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警告 小心防范科技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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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工业革命到来 霍金警告防范科技带来的风险

人工智能或导致人类灭绝

日本智库野村综合研究所与英国牛
津大学合作， 调查计算机应用对日本国
内 601 种职业的潜在影响。 在日本， 这
些职业的从业人数总计 4280 万。

根据研究人员设定的标准， 如果一
项职业 66%以上的工作内容可由人工智
能或机器人完成， 即被视作 “可被取代
的工作”。 研究人员计算后发现， 日本劳
动者中， 49%的人可由电脑代替。 牛津
大学研究人员先前在美国和英国进行的
类似研究显示， 美国可能被机器人取代
的职位比例为 47%， 英国为 35%。

按照研究人员的推测， 容易被电脑
取代的职业包括普通文员、 出租车司机、
收银员、 保安、 大楼清洁工、 酒店客房
服务员等。 研究人员认为， 这些职业
“不需要特殊知识和技能”。 相对而言，
被取代可能性较低的职业包括医生、 教
师、 学术研究人员， 以及导游、 美容师
等需要人际沟通的职业。 不过， 野村综
合研究所指出， 这项研究只表明电脑取
代人工“技术上的可能性”， 没有考虑各
种职业牵涉的劳动力供需平衡等社会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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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报告警告，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到来，超过 500 万人面临失业。 最新调查结果显
示，全球许多年轻人认为，技术发展速度太快，自己的饭碗可能被机器抢走。 英国著名物
理学家霍金预测，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正面临一系列可导致自身灭绝的风险，包括核战
争、全球暖化及转基因病毒等。 世界经济论坛在 2016 年年会召开
前夕，于 18 日发表报告，预测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在今后 5 年改变
商业模式和劳动力市场，导致“15 个主要发达和新型经济体净损
失超过 500 万个就业岗位”。

同一天发布的一项最新调查结果显
示，全球大约四成年轻人认为，今后 10 年
内，机器将胜任他们所做的工作；发达经
济体的年轻人对就业前途更为忧虑。 这
项调查由印度软件业巨头印孚瑟斯有限
公司委托英国独立通信与市场咨询公司
所做，在澳大利亚、巴西、英国、中国、法
国、德国、印度、美国和南非调查总计近
9000 名 16 岁至 25 岁的青年。

近 80%的调查对象表示，技术进步速
度太快，所以，必须不断学习学校中没有
教授的新知识，以保持竞争力。

近三分之二的人对自己的工作前途

表示乐观。 不过，发展中经济体的年轻人
远比发达经济体中的同龄人更加乐观，后
者中近半数人认为自己接受的教育不足
以胜任工作。 在印度，60%的调查对象对
自己的职业技能有信心；而在法国，比例
降至 25%。

印孚瑟斯公司首席执行官维沙尔·西
卡说， 工业技术发展突飞猛进， 但是，
教育体制仍停留在 “300 年前的农耕社
会”。 因而， “我们必须告别过去， 教育
重点需要从学习已知知识转到探索未知
事物”。

综合环球网报道

调查 日本劳动者影响最大

反应 年轻人忧虑知识落后

保姆机器熊
能将行动不便的老弱病人从轮椅上抱

起并转移到床上或者浴室。

第四次
工业革命

所谓第四次工业革命
以一系列科技进步为代表，
比如移动互联网和云技术、
大数据、新能源、机器人及
人工智能技术。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
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
在一篇文章中说，与前三次
工业革命不同，第四次工业
革命在速度、广度和深度上
都独具特点。 他说，第四次
工业革命“以指数而不是线
性速度发展，而且几乎冲击
所有国家的每一个工业部
门。 这些变化的广度和深度
预示着生产、管理、治理体
系的彻底转变”。

工业机器人
日本一家工厂里，一台工业机器人与工

人一起在流水线上工作。

世界最高龄男性在日去世
当今世界最高龄男性小出保太郎 19

日因心脏疾病在日本去世， 终年 112 岁，
距离 113 岁生日仅差两个月。小出保太郎
1903 年 3 月生于日本福井县敦贺市，曾
是西服裁缝。 他的长寿秘诀是不抽烟、不
喝酒，随遇而安，乐观豁达。 他于去年 8
月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为世界在世最
高龄男性。 获得这一称号后，访客纷至沓
来， 小出保开玩笑地说：“活得长也有烦

