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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嗅”食物干净程度、用户是否生病

I BM 预测 5 年后电脑具有人类“五感”

如今，电子科技创新似乎已经达到一种让

人应接不暇的速度。在我们刚刚习惯了触屏手

机、智能电脑等设备的时候，全球 IT 巨擘美国

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在其年度报告中预

测，在 5年后，具有人类“五感”，并能通过它们

获取信息的电脑将成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被

人们广泛使用。

据英国《每日邮报》12月 17日报道，IBM�

公司预测称，在未来 5 年，电脑能够拥有类似

人类的五种感觉系统，使其能够拥有“视觉、听

觉、触觉、味觉和嗅觉”。 这种神奇功能将使电

脑以一种与现在完全不同的方式与人类交流。

该公司表示，“触觉反馈技术”将赋予未来

电脑“触觉”功能，这种技术能够让用户在网上

购买商品之前，直接“触摸”到商品的质地，而

不用只是依靠商家的宣传噱头。

以此类推，未来电脑的“视觉”功能将使其

能够分辨所“看到”的形象，包括其颜色、形状、

图案和质地；“听觉”系统将使电脑能够听到用

户的声音；“味觉”功能使电脑能够通过用户的

饮食习惯判断其喜爱的食品，并提供更为健康

的食谱；“嗅觉” 功能听起来则更像天方夜

谭———电脑能够根据用户的呼吸判断其是否

生病，甚至还能“闻出”食物是否干净。

对此，IBM 公司创新副总裁伯纳德·梅耶

逊说：“过去 60多年的计算机技术革命令人瞠

目，它表明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我们取得了

各种成就。 ”

他说：“如今， 我们进入了认知计算机时

代———也就是机器能够帮助我们思考……这

种转变的一个最吸引人的方面就是，我们能够

赋予机器某种类似于人体右脑五感的能力。新

的技术能够使机器模仿、甚至强化人类的这种

五官感觉。 ”

“这五种预测（中的功能）将表明，认知技

术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 同时，这也是进入

一个更大领域的起点———一个即将到来的认

知系统时代。 ”

