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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资讯

细菌能“吃”青霉素

随着细菌耐药性增强，包括青霉素在内的许多抗生素
作用越来越有限。美国研究人员近日在英国《自然·化学
生物学》杂志上发表论文称，他们揭开了细菌为何能“吃”
青霉素的秘密，相关发现有助于解决抗生素污染问题。

他们分析了4种能“吃”青霉素的土壤细菌，发现有3
组基因在这个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这些基因的作用
下，细菌会先释放β－内酰胺酶，以此使青霉素失去杀菌能
力，然后再释放一种特殊的酶，用于将青霉素分解为可供

“食用”的物质。整个过程就像有经验的厨师处理河豚一
样，先去除毒素，然后享用美食。

细菌产生耐药性的原因包括滥用抗生素、药厂废水乱
排等。大量抗生素通过各种方式进入土壤和水源等环境
中，导致越来越多的细菌产生耐药性。由于仅靠环境中天
然存在的某些细菌难以有效消除抗生素污染，研究人员认
为可用基因改造等方法，使大肠杆菌获得“吃”抗生素的能
力，然后在有需要的地方投放这些细菌，帮助清除土壤和
水源中的抗生素污染。

南非狮子 一言不合就动手

小时候兄弟姐妹们在一起玩耍免不了要打打闹闹，动
物们也不列外。近日，有摄影师在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拍
摄发现，几头即将步入成年的狮子正在打架，它们互相扑
打、撕咬，以秀出自己的力量。

新物种天堂鸟
求偶大秀“平移舞”

大部分天堂鸟分布在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和澳大利
亚东部地区。科学家们根据羽毛排列和平移舞蹈等方式的
不同，最近发现一支名叫“沃格尔克普”的天堂鸟新物种。

这种天堂鸟新物种最出名的是雄性羽毛，很容易从鸟
喙、翅膀、尾部或者雄性头部长而精致的羽毛对其进行辨
识。不同于其它天堂鸟物种，它的脚步是平滑移动，而不是
有弹性。

（本报综合）

本报讯 通讯员李晶亮报道：5月7
日，市经信委机关党支部全体党员前往
通城县北港镇贯青村，与精准扶贫点的
党员共同开展支部主题党日活动。

活动在支部互赠书籍中拉开序幕。
市经信委机关党支部向贯青村赠送了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二卷）、《宪
法修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

学习图书，贯青村党支部回赠了精准扶
贫知识汇编——《精准扶贫100问》。

随后，两个支部的党员齐诵了《党
章》，共同学习了2018年度第五期支部
主题党日学习资料汇编和习近平总书记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
话精神；就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湖北时重要讲话精神，熊晓斌同志和胡

龙兵同志做了述学述做，并向程金泉等
同志赠送“政治生日卡片”；精准扶贫工
作队刘丹同志以“围绕扶贫抓党建 抓好
党建促脱贫”为题讲了微党课。

集中学习后，市经信委机关支部全
体党员分头走访了结对帮扶贫困户，了
解贫困群众生产生活状况，收集贫困群
众的帮扶诉求。在走访过程中，贫困群

众纷纷畅谈了驻村帮扶以来村容村貌的
变化和村级产业的发展带来的实惠，对
未来实现脱贫目标充满了信心。

市经信委与驻村共同开展“支部主题党日”活动

经信之窗

本报讯 通讯员李闯、王涛报道：
5月8日，咸宁市住建委检查组对赤壁
市预拌混凝土企业进行专项检查。本
次检查采取“双随机”的方式，抽查了
该市“赤壁市五和商砼有限公司、湖北
永佑混凝土有限公司、赤壁市广信混

凝土有限公司”3家企业，主要检查了
企业资质标准执行情况、绿色生产工
作开展情况。

通过检查，指出了预拌混凝土企业
存在的问题，明确了企业资质标准和绿
色生产工作的重要性，促进了预拌混凝

土企业进一步完善了质量保证体系。检
查组要求住建部门及各预拌混凝土企业
要增强意识，强化主体责任，进一步落实
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的相关要求，严格
按照《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及技术管理
规程》（JGJ/T328-2014）的要求进行绿

色生产和提档升级。

咸宁市墙体材料革新与建筑节能办公室 协办
地址：咸宁大道168号市住建委七楼 电话：8255137

发展绿色建筑 助推绿色崛起

市住建委对赤壁市预拌混凝土企业进行专项检查

5月 4日，在高考最后一个月的冲
刺阶段，为增强备考的科学性、有效性
和针对性，市教科院特邀请武汉市相关
教育专家来咸宁，就高考“临门一脚”备
考工作，与咸宁的一线教育工作者展开
交流。

