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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22名学生

暑期支教咸宁
本报讯 通讯员胡新华报道：日前，武汉大学的22

名学生在支教队长徐浩轩的率领下，深入赤壁市随阳山
区，开展为期15天的暑期支教活动。他们不仅为学生讲
述语数外基础知识，还开设趣味游戏、手工、礼仪、体育、
音乐、文娱、急救、电影欣赏等课程，并组织学生参与社会
实践活动，让留守儿童愉快度过有意义的暑假。

据了解，在赤壁，除武大支教学生到随阳山区学校
外，柳山湖镇柳山村“希望家园”也顺利开班，华师大物理
学院实践队志愿者们围绕留守儿童的课业辅导、心理健
康、安全教育、素质拓展、大专分享等内容，通过开展丰富
多彩的互动活动，弥补留守儿童暑期无人监管的空白，使
他们度过一个安全、健康、快乐的暑假。

赤壁创办首家“爱心学校”
本报讯 通讯员刘騉报道：为充分发挥教育扶贫在

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的基础性、先导性、根本性作
用，提升贫困家庭人力资本素质，遏制贫困代际传递，近
日，经赤壁市政府同意，赤壁市教育局决定从2018年秋
季起创办“赤壁市爱心学校”。

据了解，此所“爱心学校”设在凤凰山学校，学校将提
供校舍，扩容改造基础设施。招生对象为全市2018年9
月在校就读的四至九年级学生，招生条件为父母一方死
亡，另一方无抚养能力或父母双方残疾且丧失劳动力。市
教育局将根据各年级、各学科情况配齐专任教师、心理辅
导教师、生活老师等，使他们成为学生的责任父母，让学生
以校为家，把学校办成“爱心之家”，让这些学生体验到家
的温暖。“爱心学校”成立后，还将与凤凰山学校实现“一
校两牌”，作为市教育局教研室的教育实训基地。

当然，眼下来看还不用太紧张，因为Ope-
nAI Five还存在多种局限性，比如团战时它们
还无法按照游戏规定从115个英雄中选择出5
个来组合游戏角色，因而只能使用特定的游戏
英雄。也是同样原因，这次“人机大战”中还限
定不能插眼、没有肉山、没有隐身能力、不能使
用召唤和幻象……这些大多为决策较为困难
的操作。所以再次证明，在强化学习打游戏这
件事上，人工智能可通过提高现有算力超过人
类，但在算法上并没有太多理论创新。

那么，为何还热衷研究游戏AI？“当前研究
得比较多的语音识别、人脸识别等技术属于感
知智能，要达到正确识别，只需告诉AI某事物
是什么即可。然而，更难的是认知智能，它牵
涉到推理决策。”兴军亮表示。

游戏AI涉及推理和决策问题，同时，游戏

博弈体现的不完全信息和动态博弈特性是现
实环境的一个很好模拟，加之游戏环境可控
制，可快速运行，不会造成额外损失。兴军亮
认为，“这使得游戏AI成为下一步极佳的人工
智能验证平台。”

“游戏AI上的算法突破，可以迁移应用在
互联网广告、自动驾驶和机器人导航等场景，
只是没办法自动适应其他模型，比如游戏AI不
可能直接去自动驾驶。迁移过程需要人的参
与，人会根据应用特点，从程序上设计问题的
输入输出，从优化目标上也要做相应调整。游
戏打输没关系，但自动驾驶AI算法一旦失败，
面临的损失是人类无法承受的，所以这些领域
上的AI算法应用周期会更长，只有经过更严格
的测试，非常成熟可靠时才可以运用。”兴军亮
说。 （本报综合）

“神童”的启迪
○ 黄军

最近，来自山东青岛一个叫王恒屹的3～4岁男孩，
火爆全国，“吸粉”无数，真是“亮瞎”眼睛。我也是在朋友
圈转发的视频里见识了这位小神童的超强记忆、机敏反
应与古灵精怪，说话奶里奶气，却能熟背《千家诗》、《弟子
规》和《三字经》，识字超三千，记牢两百多首歌曲，认识一
百多个国家的国旗。到百度搜了一下，小恒屹先后在《经
典咏流传》、《欢乐中国人》、《开门大吉》、《快乐大本营》和