梅耶逊说， 这个时代并非是复制人类大

脑，也不是用机器代替人类思考。 而是人机合

作，共创美好未来的时代。 在这一时代中，“机

器将更为理性，具有更好的分析能力。 而我们

将负责提供判断、感情、道德观和创造力”。

（据《半岛都市报》）

朴槿惠是韩国前总统朴正熙的

长女，生于 1 9 5 2 年 2 月 2 日，毕业

于韩国西江大学电子工学系， 精通

汉语。 朴槿惠 9 岁时随父亲进入青

瓦台， 2 2 岁时母亲离世后更担当起

了“第一小姐”的职责。 1 9 7 9 年，朴

正熙遇刺身亡， 2 7 岁的朴槿惠被迫

远离政坛。

朴正熙是韩国最具有争议的总

统之一。 1 9 6 1 年 5 月，朴正熙以军

事政变方式上台执政。执政期间，韩

国经济实现飞速发展。 由于施行铁

腕统治，朴正熙又被斥为独裁者。上

世纪 9 0 年代末， 韩国遭遇金融危

机。韩国民众对朴正熙时代的“韩国

经济腾飞”充满怀念。朴槿惠也就是

在此时重返政坛。 1 9 9 7 年，朴槿惠

加入大国家党（新国家党前身），

1 9 9 8 年当选国会议员。 此后，朴槿

惠连续 5 次当选国会议员， 并先后

出任大国家党及新国家党的副党

首、党首。 2 0 0 7 年，朴槿惠曾参加党

内总统候选人竞选， 但败给了现任

总统李明博。在李明博执政期间，大

国家党民众支持率下降， 朴槿惠主

导了大国家党的更名， 将大国家党

更名为新国家党， 并成功带领新国

家党赢得今年的国会选举。

今年 7 月， 朴槿惠宣布参加第

1 8 届总统选举。 8 月，朴槿惠以压倒

性优势获得了该党总统候选人资

格。

朴槿惠性格坚定冷静， 被韩国

人称为“冰公主”。 她誓言打破韩国

政坛的男人统治， 人称“韩国撒切

尔”。 在个人问题上，朴槿惠至今未

婚。 她认为，身为朴正熙的女儿，自

己负有从政的义务。 她说：“我没有

父母，没有丈夫，没有子女，国家是

我唯一希望服务的对象。

作为韩国保守派代表， 在内政

方面，朴槿惠重在实现经济民主化，

创造工作岗位，增强韩国型福利。外

交方面， 她明确表示将进一步发展

韩美同盟关系， 并在此基础上与中

俄等周边强国保持友好关系。 对朝

问题上，她强调，以韩美同盟关系为

基础与朝鲜进行对话，并将“促进南

北统一” 作为其外交与安全政策的

核心。 她承诺当选后将在首尔和平

壤分别设立“南北交流合作事务

所”，发挥南北代表部的作用。

韩国大选尘埃落定

朴槿惠成韩国首位女总统

据新华社首尔 12 月 19 日电

（记者张青 权香兰）韩国新国家党

总统候选人朴槿惠在 19 日举行的

韩国第 18 届总统选举中以微弱优

势击败民主统合党候选人文在寅，

当选韩国下一任总统， 成为韩国历

史上首位女总统。

韩国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数

据显示， 截止当地时间晚 11 时 40

分， 已完成约 85％选票的计票工

作， 朴槿惠以 51.6％的得票率领先

文在寅的 48％，胜券在握。

据韩国联合通讯社报道， 朴槿

惠于访问了位于首尔汝矣岛的新国

家党党部，然后前往光化门发表胜选

演讲。

朴槿惠说， 真心感谢所有韩国

国民， 这次选举是韩国全体国民克

服经济困境取得的胜利。 她将努力

兑现向国民作出的承诺， 成为一位

真正的“民生总统”。 朴槿惠表示将

为国民开创一个“国民幸福时代”。

文在寅当晚在民主统合党党部

承认败选。他说，虽然这次没有达成

“揭开新时代”的目标，但大家在选

举过程中感受到了希望。 文在寅还

向朴槿惠表达祝贺， 并真诚希望她

能够好好带领这个国家前行。

■新闻人物 朴槿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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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宣布批量

生产美无人机

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

费都伊 17 日宣布，伊朗早就破解了

不久前虏获的美国“扫描鹰”无人机

的全部信息， 并已经开始批量生产

该款无人机。 另外费都伊还警告美

国， 不要加剧波斯湾地区的紧张局

势，否则“全世界将处于危险之中”。

样机已在试飞中

阿里·费都伊当天在德黑兰举

行的记者会上说， 最近在波斯湾虏

获的“扫描鹰”无人机是伊朗捕获的

第 3 架同款无人机， 几年前就捕获

过两架， 伊朗已经全部掌握了该无

人机的信息秘密， 目前已建成一条

生产线， 生产出来的样机正在试飞

中， 不久将交付革命卫队海军和防

空部队使用。

据费都伊介绍，“扫描鹰” 无人

机是目前世界上有记录飞行时间最

长的无人机， 续航能力达 30 小时。

他称有了“扫描鹰”以后，革命卫队

可以对美军舰队进行很好的监视。

伊朗革命卫队本月早些时候宣

称虏获美国“扫描鹰”无人机，美方对

此先是否认，后来又改口承认该无人

机确实是“美国制造”。 而就在去年

12月， 伊朗在其东部边境捕获一架

美军更先进的“哨兵”隐形无人机。

向美国发出警告

另外， 费都伊在记者会上还警

告美国不要加剧波斯湾地区紧张，

否则全世界都将陷入危险中。 他还

宣布明年二三月份革命卫队将在霍

尔木兹海峡附近举行大规模军演。

虽然费都伊没有明确威胁要关

闭霍尔木兹海峡，但他说，如果美国

加剧地区紧张， 霍尔木兹海峡将处

在危险中， 整个波斯湾和全世界也

将因此处于危险中。

另外， 这名伊朗革命卫队海军

司令还称， 伊朗军事战略要尽快调

整，要大力发展海上军事力量，尽快

变成一个海洋国家， 因为伊朗北、

南、西三面环海，美国要对付伊朗的

话，一定会使用它的强项———海军。

（据《半岛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