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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一家智库 16日发布报告说，纽约警
察局先前在面部识别系统中借用知名演员
伍迪·哈勒尔森的照片作为线索，以辨认一
名长得像哈勒尔森的啤酒窃贼。

乔治敦大学法律中心下属的隐私和技
术中心发布报告《无用输入，无用输出》，批
评执法部门使用面部识别系统过程中存在
缺陷。报告举例说，纽约警察局 2017 年 4 月
调查一宗啤酒失窃案时，发现监控视频拍下
的窃贼面部过于模糊。当警方使用哈勒尔
森多张高清照片为线索时，系统找到多个高
相似度对象，最终帮警方逮捕一名嫌疑人。

乔治敦大学研究人员克莱尔·加维在报
告中写道，警方展开刑事调查时“依赖不可靠
甚至错误的输入信息风险太高”。“一家企业
建立面部识别系统帮别人找长相酷似名人的
人或相似的画，这是一回事；使用这些技术确
认犯罪嫌疑人，可能使这个人基于这种匹配
被剥夺自由、最终受起诉，这又是另一回事”。

对此，纽约警察局发表声明说，警方在
谨慎且负责任地使用面部识别技术，这一技
术仅仅是查找线索的一个方式。另外，纽约
警察局现阶段在重新评估程序，重审现行面
部识别规程。

用名人照片寻找嫌疑人
纽约警察局挨批

外媒称，爱尔兰科学家设计了一款陪
伴机器人，以改善独居在家中或社区的退
休人员的生活质量。

据埃菲社 5月 15日报道，都柏林三一
学院的专家 15 日展示了“史蒂维二代”，
这是爱尔兰首款使用人工智能开发的社
会援助型机器人“史蒂维一代”的进阶
版。新一代陪伴机器人可以成为行动不
便和有感情需求的老人居住的收容所或
护理中心的协助工具。

三一学院人工智能专家尼亚芙·唐纳
利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推出机器人‘史
蒂维’的目的不是让它拿东西或做家务，
因为独居老年人更需要的是与它互动、对
话或询问一些信息。”

因此，新一代的“史蒂维”将拥有明确
的“社会组件”，唐纳利还透露，未来的更
新版本也将继续探索这部分应用。

唐纳利说：“未来我们还希望研究‘史
蒂维’拉家常的能力。这非常困难，因为
这种对话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聊天背景，因
此如果能开发出这种技能那就太棒了。”

唐纳利表示，未来的“史蒂维”可能会
在对话的时候“停顿片刻”，思考下一句该
怎么说。

三一学院的这个多学科科学家团队
还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增加与“史蒂维二
代”有关的试点项目，其中包括在英国沃
尔郡的一家护理中心进行一项测试。

与 第 一 代 相 比 ，“ 史 蒂 维 二 代 ”更
加 灵 活 和 熟 练 ，这 得 益 于 使 用 了 先 进
的 感 官 技 术 ，能 够 更 加 智 能 地 与 人 和
环境交互。

目前“史蒂维二代”已经从完成提
醒患者服药时间等简单任务发展到其
他一些更复杂的、老年人需求呼声很高
的任务，例如帮助老年人学会使用某些
新技术。

此外，“史蒂维二代”还具有面部识别
功能，可以让它面向对话方直接交流，并
对对方的话理解和回复。

参与这个项目的退休人员托尼·麦卡
锡告诉记者，这款机器人为他提供了“一
种安全感”。

目前居住在都柏林一家护理中心的
麦卡锡表示：“我患有哮喘，它会提醒我按
时服药。但最重要的是，一旦出现紧急情
况，它能够直接拨打紧急服务电话。”

美国纽约市市长比尔·德布拉西奥 16
日宣布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有意
参选明年新一届总统选举。

德布拉西奥提出竞选口号“工作的人
优先”，自认他在美国第一大城市任职以
来积累政绩，令他成为挑战现任共和党籍
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有力人选。

德布拉西奥现年 58 岁，正式成为角
逐民主党党内提名的第 24名竞选人。

在当天发布的竞选视频中，德布拉西
奥重提 2013 年竞选纽约市市长时的话题

“收入公平”。“这个国家到处都有人感到
陷入困境，甚至倒退，”他说，“但是，富人
却变得更加富有。”

在民主党总统竞选人名单上，德布
拉西奥需要挑战前任副总统乔·拜登以
及多名重量级民主党资深政客，那以后
才有机会决战纽约“同乡”特朗普。不
过，两人当天已经在社交媒体“推特”开
始针锋相对。

在德布拉西奥以前，先后三任纽约市
市长向白宫发起冲刺，都没有成功。约
翰·林赛 1972 年首次冲锋；共和党籍前任
市长鲁道夫·朱利安尼 2008 年参选败北；
前任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数次动心，考
虑以民主党候选人或以独立候选人出马，
最终放弃，投身环境保护。

围绕德布拉西奥参选总统，纽约市民
似乎不买账。一份 4 月所做民意调查显
示，超过四分之三的纽约民众认为德布拉
西奥竞选总统不合适。

法新社 5月 10日报道称，世界首富、亚马
逊公司创始人、蓝色起源公司老板杰夫·贝索
斯 5月 9日宣布，他打算推出一款可搭载飞行
器及设备的高科技登陆器，以此参与新的登
月竞赛。

在华盛顿举行的一场精心设计的演示会
上，55岁的贝索斯说：“这就是‘蓝色月亮’。”
在他介绍的同时，幕帘被掀开，随后出现一艘
大型飞船的模型。

报道称，“蓝色月亮”空置状态下的重量
将超过 3 吨，加满燃料后重达 15 吨，它能把
3.6吨重的物资带到月球表面，另一款模型的
载荷为 6.5 吨。“蓝色月亮”由四腿支撑，上层
可用于固定设备。大型液氮燃料箱占据中心
部分。