《了不起的孩子》等央视和地方卫视节目均有惊人表现，
完全超出了那个年龄呈现出来的自信淡定、果敢大气、思
维逻辑、语言表达与萌嗨表演等等，让人叹为观止。

类似王恒屹的小神童，虽说是极个别现象，但带给我们
的心理冲击与灵魂震颤却是久久不能平静。既折服于别人
家的孩子如此之奇才乖巧、聪明超众，又难免会产生自家熊
孩子相形见绌的沮丧挫败。日常生活中，不少的家长父母
常常会如数家珍般搬出一个个邻家孩子的励志故事，信手
拈来一大堆数落子女笨拙迟钝的短缺不是，越比越失落，
越比越恐慌，个别甚至爱极而害演变成家庭暴力。

殊不知，神童的神奇，并非完全先天自成，关键还是
靠后天的发现启迪、培养引领。常言道，父母的榜样示范
才是小孩的最好老师与无声教育。王恒屹出生于一个普
通家庭，父母都不在青岛工作，扔给爷爷奶奶带，属于典
型的“隔代抚养”。父母双方均没有显赫家史，也没有一
个高级知识分子，更谈不上“贵族”基因遗传。但他的奶
奶却能关注并抓住小恒屹的兴趣爱好点，不是用“强按牛
头喝水”的教育方式，而是做好陪伴、示范、引导工作，融
入孩童生活世界，跟着一起学、一起读、一起翻字典。在
小恒屹看书学习时，他奶奶哪怕拿张报纸装装样子，也绝
不丢开孩子自顾看电视玩手机。

当下社会，不少家长很在意自己的生活娱乐体验，往
往搓麻将、打游戏、玩手机时，不注意场合、不节制时间、
不回避孩童，无视带给孩子的不良影响甚至产生的吸附
效仿；却要求孩子学这学那，开展这补习那培优，把学期
孩子的业余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把孩子的一点点兴趣
爱好与童真梦想碾压粉碎得了无踪影。

每一个孩子都是一朵独一无二的花朵，只是花期不
同而已。要想让孩子怎样，自己得先要怎样。不能让望子
成龙的良好美愿，变成了拔苗助长的深爱伤害。一定要善
于发现孩子的优点特长，保护他们的兴趣爱好，挖掘他们
的禀赋天资，学会用欣赏的眼光，陪伴他们学习成长。

但愿，神童王恒屹带给天下父母长辈更多的启迪开
悟，而不仅是艳羡神往，更不是挫败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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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神经网络组成的机器人

玩家在《刀塔2》中击败了人类业

余玩家！这意味着，在围棋、辩

论、医疗等诸多领域取得胜利之

后，人工智能不再满足于“单挑”，

又在组团作战中展现出了超越很

多人类的集体协作能力。

“五对五”打仗游戏
机器人队首次击败人类

硅谷“钢铁侠”马斯克创立的人工智能非
营利组织OpenAI近日宣布，由5个神经网
络组成的OpenAI Five，已经能够组成5v5
团队在经典战斗竞技类游戏《刀塔2》（Do-
ta2）中击败人类业余玩家队伍。

其实早在去年8月，OpenAI的机器人玩
家就已经在《刀塔2》的“一对一”比赛中战胜
了人类顶级职业玩家Dendi。这并不奇怪，
在和人类对决中，AI系统拥有令人类玩家羡
慕的特质。它的反应速度与人类的顶尖职业
玩家相当甚至更快，并且不会错失点击。AI
的优势还体现在，它们能够随时准确获取角
色间的距离、装备栏、英雄的健康状况等重要
信息，并应用这些数据选择最佳策略。相比
之下，人类玩家只能手动检查，或是根据经验
及本能进行判断。

当然，团战没那么简单。作为一款战斗
竞技类游戏，《刀塔2》的难点在于队友间的
配合：双方各由５名队员组成，每人操控一位

“英雄”，他们要在一张地图上通过分工合作
推倒对方的基地，从而赢得胜利。而团队协
作，是AI系统所面临的一项前所未有的挑
战。

这次事件之所以被比尔·盖茨称为“里程
碑”，正是因为OpenAI Five展现出了类似
于人的长期规划和团队协作能力，也展现了
极高的智能决策能力。在实战中，“为了最终
的胜利，它们懂得牺牲一条线路或是一位英
雄。”在一轮测试中，一位人类玩家加入了AI
战队。他说，4位AI队友给了他大量支持：