恼啊。 ”
小出保去世后，日本在世最长寿男性

是 111 岁的吉田正光，住在东京都。 日本
人均寿命在世界数一数二， 百岁及以上
老人超过 6.1 万人， 其中近 90%是女性。
同时，日本老龄化也非常严重。 现在，世
界最高龄女性是 116 岁的苏珊·穆沙特·
琼斯，住在美国纽约市。

（新华社微特稿）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施瓦布

乱倒垃圾？
小心秃鹫“侦查员”

这是 1 月 19 日在秘鲁
利马拍摄的正在接受训练
的秃鹫。 秘鲁首都利马的
环保部门正在开展名为
“秃鹫侦查”的项目，接受
过训练的秃鹫佩戴 GPS 定
位装置和 GoPro 相机，在
利马及周边地区“巡逻”，
以此“发现”非法倾倒垃
圾的现象。

新华社 / 路透

丹麦酒吧
设语言门槛

丹麦一家酒吧近日因只接待讲
少数几种语言的顾客被媒体曝光，
被外界指责涉嫌排外和种族歧视。
位于南部小镇森讷堡的这家酒店规
定， 只有会说丹麦语、 英语或者德
语的人士才能进入酒吧。 一些当地
顾客说， 曾看到几名持合法证件的
叙利亚人前来， 但酒吧方面以语言
要求为由拒绝其入内， 这种做法
“完全是种族歧视”。 不过， 酒吧老
板汤姆·霍尔登辩称， 这一规定旨
在消除顾客的 “不安全感”， 酒吧
方面早在欧洲难民危机之前就已经
执行规定， 不存在因这一危机而另
设门槛的说法。 霍尔登说， 他从未
想过这一规定会被外界解读为排外
和种族歧视。 不过， 一些媒体担
心， 即使酒吧方面的规定与难民危
机无关， 但随着难民潮带来的各类
治安事件不断发生， 这家酒吧的做
法恐怕会引起越来越多商家效仿，
增加社会隔阂。

（新华社微特稿）

印尼
“女性摩的”火了

拥有 1000 万人口的印度尼西亚首都
雅加达是一座交通拥堵的城市。 眼下，雅
加达正致力于打造专属女性的交通出行
方式，让她们享受更安全和舒适的搭乘服
务， 而不是在拥挤的公交车和地铁上煎
熬，甚至受到骚扰。

路透社 19 日报道， 专为女性出行设
计的“打摩的”手机应用软件（app）“女
士杰克”和“姐妹奥杰克”仅仅推出几个
月的时间，业务就飞速增长。

《雅加达邮报》先前报道，一些印尼
女性拒绝搭乘由男性驾驶的摩的，这给她
们的生活带来了一定的不便。

“女士杰克”创始人布赖恩·穆利阿
迪指出，自“女士杰克”去年 10 月推出以
来，下载量已达约 5 万，每天都有数百名
印尼女士使用这款软件叫摩的。“女士杰
克”雇了大约 2400 名女摩的司机，她们中
大部分是家庭主妇和女学生。

去年 6 月，一名妇女在一辆公交小巴
上遭强奸，在雅加达引发抗议。 批评人士
指责印尼政府在防范此类恶性案件方面
几乎无所作为。 （据新华社专特稿）

据香港《文汇报》 1 月 20 日报道，
霍金认为人类最终能移居其他星球， 因
此即使发生灾难， 也能生存下去。 不过
他警告， 未来数百年人类仍无法建立自
给自足的外层空间栖息地， 在此期间必
须小心防范科技带来的风险。

霍金即将在英国广播公司节目就宇
宙黑洞发表演讲， 他 18 日回答听众提

问时说： “在未来一段时期内， 地球出
现灾难的机会或许很低， 但风险随时间
不断增加， 在未来 1000 年或 1 万年几
乎肯定会出现。” 霍金此前曾指出， 随
着人工智能日益先进， 未来或会导致人
类灭绝。 但他 18 日乐观地表示， 人类
不会停止发展科技或令其倒退， 而是能
够及时认识到风险并设法控制。

霍金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