心教学、富于创造性
的劳动结晶，代表了全省高等教育教学工作的先进水
平，对推动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起到了积极的促进
作用。此次全省高校共有600项教学成果获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