“无论我想要什么，这些机器都能实现。”
据悉，研究团队又将目标投向了更为强

劲的对手。本月底，他们就将挑战人类顶级
玩家队伍。

比起下围棋，打《刀塔》难度“超过好多个数量级”
人工智能之所以难以攻克《刀塔2》这样的

战斗竞技类游戏，除了需要系统间的团队协
作，还因为这类游戏需要长期的决策——在45
分钟的游戏时间内，玩家需要进行上万次操
作，而其中一些决策的影响将贯穿全场；而相
比于棋类游戏的信息透明，每位玩家能够看到
的信息，尤其是对方的信息是有限的。

据报道，OpenAI Five完全通过自我对战
来学习打游戏，每天的对战量相当于人类的180
年。也就是说，如果人一天能打10局游戏，那么
AI一天就可以打10×365×180局游戏，只需
要在程序中把游戏时钟调快即可。而且，它还
创下了惊人的硬件消耗量纪录：256块图形处理
器（GPU）和12.8万个中央处理器（CPU）。

据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兴军
亮介绍，OpenAI Five是从去年的一对一版本
上发展而来的。一开始，AI只会在地图上随便
乱走乱打，不断试错。通过强化学习算法获得
游戏奖励信号的引导，一段时间后它就能发现
并记住一些具有简单意义的动作，然后再不断
试错自我提升，直到最后能够更好地完成游戏
目标。“OpenAI Five就是5个AI组成一个团
队互相对战，团队中的每个成员本身对应一个
独立的AI，同样通过强化学习打游戏，但在学

习的过程中，每个AI会考虑用其他4个AI的
策略去打，这样5个AI就组成了一支团队，去
跟5个人类业余选手对战。”

兴军亮表示，由于操作和规则更为复杂，
打《刀塔2》的难度要超过AlphaGo下围棋的
好多个数量级。因为围棋是确定边界、完全信
息、回合制的简单游戏，而《刀塔2》是相对复杂
边界、不完全信息下、动态的实时博弈。在实
时策略游戏中，本身存在的典型难题是角色空
间非常大，决策周期长，在不完全信息博弈下，
要猜测对方的状态，这要求AI尝试计算出各种
可能情况下的策略，瞬间扩大成高维爆炸式的
搜索空间。

其次，AI团队协作也是一个难点，这意味
着AI要同时控制多个单元，进行多智能体的协
作和协同，有时还要牺牲个别单元的局部利益
去满足整体利益，这是群体智能学习需要克服
的重要难题。

更深层次的难点是，如何通过游戏，让AI
不是靠速度，而是靠决策和推理取胜。IBM

“深蓝”也是依靠强大算力将人类打败。但“深
蓝”是对计算智能的突破，也就是算得比人类
快，下一步人工智能界期望在认知智能上有新
的突破。

眼下还有多种局限性,但未来将有更广泛应用场景

在月球上造房子？这已经不是无意
义的空想，而是欧洲航天局（ESA）计划要
在20年内完成的事！

按照欧洲航天局的规划，到2030年，
10位宇航员将被送往月球居住；到2040
年，居住人数能达到100人；到2050年，
规模更可能扩展到千人。因此，他们已经
在与知名的英国福斯特事务所展开合作，
共同推进“月球基地（Moon Base）”星际
项目。在TED演讲中，建筑师泽维尔·凯
斯特勒披露了不少项目细节。

凯斯特勒说，这个项目团队成员非常
多元，除建筑师外，还有机械工程师、航天
工程师、电脑科学家、材料科学家、建筑物
理学家、声学家、几何学者等。

那么如何在月球上造房子呢？
“火箭的运输成本高达每公斤20万

美元，非常昂贵，所以首先必须选择很轻
的材料。其次，运输空间是很有限的，以
阿丽亚娜5型火箭为例，它的直径只有4.5
米到7米左右。”凯斯特勒指出，另一个严
峻的问题是月球的恶劣环境。“月球基地
的温度差最大可达到200摄氏度，也就是
说，在基地的这一边，温度可能是100摄
氏度，而在另一边，温度可能达到零下
100摄氏度。而且，月球现在几乎没有任
何磁场，这意味着任何辐射都可能损伤
月球表面。”

