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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彭茜林小春
2017年，诸多创新在科技史上

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一些科幻电
影中描绘的未来场景，已出现在现
实生活当中。

新的一年，哪些技术突破会给
人们带来新的惊喜？

人工智能：润物细无声
2017 年堪称“人工智能年”。

2018年会怎样？专家预言，得益于
机器学习的不断进步，人工智能还
将加速进化，“润物细无声”般渗透
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美国亿贝公司计算机视觉首席
科学家鲁滨逊·皮拉穆图说，将会
有越来越多智能手机能运行深度神
经网络，家用机器人价格也会更实
惠。美国高德纳咨询公司则预计，
算法将会在 2018年改变全球数十亿
人的行为；到 2019年，几乎 40%的
企业将使用聊天机器人参与处理
商务。

人工智能领域著名专家李飞飞
认为，人工智能已到了产业应用的

“历史时刻”，未来潜力巨大。在制
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将优化整个生
产，推动机器人智能制造发展；在
资源和环境领域，大数据分析和计
算机视觉都会发挥重要作用。

2018年，人工智能还将推动自
动驾驶日趋产业化。谷歌母公司

“字母表”旗下的“出行新方式”
（Waymo） 公司最近实现了完全无人
干预的自动驾驶汽车上路，并开始
自动驾驶出租车试运营。不过，目
前的人工智能还属“弱人工智能”，
仅能在某些特殊领域施展计算能
力，与真正的人类智力还有较大
差距。

量子计算：群雄逐鹿起
2018年，量子计算能力的竞争

将拉开“群雄逐鹿”大幕。其中一
个悬念就是谁能率先突破 50量子位

的“量子霸权”标志。
“量子霸权”指量子计算机的计

算能力超过传统计算机，实现相对
于传统计算机的“霸权”。有观点认
为，50量子位的量子计算机就能实
现“量子霸权”。

2017年底，美国国际商用机器
公司 （IBM） 宣布成功研制一款 50
量子位处理器原型，并与三星、摩
根大通等公司建立量子计算合作，
有望在 2021年前推出首个在金融领
域的量子计算应用。

而量子计算的另一领先者——
谷歌正在开发有 49 个量子位的机
器，英特尔和微软在该领域也持续
加大投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潘
建伟与陆朝阳课题组也在向相关目
标努力，他们于 2017年成功研制出
世界首台超越早期传统计算机的量
子计算机。潘建伟认为中国的量子
计算将如雨后春笋般发展。

阿里云量子技术首席科学家、
美国密歇根大学终身教授施尧耘也
对 2018年实现“量子霸权”表示乐
观，但他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
说，“量子霸权”可能会误导一些科
学家，这不应是最终目标，真正的
检验标准应是量子计算能否解决实
际问题。

太空探索：揽月又摘星
2018 年 ， 清 冷 的 月 球 将 “ 热

闹”异常。中国将发射嫦娥四号中
继星和探测器，实现地球与月球背
面的通信，并探测月球背面区域；
美国私人企业“月球捷运公司”计
划发射探月着陆器，有望成为首个
成功探月的私企；印度计划实施

“月船 2号”探测器登月任务，有望
成为又一个登陆月球的国家；美国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计划开启商业
太空旅行项目，帮助两名太空游客
绕月飞行……同时，人类前往其他
行星的探索之旅也将继续。

美国航天局“洞察”号火星无
人着陆探测器将于5月发射，11月在
火星赤道附近降落。探测器将使用
机械臂将其搭载的两台主要仪器
——地震测量仪和温度测量装置永
久安置于火星表面。这将是首个研
究火星地层内部的探测使命。

欧洲和日本航天机构合作研发
的水星探测器将在 10 月开启旅程，
向太阳系中未知程度最高的行星之
一进发。

生物医药：更上一层楼
新的一年，生命科学也将持续

升温，为重病难病提供全新治疗
方案。

在新一代基因编辑工具尤其是
CRISPR推动下，新型基因疗法将加
速迈向临床应用。统计数据表明，
全球迄今已开展约 2400种基因疗法
的临床试验。

在美国，2017年已有三种基因
疗法获批准上市，其中两种治疗癌
症，一种治疗遗传病，这为 2018年
基因疗法市场的升温拉开序幕。正
如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局长斯科
特·戈特利布所说，基因疗法正处
于一个“转折点”，将成为治疗甚至
治愈许多重病难病的支柱。

中国科学家也已开展了利用
CRISPR-Cas9 基因编辑技术治疗肺
癌的临床试验。据英国 《新科学
家》 周刊预测，试验有望于 2018年
收官。

业内人士还预言，基因编辑与
免疫疗法结合治疗癌症，短期内有
望进入临床应用。2017年，美药管
局已批准两款基于改造患者自身免
疫细胞的CAT-T（嵌合抗原受体T细
胞） 疗法上市，让科学界对免疫细
胞疗法信心大振。全球目前约有 60
家公司在开发治疗癌症的CAR-T疗
法，它们中很多都将于 2018年获批
上市。

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记者 杜
鹃）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1日发表声
明，呼吁民众应对“暴徒和违法者”。
这是他连续第二天公开回应过去几
天伊朗多地的示威。

伊朗国家电视台同一天报道，安
全部队驱离了企图占领警察局和军
事基地的“武装示威者”。

鲁哈尼号召民众应对“暴徒和违
法者”

鲁哈尼1日在他的官方网站上发
表声明：“有少数人呼喊违法、有悖民
众意愿的口号，玷污了革命的尊严与
理念，我们的国家将对付这批人。”