相关专家在专题报告中，对2018年
高考命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对高考
最后一个月的复习与备考提出了自己的

建议。专家认为，在最后冲刺阶段里，要
树立科学备考 、人文备考的理念；要采取
一区一策、一校一策、一科一策、一生一
策的备考策略；要明确查漏补缺、整理知
识、限时训练、适应性训练的主要任务；
要合理安排时间，分专题复习、综合训
练、限时训练、临门一脚、答题技巧与应
试心理辅导等五个阶段科学推进。

专家建议，教师在具体的教学中，要

注意分层教学。文科坚持少考试，多记
忆整理反思，理科生不同层次训练内容
不一样，高分班训练难度加大，普通班注
重基础的夯实。不主张以考代练，重视
反思和总结，重视技巧领悟。

此外，专家还建议，要注重心理辅
导，要把备考落实到每一个教师和学生，
落实到生活作息的调整，落实到先易后
难答题顺序和审题技巧，落实到考场偶

发事件应对，落实到每个家庭。
各县市教研室主任、全市高中一线

教师参加了此次信息交流会，纷纷表示
受益很大，开阔了眼界。

市教科院院长汪永富说，邀请专家
进行专题报告，做好高考冲刺阶段“临门
一脚”，这在咸宁来说是首次。通过这种
方式，将对高考备考起到很大的指导意
义，也对一线教学起到了推动作用。

市教科院特邀武汉教育专家来咸为高考冲刺支招——

如何踢好“临门一脚”？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

本报讯 通讯员裴浩报道：5月7日，
湖北科技学院内，来自市卫计委、各县市
区教育局和招办、各高级中学校长近百人
聚在一起，举办首届“揽月高考论坛”。

本次“揽月高考论坛”由湖北科技学
院、咸宁市教育局、咸宁市卫计委共同举
办，由中国教育在线承办，共同建立一个
高校与高中共同交流的良好平台，为新
高改创造一个良性的互动平台，促进湖
北高等、中等教育事业的有机发展。

本次论坛是以贯彻落实咸宁市“一
村一名大学生村医”项目为基础，紧密联
系各高中，加强校校合作的重要纽带，也
是湖北科技学院“立足地方、融入地方、
服务地方”的一个重要途径。

在政策解读环节，湖北科技学院人
文与传媒学院院长祝敏鸿以新高考改革
试点省份为例，根据湖北省关于新高考
改革的文件精神，分析了高考近些年来
的基本形势，并对高考综合改革背景下

高校高中牵手共进提出几点想法：一是
共建交流平台，二是共推研改活动，三是
共导生涯规划，四是共助素质提升，五是
共享校友资源。

本次论坛还邀请了浙江科技学院招
生就业处杨志祥，他就新高考改革浙江
省实践经验及思考，分别对学改、教改、
招改等环节做了具体分析，并提出了对
于高中学习科目、高中如何开展教学等
问题的思考。

中国教育在线副总编辑江爱萍，从
国家关于新高考改革的全局，从不同角
度对目前影响新高考改革的指标作了全
面剖析和解读。并建议各级教育管理
者、教育工作者要积极思考我国高等教
育发展趋势及培养模式。

湖北科技学院

举行首届揽月高考论坛

教育热点

“现阶段，我们使用较多的还是NLG
（自然语言生成）技术，以该平台人工智能
系统为例，它套用了大量数据积累下来的
模板，而且最终还需要人工参与对其进行
校正。”清华大学苏研院大数据中心主任
林辉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现阶段只是“不
懂装懂”。“这和我们的语音处理方式一样，
机器通过大数据分析，学会了某些词汇、字
句可以连在一起使用，人工智能写作出来
的内容，只是让人看上去认为机器已经了
解了其中的含义，但事实上机器并不知
道。”林辉说。举例来说，就像2013年上映
的人工智能科幻电影《Her》一样，当女主
角说出“我爱你”的时候，她只是发出了音
节，却完全理解不了背后的情感。

林辉介绍，受技术的限制，当下的人
工智能+写作整体还比较初级，一方面需
要人力的参与；另一方面，机器在自然语
言处理、理解方面都还存在着障碍。从目
前来看，AI写作的主要目的也并非是替
代人力，而是作为人的助手，协助人们处
理一些繁琐、重复的劳动。有新闻学系教
授也撰文表示，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将是有
明确规则的智力劳动，但在新闻领域，深
度报道、新闻评论等需要创造性思维的部
分，将是人类进一步深耕的领域，这是机
器所无法取代的。 (本报综合)