此外，由于月球没有大气层，无法防
止陨石的强烈撞击。“陨石经过大气层会

减速和燃烧，但在月球上几乎是‘裸奔’状
态。它的撞击速度是子弹的18倍，这造
成了凹凸的月球表面。”凯斯特勒说。

在凯斯特勒看来，月球上房子最好的
结构形式就是洞穴。这个特殊的洞穴内
有一个蛋型的充气舱，可提供大量的生活
空间和实验室空间。与充气舱连接的是
一个圆柱体，上面设有气阀出入口。充气
舱上方是坚固的穹顶结构。

“我们不打算把混凝土和水泥从地球
运到月球，而是就地取材，利用月球表面
随处可见的土壤，也就是风化层。”凯斯特
勒介绍，装载必要材料的火箭从地球出
发，进入太空后，整流罩将分离出月球登
陆器和住宅模块，选择月球南部某处作为

基地，那里能看到太阳起落。
成功登陆后，3D打印机器人将展开

自动化的建造工作。推土机将土壤搬到
建造点后，3D打印机器人会将土壤加热、
固化成薄薄的结构，一层层堆叠出类似骨
骼的高强度多孔结构。大约3个月后，一
个洞穴状的结构就正式完成，将在太阳辐
射、陨石冲击等恶劣环境下，对基地形成
有效的保护。从外表看，这个建筑就像是
月球上的山丘。

也许用不了多久，月球就将迎来第一
批地球移民。那时，与我们遥遥相望的将
不再是神话中的嫦娥和玉兔，而是我们人
类自己。

（本报综合）

怎样在月球上造房子

你想赢得人生的第一桶金吗？
你想月薪过万吗？

健一生科技信息服务有限公

司，是在城市网络发展需求下组建

的具有时代意义、创新理念的网络

信息服务公司，健一生生物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办公面

积700个平方。

健一生科技信息有限公司是

一家从事网络运营，互联网营销的

网络科技公司。因公司发展需要

从广州健一生科技信息咸宁分公

司扩大经营现面向社会诚聘网销

人员若干名。

只要你肯学习，不怕没机会，

无经验可带薪培训。开过微店，做

过微商都可以，不需要面对客户，

直接微信与客户沟通。

公司介绍

岗位职责：
1、利用网络进行公司产品的销售及推广；
2、负责公司网上贸易平台的操作管理和产品信息
的发布；
3、通过网络进行渠道开发和业务拓展；
4、按时完成销售任务；
5、底薪3000+提成；
待遇面议，3000到10000不等，只要你有能力，公司就

会培养你。
要求：（1）聪明灵活，责任心强，会电脑操作基本操作；

（2）年龄18岁-30岁；
（3）男女不限。

工作时间：早上9:00 —中午12：00
下午1:30 —下午6:00
晚上7：00—晚上9：00

月休四天，工资底薪3000另加提成

欢迎热情开朗热爱工作

热爱生活的你加入我们

有意者电联13600085292（林先生）
地址：劲风财智领域A座15楼

（咸宁市咸安区银泉大道）

经嘉鱼县人民政府批准，现委托嘉鱼县国土资源局土地交易中心联合湖北中成拍卖有限公
司以公开拍卖方式出让嘉鱼县嘉（告）字[2018]09号地块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嘉鱼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嘉（告）字[2018]09号

备注：出让地块的详细规划条件以拟出让地
块控制性详细规划红线图为准。

二、竞买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
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竞买（除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申请人可以单独申
请，也可以联合申请。参加竞买须提出竞买申
请，并按《拍卖出让须知》中要求提供相应文件
资料。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采取
增价拍卖方式，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现场踏勘和地块情况介绍：地块自公
告之日起在其所在地公开展示，嘉鱼县国土资
源局土地交易中心与湖北中成拍卖有限公司
对本次拍卖出让不另行专门组织现场踏勘和
地块情况介绍，竞买人可在公告期间自行踏勘
现场。

五、领取拍卖文件与报名的时间与地点：
申请人可于2018年7月27日至8月16日16
时前到嘉鱼县国土资源局土地交易中心或湖
北中成拍卖有限公司获取拍卖文件及报名。

