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08 融媒时代 责编：崔玉玉 邮箱：cuiyuyu@haiwainet.cn

2017年6月2日 星期五2017年6月2日 星期五

人工智能是“主菜”

几年前，人们还在大谈特谈“互联网
思维”。在李彦宏看来，互联网只是“前
菜”，人工智能才是“主菜”。他认为，在
互联网出现之前，人与人可以交流，人与
物却无法沟通。互联网时代到来后，提高
了人与人的沟通效率。但人工智能时代从
根本上解决了人与万物交流的问题，使

“唤醒万物”成为可能。
对人工智能持同样积极观点的，还有

全球著名人工智能专家李飞飞。她认为，
人工智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推动
力，从健康医疗、交通出行、销售消费、
金融服务、媒介娱乐、生产制造，到能
源、石油、农业、政府……所有垂直产业
都将因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而受益。

在日前举行的 2017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
业博览会上，人工智能相关成果已成为各
大企业竞相展示的当家产品：科大讯飞的
智能陪护机器人“晓曼”，基于语音识别、
大数据以及“深度学习”的算法等技术运
用，能与独居老人聊天、陪儿童玩耍；蚂
蚁金服即将推出的“扫脸付”，只需打开支

付宝扫一扫，进行授权操作，即可使用
“扫脸付”进行支付……各领域“黑科技”
的涌现，显示出人工智能驱动发展的力量。

软硬结合思考问题

在人工智能逐渐走上前台的过程中，
如何用“人工智能思维”思考和解决问题？

李彦宏认为，手机虽然会长期存在，
但移动互联网的机会已经不多了。而移动
互联网的思维方式与人工智能的思维方式
截然不同。人工智能的特点是软硬件相结
合，因此要关注软件和硬件的结合处能够
有哪些创新，从技术和体验角度进行思考。

放眼全球，人工智能已成为众多互联
网企业“转型升级”的共同路径。从去年
年底开始，谷歌将未来的发展战略调整为

“人工智能先行”，而在日前举行的谷歌开
发者大会上，谷歌公司展示了其在人工智
能等方面的诸多进展：用手机对准花朵，
屏幕上就会显示花的名字；智能音箱可以
免费拨打电话……

在中国，各大互联网企业也纷纷立足
人工智能谋划发展。百度早在 2013 年就建
立了专注于深度学习的研究院，把人工智

能提到核心技术创新
地位；小米创始人雷
军也提出，要在国家
层面进行人工智能发
展的顶层设计，加强
人工智能科研人才培
养与引进。

尽管人工智能看
上去很美，但离“人
工智能思维”所要完
成和实现的目标还很
远。美国纽约大学心
理学教授加里·马库斯
认为，虽然人们现在
已经可以利用人工智

能技术来做一些很棒的工作，但是目前还
没有办法构建可以治愈癌症、理解人脑工
作的机器，人类智能里还有更多认知层面
的元素，如常识、推理、分析等，需要人
工智能去学习。

大数据驱动发展

“人工智能思维”的另一层意义，就是
要理解数据与算法的关系。李彦宏认为，
人工智能时代，数据秒杀算法，“干净”的
数据越多，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能力就越
强。但他同时指出，算法其实也在推动社
会进步。

此前，数据量小、数据流通不畅一直
是制约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问题。而随着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海量大数据资源为人
工智能加快学习进化提供了条件。360人工
智能研究院副院长韩玉刚说，数据量的大
小决定了人工智能的“奔跑速度”。而在大
数据时代，人人都是人工智能“数据燃
料”的供应者。

“当前生活中的信息化设备无处不在，
人的一切行为几乎都会数据留痕，从而进
入互联网，汇聚成海量的数据信息。”韩玉
刚说，运营商、电商巨头、政府等部门所
掌握的海量大数据绝大部分都是由单个人
产生的数据汇聚而来。

近年来，中国在大数据方面的发力，
也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源。
李飞飞表示，数据是中国推动人工智能发
展的一个重要力量。中国拥有大量人口，
有许多数据可供人工智能研究应用，会催
生大量创新产品。

那么“人工智能思维”的最终目的与
作用何在？李彦宏认为，如果用人工智能
的思维做互联网产品，能够实现“降维攻
击”，比如与打字输入相比，语音输入就是
降维攻击。而除手机之外，这种思维还可
以延伸到家电、汽车等各类行业。

9年坚守带来互惠双赢

2006年，希腊政府欲将比雷埃夫斯
港私有化的项目一经公布，便吸引了全
球多家航运巨头的注目。经过两年多的
谈判，中远海运于2008年以4.98亿欧元
的标价获得了比港二、三号码头35年的
特许经营权。