待进步：现阶段只是“不懂装懂”

科技 察观
◢

写作是语言的精髓、文化的灵魂，与1和0组成的数据、单词和符号组成的代

码看上去格格不入，灵感、直觉和纯熟的语言训练诞生的产物，怎能由数据和代码

组成呢？在AI席卷各大行业的浪潮下，写作作为艺术形式的一种，仿佛成为了人

们心目中的“孤岛”。

然而，这座“孤岛”也被AI浪潮“侵门踏户”了。

近日，某电商平台推出了名为“莎士比亚”的AI写作系统，一秒钟可以“写”出

千条文案。业内人士戏言，终于轮到编辑“下岗”了。

AI+写作真能发挥出这么大的魔力吗？

据该电商平台发布的新闻稿称，这套
系统在借鉴传统NLG和语言模型方法的
基础上，基于该平台自身在商品标签和搜
索数据库层面积累的大数据，从句子层面
做结构解析、训练模型和语言生成，从而
能够一秒钟“吐”出千条文案，并根据用户
不同的需求自主选择各类行文风格。据
介绍，该系统还能根据用户对文本的选择
实现机器算法的优化。

然而该系统一面世就遭到了网友的
吐槽：“既然能智能写文案，能不能智能刷
好评呢？”“人工智能+文案，是千人千面还
是千人一面？”

对此，该系统负责人表示：“传统人工
创作费时费力，尤其是电商平台‘大促’期
间，时间紧、任务重，很多商家修改页面时
往往捉襟见肘。这套系统就是为了极大
地赋能商家，提高效率、降低人力成本，逐

渐实现机器写文案、系统排版页面。”
显然，这套系统的主要应用场景是商

品文案写作，离写诗、做文章这些人们想
象中AI写作还有很远的距离。记者找到
了一篇由人工智能写作的文章，虽然看起
来逻辑通顺，但其主要内容均来自于新闻
媒体的一篇专访稿件，机器所做的工作，
仅仅是对稿件进行了删减和截取。

“事实上，AI技术应用于写作仍有相
当大的局限性。”拓墣产业研究院分析师
林贞妤告诉科技日报记者，“AI写作需要
输入大量某特定类型的文章数据，进行
机器学习训练，付出包含时间和金钱的
训练成本，才能让AI学会某一类文章的
写作模式。”从某种程度上看，该系统更
像是丰富的文案数据库，可以根据不同
的风格，向用户推荐更适合该商品的文
本。

别慌！“莎士比亚”是款“文案处理器”

AI对艺术领域的“侵门踏户”可不是
第一次了。谷歌曾利用AI创作一幅油画
作品，最后竟然卖到了8500美元。在一
项测试中，AI创作的画作成功“欺骗”了
超过半数观众的眼睛，使他们误以为该作
品是由人完成的。

在AI写作的道路上也不乏探索者。
2016年，一款AI机器人曾参与了当年高
考作文的创作，但成绩只能用惨不忍睹来

形容。两篇文章行文风格磕磕绊绊，句子
之间逻辑也欠通顺，用词单调重复，仅有
几个句子被认为有点“文艺范”，可惜在上
下文结合的过程中，也失去了韵味。事实
上，日本也曾经使用AI参与过升学考试，
积累了多次失败经验后，已经能够达到大
学入学的水准，然而其擅长的也是数学、
历史等学科，但在语言处理能力方面非常
一般。

有局限：只能在特定领域“展神威”

但在消息新闻写作、报告类数据采集
等方面，AI写作则获得了不小的成功。
2007年，美国一家公司就推出了新闻编
写软件，用于撰写财经类和体育类新闻稿
件。只要导入最新的数据，每分钟最快可
生成2000篇报道。近年来，我国媒体也
陆续开始使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新闻写
作。

林贞妤表示，要让AI学会写作，必须

要锁定某个特定应用目标，进行大量资料
搜集和模型训练；训练范围拉得越大，则
训练的成效与精确度往往会越差。“因此，
目前AI技术只能在风格类似、词汇量使
用范围较小的领域完成文本生成，比如天
气预报、财经新闻等内容，AI可以很好地
输出相关报道和消息。但对于那些风格
具有创新要求、情感描述丰富的文章，AI
就无能为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