“批评与示威是机遇而不是威
胁，我们的国家自会应对这些暴徒和
违法者。”鲁哈尼说。

前一天，鲁哈尼首次回应多地发
生的示威，说民众有权利抗议和批
评，但政府不会容忍暴力和破坏公共
财产的行为。

这一轮示威于上月 28日始发于
伊朗第二大城市马什哈德，随后蔓延
至多座城市。示威者起初抗议经济
困难和腐败，后来把矛头指向政府，
反对伊朗的中东政策。30日，示威蔓
延至首都德黑兰。也有不少民众走
上街头，声援政府。截至 31日夜，德
黑兰的示威基本平息，社会秩序基本
稳定，但仍有大量警察在德黑兰街头
巡逻。

伊朗国家电视台 1日报道，已有
12 人死于多地示威，包括去年 12 月
31日晚死亡的10人。

“一些武装示威者企图占领一些
警察局和军事基地，但遭遇安全部队
的强力阻拦。”报道没有说明事发地。

特朗普“声援”示威 以高官“品头
论足”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连续几
天在社交网站上“声援”示威，称伊朗
人民“似乎不愿再忍耐下去”，美国

“正密切关注”示威者的权利是否受
到侵害。此话引发伊朗政府严厉
谴责。

同为伊朗宿敌，以色列政府也开
始对伊朗局势“品头论足”。

以色列情报部长以色列·卡茨
1 日 接 受 以 色 列 军 队 电 台 采 访 时
说，“我当然希望”伊朗示威者能

“获得胜利”。那以后，“许多针对
以色列和整个地区的威胁都将消
失”。

被问及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
尼亚胡为何没有效仿特朗普、更加直
接地力挺伊朗示威者，卡茨回答，以
色列并未干涉伊朗内政。

以色列一直声称伊朗核计划用
于研制核武器，多次威胁对伊朗核设
施进行军事打击。以方还不满伊朗
支持黎巴嫩境内武装。伊朗则不承
认以色列，官方表态中通常以“犹太
复国主义者”指代以色列。

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记者 包雪琳）对美国
《纽约时报》有关澳大利亚前外交部长亚历山大·
唐纳提供信息促使美国联邦调查局启动“通俄”调
查的报道，澳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1日没有否
认，他说澳美关系发展势头强劲，不会因这一报道
受影响。

英国《卫报》1日报道，《纽约时报》去年 12月
30日播发唐纳促使联邦调查局启动“通俄”调查的
报道后，特恩布尔没有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政府任何一名官员沟通，特恩布尔“一点儿也不担
心”与特朗普的关系会因此恶化。

《卫报》报道，特朗普上台后，美国至今没有任
命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而特恩布尔认为这是“正
常现象”。“在美国政治制度下，新政府通常会推迟
驻外使节的任命。我们无需因此担忧。”

《纽约时报》以美国和其他国家4名前任或现
任官员为消息源报道，2016年5月，特朗普竞选团
队成员乔治·帕帕佐普洛斯与时任澳大利亚驻英
国大使唐纳在伦敦一家高档酒吧见面，前者告诉
唐纳，俄罗斯政府掌握特朗普竞选对手、民主党候
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黑材料”，澳方把帕帕佐普
洛斯的话通报美方。

同年 7月，“维基揭秘”网站曝光近两万份民
主党全国委员会内部邮件，显示民主党高层有意

“抹黑”希拉里的竞争对手。希拉里竞选阵营称，
内部邮件遭泄露是俄罗斯所为，目的是助特朗普
一臂之力。时任总统贝拉克·奥巴马也暗示俄罗
斯有借机介入美国选举的可能，命令联邦调查局
就邮件内容遭泄露事件展开调查。

《纽约时报》说，“这份来自美国最密切情报盟
友之一的第一手信息”引发联邦调查局警觉，是促
使这一机构着手调查“通俄门”的因素之一。

新华社首尔1月2日电（记者 陆睿 耿学鹏）
韩国统一部长官赵明均 2日说，韩国政府当天向
朝鲜提议9日在板门店举行韩朝高级别会谈。

赵明均当天在首尔中央政府办公大楼举行的
记者会上说，考虑到还有一个多月时间就将举行
平昌冬奥会，韩方为协商朝方代表团参赛等相关
问题作出上述提议。

赵明均说，期待韩朝能坐下来就朝方代表团
参加平昌冬奥会、改善南北关系等共同关心的问
题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

赵明均表示，有关举行韩朝当局会谈的板门
店联络渠道应该尽快实现正常化，并提议通过这
一渠道对会谈议题、代表团构成等具体问题进行
协商。

关于参加会谈的首席代表级别，赵明均说，因
为提议举行“高级别会谈”，级别上相对比较开放，
可以通过板门店联络渠道就此进行协商。

会谈如成功举行，这将是文在寅上台后首次
举行韩朝政府间会谈，也将是2015年12月韩朝副
部长级会谈之后的首次韩朝政府间会谈。

当天早些时候，韩国总统文在寅说，韩方对朝
鲜有意派遣代表团参加平昌冬奥会和举行韩朝当
局会谈的表态表示欢迎。希望韩国统一部和文体
部尽快制定后续方案，实现南北对话迅速恢复和
朝鲜代表团参赛。

2018哪些科技突破将带来新惊喜
韩统一部提议

9日举行韩朝高级别会谈

美“通俄门”调查或源于

澳大利亚的一份“小报告”

伊朗就示威再度发声 以高官隔空“品头论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