谈到收购比港股权的动机时，中
远海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许立荣坦
言，“比港地理位置优越、项目潜力巨
大，有利于中远海运集团完善全球港
口布局和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能
力。”

“收购比港至今的9年里，在两国工
作人员共同的坚守和努力下，如今的比
雷埃夫斯港已经成为希腊经济发展的一
大亮点。”回想起当初的决定，许立荣
自豪地说：“如今，比港集装箱吞吐量
全球排名从并购之初的第93位大幅提升
至2016年底的第38位，已经成为全球发
展最快的集装箱港口之一。”

比港项目不仅极大地促进了中远海
运集团全球业务的发展，也为希腊当地
经济做出了贡献。“中远海运共为当地

直接创造工作岗位2600个，间接创造岗
位8000多个。”许立荣介绍说。

面对比港管理局等竞争对手，中远
海 运 选 择 将 部 分 业 务 分 享 给 竞 争 对
手，使他们也能够维持稳定增长的生
产。不仅如此，中远海运还与当地社
区分享成功经验，用诚信和真诚，使
当地企业深切感受到中方企业互利共
融的发展理念。

今年 5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
见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的希腊总理齐普拉斯。习近平
强调，中希双方应该着力将比雷埃夫
斯港打造成地中海地区重要的集装箱
中转港、海陆联运桥头堡、国际物流
分拨中心，为中欧陆海快线以及“一
带一路”建设发挥重要支点作用，带
动两国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电信、
海洋等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让两
国人民更多获益。

许立荣认为，这将为比港的未来以
及中希合作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许立荣
说：“中远海运集团计划额外投资5亿欧
元，并在集装箱码头、物流、邮轮、汽
车船码头以及修造船等方面加大投入，
促进中希互利共赢，让两国民众真正从
中受益。”

东方智慧点亮中国名片

“‘COSCO SHIPPING’已成为
在希腊深受欢迎的中国名片。”塔索斯
激动地告诉笔者。中远海运比雷埃夫斯
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商务经理塔索斯是
土生土长的比雷埃夫斯人，美丽的海港
城市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像他一样的希腊
航海人。

2009年，中远海运比雷埃夫斯集装
箱码头有限公司成立的第一天，塔索斯
就加入了公司。他有幸见证了中远海运
集团给当地带来的巨大变化，也因此和
中国结下不解之缘。作为最早参与比雷
埃夫斯港建设的希腊人，他与笔者分享
了自己在比港工作的故事。

“中远海运接手比港当天，工人们
就开始罢工。”塔索斯说，由于当时希
腊经济非常不景气，各行各业员工不
断地被政府削减工资，导致希腊人有
强烈的抵触情绪，害怕中国人抢走他
们的饭碗。

本报电 5月29日，由国际绿色
经济协会主办的“2017 一带一路经
贸合作大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巴
基斯坦、丹麦、法国、捷克等 15 个
国家的官方代表、工商企业代表及
众多国际贸易金融服务机构人员约
300余人出席了会议。浙江省仙居县
县委书记林虹参加会议，并作题为

《浙江仙居绿色发展的探索与实践》
的主题发言。

林虹在发言中详细介绍了仙居
的基本情况和仙居绿色发展的探索
与实践。林虹介绍，近年来，仙居
顺应全球绿色浪潮，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在绿色化
发展路径和模式上进行了一系列行
之有效的探索，概括为六个率先：
在全国县级率先构建绿色发展指标
体系和评价体系；在全国率先实现
城乡空气质量监测系统全覆盖；在
全国率先实施“河长制”；率先推行
全域人畜分离；率先建设全域绿道

网；仙居国家公园率先成为全国首
批国家公园试点，为全国绿色发展
提供了“仙居素材”。仙居先后被评
为国家生态县、中国长寿之乡、中
国慈孝文化之乡、“美丽中国”十佳
旅游县、中国百佳深呼吸小城。

对于未来发展，林虹表示，仙
居是“一带一路”在浙江的重要节
点，仙居与“义新欧”中欧班列起
点义乌相邻，属于海上丝绸之路重

要港口台州的一部分。随着杭温高
铁、金台铁路的建成，仙居迎来了
融入“一带一路”的最好时机。她
说，仙居正致力打造绿色经济发展
高地，重点培育大健康、大旅游、
大文化三大产业，台州医疗器械产
业园、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神
仙居旅游度假区等平台为绿色经济
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空间。仙居真诚
希望能与更多的“一带一路”沿线
地区结成友好城市，加强经济与文
化交流，增进彼此了解和友谊。“仙
居作为访古问道、寻幽览胜、养心