六、竞买资格确认：申请人应于2018年7
月27日至8月16日16时前到嘉鱼县国土资源
局土地交易中心或湖北中成拍卖有限公司提交
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和竞买准备金截止
时间为2018年8月16日16时前（以到账时间为
准）。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和
竞买准备金并具备申请条件的，嘉鱼县国土资源
局土地交易中心将在2018年8月16日17时前
确认其竞买资格。

七、拍卖时间地点：定于2018年8月17日
上午10时30分在嘉鱼县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

理局六楼会议室举行。
八、本次拍卖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将在有

关媒体刊登变更公告，届时以变更公告和拍卖
出让文件的内容为准。

九、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嘉鱼县国土资源局土地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嘉鱼县鱼岳镇迎宾大道32号国
土资源局6038室
联系电话：0715-6359068
联系人：孔女士
湖北中成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咸宁市温泉邮电路特1号
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0715－8130288

18107151110
竞买保证金收取单位：嘉鱼县非税收入管
理局
(1)开户行：中行嘉鱼支行
账号：556057551576
(2)开户行：工行嘉鱼山湖支行
账号：1818060119200006012
(3)开户行：农行南嘉支行
账号：17690501040001168
(4)开户行：建设银行嘉鱼开发区支行
账号：42001696208050000580
竞买准备金开收取单位：湖北中成拍卖有
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咸宁市分行温泉支行
账号：1818000109200004628

嘉鱼县国土资源局
2018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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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
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
申请参加，申请人应当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
申请（凡被列入信用平台黑名单的单位和个人
不得参与竞买）。竞买人参加竞买须提出竞买
申请，并提供《拍卖出让文件》中要求提供的相
应文件资料。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采用
增价拍卖方式，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
见拍卖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18年7月27
日至2018年8月16日16时，到嘉鱼县国土资
源局土地交易中心或湖北中盛拍卖有限公司
获取拍卖文件。拍卖出让地块自公告之日起
在其所在地公开展示，嘉鱼县国土资源局土地
交易中心和湖北中盛拍卖有限公司对本次拍
卖不另行组织现场踏勘和地块情况介绍，竞买
人可在公告期间自行踏勘现场。

五、申请人可于2018年7月 27日至2018
年8月 16日16时前到嘉鱼县国土资源局土地
交易中心或湖北中盛拍卖有限公司提交书面申
请。交纳竞买保证金和竞买准备金的截止时间
为2018年8月 16日16时整（以到账为准）。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了竞买保证金
和竞买准备金，具备申请条件的，嘉鱼县国
土资源局土地交易中心和湖北中盛拍卖有
限公司在 2018 年 8 月 16 日 17 时前确认其
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会定于
2018年8月 17日上午10时在嘉鱼县公共资
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六楼会议室举行。

七、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1、联系方式
（1）嘉鱼县国土资源局土地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嘉鱼县迎宾大道32号国土局
办公楼6038室
联系人：孔主任
联系电话：0715-6359068
（2）湖北中盛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619号
联系人：贺先生
联系电话：027－84881125

13971071870
2、银行账户
（一）竞买保证金
（1）开户单位：嘉鱼县非税收入管理局
开户银行：中行嘉鱼支行
账号：556057551576
（2）开户单位：嘉鱼县非税收入管理局
开户银行：工行嘉鱼山湖支行
账号：1818060119200006012
（3）开户单位：嘉鱼县非税收入管理局
开户银行：农行南嘉支行
帐号：17690501040001168
（4）开户单位：嘉鱼县非税收入管理局
开户银行：建设银行嘉鱼开发区支行
帐号：42001696208050000580
（二）竞买准备金
开户单位：湖北中盛拍卖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武汉东湖支行营业室
账 号：17-052101040023635

嘉鱼县国土资源局
湖北中盛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7月27日

嘉鱼县国土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嘉（告）字〔2018〕-08号

经嘉鱼县人民政府批准，受嘉鱼县国土资源局委托，嘉鱼县国土资源局土地交易中心联合湖
北中盛拍卖有限公司以拍卖方式出让嘉(告)字[2018]-08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注:1.P[2018]-08号地块商住比为1:9。2.出让地块的详细规划条件以嘉鱼县城乡规划勘察设

计院出具的《拟出让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红线图》为准。3.土地面积以实测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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