贝索斯称：“这是一款令人难以置信的飞
行器，它将前往月球。”他并未宣布该项目首
次发射的具体日期，但蓝色起源公司随后称，
发射日期能满足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目
标，即到 2024年让人类重返月球。

该飞行器将可携带多台科学仪器、4 辆
自动驾驶型探测车和一部未来为人类准备的
增压运载工具。

“蓝色月亮”的目标是在月球南极实施登
陆，月球南极存有冰的事实已于 2018 年得到
确认。水可被用来生成氢，而氢可以为未来
探索太阳系提供燃料。

报道称，贝索斯于 2000 年创建蓝色起

源公司，每年为该公司提供超过 10 亿美元
资 金 。 贝 索 斯 一 直 很 少 提 到 该 公 司 的 项
目，但他明确表示希望帮助美国国家航空
航天局（NASA）。

预计还有多家公司将竞标为 NASA 建造
月球登陆器。NASA目前正在敲定征询方案。

另据美联社 5月 9日报道称，亚马逊公司
创始人贝索斯说，他将把一艘宇宙飞船送上
月球。在人类首次登上月球半个世纪后，贝
索斯和其他人一样对月球重新燃起了兴趣。

贝索斯说，他旗下的蓝色起源公司将把
一艘和小房子差不多大的机器人飞船送上月

球。这艘飞船能够携带 4 辆探月车，并使用
新设计的火箭发动机和增压火箭。在那之
后，将有新版飞船能按照 NASA 提出的 2024
年重返月球的时间表把人类送上月球。

“这是一艘令人难以置信的航天器，它将
前往月球，”贝索斯说，“是时候重返月球了。
这次我们要留下来。”

报道称，贝索斯没有透露发射日期、客户
和火箭载人计划等具体细节，他把更多时间
用来谈论让未来几代人生活在轨道空间站殖
民地的梦想。

对于蓝色起源公司将于何时进行无人和
载人登月的问题，该公司的官员给出了相互
矛盾的答案。蓝色起源公司副总裁克莱·莫
里说，2024 年并不是实现载人探月飞行的具
体目标，还说这主要将由作为潜在客户的
NASA决定。

在蓝色起源公司担任私人太空问题顾问
的美国前众议员罗伯特·沃克说，该公司计划
在 2023年发射一艘无人飞船。

新的探月竞赛并没有上世纪 60 年代的
太空竞赛那么引人注目。它涉及私营企业、
新加入的国家，以及 NASA 于 2024 年再次将
宇航员送上月表的重返月球计划。

报道称，中国已经将月球车送上了月球
背面。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2018 年宣布，
它计划在 2023 年送一名日本商人进行绕月
飞行。

倾力打造新飞船“蓝色月亮”

世界首富贝索斯高调投身登月赛

西班牙巴斯克地区分离组织“埃塔”头
目之一霍苏·特尔内拉 16 日在法国落网，结
束 17年逃亡。特尔内拉遭西班牙方面通缉，
关联至少 11条人命。

西班牙内政部说，国民警卫队和法国情
报部门 16 日早些时候在法国阿尔卑斯山地
区小城萨朗什逮捕特尔内拉。法国巴黎检
察官办公室说，执法人员将特尔内拉押至萨
朗什警察局，随后移送一家医院拘押，后续
将转往巴黎。

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
拉斯卡说，“逮捕特尔内拉一直是最优先事
项”，政府寻求从法国引渡特尔内拉。

特尔内拉现年 69岁，曾是巴斯克地区议
员。西班牙最高法院 2002年发出逮捕令，指
认特尔内拉参与制造 1987年萨拉戈萨省首府
萨拉戈萨国民警卫队兵营爆炸，致死11人。

西班牙政府说，特尔内拉逃亡期间藏匿
在靠近法国、瑞士和意大利交界的滑雪胜地
圣热尔韦莱班地区。

“埃塔”1959年创建，主张在西班牙北部
和法国西南部巴斯克地区建立独立的巴斯
克人国家，遭到西班牙和法国反对。过去几
十年，“埃塔”以暗杀、绑架和爆炸等恐怖手
段夺走超过 850 人的生命。这一组织 2018
年 5月宣布彻底解散。

由于侍者出错，一名顾客在英国曼彻斯
特一家餐厅就餐时意外喝到 4500英镑（约合
3.96 万元人民币）一瓶的红葡萄酒。餐厅直
到他想再点一瓶时才意识到犯下的错误。

这家连锁餐厅名为“霍克斯穆尔”，没有
因此惩罚出错的侍者。餐厅合伙人威尔·贝
克特 16 日在推特发帖说：“错把这瓶酒给出
去的职工，别泄气。一次错误在所难免，我
们一样爱你。”

这瓶高价红酒是法国波尔多波美侯里
鹏酒庄 2001年出产的年份酒，“霍克斯穆尔”
餐厅只有一瓶。那名顾客点的红酒是波尔
多波亚克产区碧尚女爵庄园 2001年出产，每
瓶售价 260 英镑（2295 元人民币）。当他想
加点一瓶时，餐厅委婉劝他尝试其他红酒，
他从头到尾没有意识到餐厅出错。

贝克特的帖子引发不少有趣的评论。
一名自称是当晚食客的网友留言，这种酒加
点冰块和柠檬汁喝起来会更美味。

爱尔兰科学家
推出陪伴机器人

可提醒老人按时吃药

侍者上错酒
食客品尝 4500英镑红酒

“埃塔”头目逃亡17年后落网

纽约市长宣布参选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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