洗肺的国际旅游胜地和休闲度假养
身福地，欢迎世界各地的朋友到仙
居游‘仙境’、品‘仙果’、做‘仙
人’。”林虹说。 （应芳露）

网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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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敌人工智能“阿尔法狗”之后，中国棋手柯洁“回归”了“人类赛场”。在近日
举行的LG杯上，他多次模仿“阿尔法狗”下出妙手，连战连捷。有人笑称，柯洁学会
了用“人工智能思维”下棋。

此话虽是笑谈，但“人工智能思维”却着实存在。近日，百度创始人兼首席执行
官李彦宏表示，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一代技术革命”正在掀起，成为人类社会又
一次全新变革与发展的开端，创业者必须将自己的思维方式调转到“（人工智能）频
道”，才能拥抱时代变革。

图片来源于百度图片来源于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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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一带一路”

希腊港口上的中国故事
海外网 吕文宝 刘金鹏 朱剑宇

美 丽 的 希 腊 爱 琴 海 之
滨，航运繁忙的比雷埃夫斯
港 （简称“比港”） 上，一
排排高耸的深蓝色桥吊已成
为比港码头的独特标志。比
港南面地中海，北临巴尔干
半岛，地理位置优越。作为
希腊最大的港口，这颗镶嵌
在雅典西南的海上珍珠，连
通中欧陆海快线和匈塞铁路
直达中东欧腹地，是“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通往中东
欧的门户。

2008 年，在中国和希腊
两国领导人的见证下，中国
企业中远海运和希腊方面签
署为期 35 年的特许经营权
协议。经过中远海运在希腊
的深耕经营，比港已经成为

“一带一路”上的重要枢纽
港，焕发出勃勃生机。

图为航拍比雷埃夫斯港

图为比雷埃夫斯港上，中方人员与希腊当地员工一起工作。

“但是，中国人最终还是用真诚与友好打
消了所有负面的情绪。”据塔索斯介绍，中远
海运仅派了6名管理人员对公司进行管理，不
但没有抢走当地人的饭碗，还创造了新的工
作岗位。

“中远海运接手比雷埃夫斯港后，带来了
中国企业高效务实、沟通透明化的东方文化
和管理智慧。”据塔索斯介绍，基于希腊员工
人数占据绝大多数的情况，码头探索出一套
独特的中国式管理办法。对于没有储蓄习惯
的希腊员工，在工资发放前经常因为一些临
时原因导致周转困难，公司就针对性地建立
了相关制度，让员工可以提前预支部分工资。

塔索斯告诉笔者，为了更好地激励员
工，公司每年都会评选出 4名“洋劳模”，进
行为期一周的免费中国行。2010 年他就曾作
为优秀员工，留下了一段难忘的“中国记
忆”。

设施联通拉近民心相通

中远海运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使比港成
为中希友好合作项目的典范。中国驻希腊
大 使 邹 肖 力 在 谈 到 比 港 项 目 时 说 ， 作 为

“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比港项目在
做到了基础设施、贸易、资本、政策沟通
之后，还做到了民心相通。他说，比港也
是一座宏伟的桥梁，一座连接两国人民的
桥梁。

前不久中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增进民心相通”平行主题会议上，塔
索斯还作为嘉宾为大家朗诵了一首 《比雷埃
夫斯的孩子》，并讲述自己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和民心相通工作的体会和收获。他坦
言，这份经历与收获，成为他永远值得珍藏和自豪的记忆。

“独特的中国式温情将我们的心拉得更近。” 谈到和中
国人的友谊时，塔索斯感慨万千。他告诉笔者，中远海运刚
接手比雷埃夫斯港时，员工们只能选择自己从家带饭。码头
管理层研究后决定，由公司提供免费午餐。在每年的圣诞
节，码头还会邀请 14 岁以下儿童和他们的员工家长共度圣
诞，并给小朋友准备一份圣诞礼物。

“打铁还需自身硬。”在谈到如何从设施联通升级到民
心相通时，中远海运比雷埃夫斯港口有限公司总裁傅承求
指出，只有把比港项目建设好、经营好，为股东创造更多
的利润，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和就业机会，才是民心相
通的保障和落脚点。

“民心相通最重要的方式是合作和分享。”傅承求坦言，
中希双方也是在互相理解、学习和沟通中彼此适应，从而成
功合作。傅承求强调，“‘一带一路’合作蓝图正在一步步
展开，我们会继续加强管
理，将比港项目打造成中希
沟通的窗口和桥梁，在中希
文明历史上谱写新的篇章。”

润物细无声。更多关于
比港民心相通的故事，就写
在比港昼夜忙碌的码头上，
就写在“一带一路”这载着
共同梦想的航程上……

海外网直击

“2017 一带一路
经贸合作大会”在
北京召开。图为林
虹 在 会 上 作 题 为

《浙江仙居绿色发展
的探索与实践》 的
主题发言。

更多相关内容请扫描二维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