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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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

“决赛”名单出炉
法国大选迈过“险滩”

法国内政部24日凌晨公布的统计结果显示，在23日举行的法国总
统选举投票中，“非左非右”的“前进”运动候选人马克龙和极右翼政
党“国民阵线”候选人勒庞得票领先，将进入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

分析人士指出，马克龙和勒庞进入第二轮选举在意料之中，从最
新形势看，如不发生意外，马克龙最终胜出的可能性很大。

4月24日，机器人佳佳通过网络与科技观察家凯文·凯利对话。

法国内政部公布的数
据显示，在参加总统选举
首轮投票的 11 位候选人
中，马克龙获得23.86％的
有 效 选 票 ， 勒 庞 获 得
21.43％的有效选票。马克
龙和勒庞在所有候选人中
得票分列第一、第二，获
得进入第二轮投票的资格。

尽管完全统计数据尚
未揭晓，但右翼共和党候
选人菲永和极左翼组织

“不屈法国”候选人梅朗雄
等候选人已在公开讲话中
承认败选，首轮投票大局
已定。

法新社23日晚在报道
中说，此次投票结果打破了
法国传统政治格局，1958年
以来右翼政党首次在第二轮
选举中缺席，近半个世纪以
来法国传统的右翼共和党及
左派的社会党失去对法国大
选的“主控权”。同时，勒庞进
入第二轮选举也不再像
2002年老勒庞的胜利那样
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意外”。

法 国 智 库 “ 亚 洲 中
心”主任让－弗朗索瓦·
迪·梅利奥接受新华社记
者采访时指出，马克龙和
勒庞在首轮胜出的共同原
因在于：法国当前正面临
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复
苏疲软乏力、恐怖袭击频
发等多重难题，民众十分
期待政坛新面孔和治理

“新药方”。
梅利奥还认为，丑闻

等特殊因素对选举的影响也
不应被低估。记者注意到，
菲永的民意支持率正是从今
年1月份曝出“空饷门”事
件后开始迅速下滑的。

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政
治研究中心秘书长迈达尼·
舍尔法指出，高举民粹主义
旗帜的勒庞吸引了不少忠
实“粉丝”，很多人以为，说
话高调的民粹势力是在讲
真话、讲实话，甚至有人认
为应该给民粹势力执政的
机会。这种社会心理推动勒
庞选情走高。

尽管首轮投票结果
刚揭晓，但从法国政界
立刻掀起的支持马克龙
的声浪可以看出，马克
龙的选情明显看好。

菲永和左翼社会党
候选人阿蒙都在承认败
选后公开呼吁选民支持
马克龙。法国现任总理
卡泽纳夫、前总理拉法
兰也在当晚一致呼吁支
持马克龙。

欧盟委员会首席发
言人斯基纳斯当晚发推
文说，欧盟委员会主席

容克祝贺马克龙在首轮
投票中取得的成绩，并
希望他为接下来的选举
继续努力。德国总理默
克尔的发言人斯特芬·
塞伯特也发推文说，默
克尔祝马克龙在未来两
周好运。

为何马克龙获得如
此广泛的支持？分析人
士指出，马克龙是坚定
的“挺欧派”。他虽然因
反对法国政坛左右壁垒
分明的政治格局被媒体
称为“反体制”人物，但

他支持欧盟组织建设的
主张同传统政党的主张
一脉相承。在竞选提纲
中，他明确提出，如当
选总统将加强法德合
作，继续推动欧洲一体
化。从防务到经济，从
数字经济到应对气候变
化，他提出了一系列加
强欧盟和法国发展的措
施。

而勒庞则认为，对
法国来说，“欧盟是问
题而非出路”。她称，
在人们越来越重视民

族国家利益、经济爱国
主义盛行的今天，欧盟
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欧
盟使法国失去独立地
位，削弱了法国实力。
她如果上台，第一项任
务就是让法国政府重
新审视与欧盟签订的
条约。

法国《世界报》国
际部副主任菲利普·里
卡德日前表示，法国如
果“脱欧”，对欧盟的
影响将比英国“脱欧”
严重得多。

法国民调机构益普
索23日晚公布的调查结
果显示，在第二轮投票
中，马克龙将以62％对
38％的得票率轻松击败
勒庞。

梅利奥表示，从目
前情况来看，马克龙当
选新一任法国总统“近

乎板上钉钉”，但距离
法国总统选举第二轮投
票还有15天，出现意外
结局依然存在可能。

梅利奥列举了可能
导致意外结局的因素，
比如，接下来半个月内
法国安全环境出现急剧
恶化，或者马克龙和勒

庞在电视辩论中的表现
发生逆转，等等。他认
为，虽然这些因素的影
响可能比较小，但对于
偶然性因素可能改变选
举最终结果依然不能掉
以轻心。

舍尔法说，假如马
克龙当选，由于他创立

的“前进”运动诞生不
足一年，在议会几乎没
有根基，马克龙将面临
在今年6月法国议会选
举中赢得议会多数席位
的挑战，这将直接影响
他能否顺利推行自己的
执政主张。

据新华社

首轮结果不出所料 选情可能“一边倒”

马克龙仍须小心

马克龙
勒庞

全球首个机器人记者
与科技大咖“失控”对话

“你喜欢我吗？”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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