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消息 4月9日
凌晨，在英超第33轮比赛
中，切尔西凭借阿扎尔的
两粒进球以2∶0击败伦敦
同城对手西汉姆联，积分
跃居第三位。

阿扎尔的第一粒进球
堪称神奇，第24分钟，他在
距对方球门35米外得球，
先后晃过诺贝尔和莱斯的
围堵，在禁区边缘又突破
巴尔布埃纳和奥邦纳的防
守，然后左脚将球踢入大
门。下半场切尔西占据了
优势，但一直无法扩大比
分，第90分钟，阿扎尔接巴
克利的传球后将球打入远
角，2∶0锁定胜局。

此役，阿扎尔突破、传
球、射门和接应无所不能，
几乎如入无人之境。本赛
季，他在英超上阵33次，射
入16球、送出12次助攻，力
压阿奎罗成为英超直接参
与进球数最多的球员。切
尔西本赛季的57个英超进
球，他直接参与28个，占近

一半。他已被视为梅西、C·
罗之后当今的第三大球
星。问题是他想去皇家马
德里已人尽皆知，切尔西
也无可奈何。

有报道说，皇马准备
出价1亿英镑引进阿扎
尔，切尔西主教练萨里认
为这对于阿扎尔来说标
价太低。他说：“那太便宜
了。在现在的转会市场内，
这个价格太低了。”萨里
表示，他也说不好阿扎尔

价值几何，但同其他一些
球员的身价相比，他远超
1亿英镑。他说：“我们都
知道最近几次转会市场
的价格，我认为，很难拿
阿扎尔和另外一个球员
交换。”

萨里同时表示，他想
不到挽留阿扎尔的办法。

“我什么也做不了。”他说，
“俱乐部和我意见相同。如
果阿扎尔想有另一种经
历，我认为很难留住他。”

《新民晚报》消息 谁
能想到，比赛刚刚打了半
节，就已经分出了胜负。
29∶4，广东队8日晚开场6
分钟内就建立起25分的巨
大优势，最终主场141∶118
大胜深圳队，在7战4胜制
的CBA半决赛中以1∶0的
大比分先拔头筹，也几乎
让本轮系列赛提前失去悬
念。

在这场广东德比较量
中，老大哥太生猛，小阿弟
很受伤。实际上，在CBA季
后赛的历史上，两队之间
的德比大战一共上演过5
季，2005年才升入CBA的
深圳男篮前三季遇上“老
大哥”全部遭到横扫，之后
两季也是被4∶1淘汰出
局。现在看来，这第六季德
比大战也不太会有悬念，
因为本赛季的广东队实力
更强、状态更出色，受到伤
病影响的深圳队能否拿下
一场胜利避免被横扫，都
很难说。

这次广东德比，老大
哥广东队是以逸待劳，而
小阿弟深圳队与北京队大
战5场才惊险晋级，在体能
和伤病恢复方面都处于劣
势，8日晚比赛又是在广东
队主场，于是比赛开场就
成了一边倒———广东队首
节火力全开轰下45分，投
篮命中率高达73.9%（23投
17中），深圳队开场被这当
头一棒打蒙了……

广东队的强大在哪

里？深圳队主帅王建军最
有体会：“广东队特点鲜
明，在所有球队中，他们的
反击打得最好。第二是他
们的整体实力更强，比如
人员更充足，年轻队员成
长更快，这都是他们的优
势。”

鉴于广东队在实力与
心理上的巨大优势，7战4
胜制的半决赛刚刚打了一
场，该队一只脚已经踏进
了总决赛大门。（李元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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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乒赴欧备战世乒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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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非孤立专业 不宜另起炉灶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新增本科专业目录，

“人工智能”专业位列其中，有35所高校获批建
设。“它反映的是我国人工智能本科教育呈现
出的繁荣景象。”3日，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教育
工作委员会主任王万森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
专访时表示，人工智能本科专业的设立，对我
国各级各类院校的高层次人工智能人才培养，
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不过，也有人感到困惑———在本科专业目
录中，早已有了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人工智
能专业和它到底有何区别？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李波告诉科技日
报记者，一般认为，智能科学与技术的专业面
偏宽，与行业的对应关系不直观，而且脑科学、
认知科学、心理学一般划分在生命科学领域。
北航牵头组织新申报并获批的人工智能专业，
是信息领域的一个本科专业。“至于如何开设，
应该鼓励各高校根据自身情况进行选择。”李
波说，感知、认知基础好的学校可以选择智能
科学与技术，智能技术及应用基础好的学校可
以选择人工智能，当然，学校也能在现有计算
机或其他专业中培养人工智能方面的人才。

“总之，各高校应结合自身特点，制定有自身特
色的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

王万森亲历了我国智能科学与技术本科
专业创建、发展的全部过程。在他看来，它和人
工智能专业并没有本质区别，差别只是在于专

业名称不同，名字的社会认知度不同。
18年前，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在北京召开了

一次规模宏大的学术年会，部分与会代表提出
了在我国建立人工智能本科专业的建议，该建
议得到大多数参会人员的认可。但就专业名
称，大家最后的共识是叫“智能科学与技术”专
业。

王万森说，这是因为，当时人工智能正处
于其发展的低潮，在“寒冬”时期将专业命名为

“人工智能”，其结果可以想象。而且，这一名字
沿用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名称的结构形

式，也符合我国高等教育的惯例。
后来，教育部高等学校本科计

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设立了
“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教学指导工
作组，确定了该专业的知识结构。从
专业知识结构来看，该专业和人工
智能专业也没有本质区别。“也就是
在上述专业知识结构下，我国智能
科学与技术专业15年来的教育实
践，为我国培养了大批高层次人工
智能专业人才。”王万森表示。

至于两个专业如何并行发展，
王万森也有自己的想法。一是可以
将“智能科学与技术”作为研究生教
育层面的一级学科名称，把“人工智
能”作为本科教育层面的专业名称；

如果两个本科专业一定要并行存在，那么建议
在研究型高校和部分应用研究型高校采用“智
能科学与技术”专业名称，而在部分应用研究
型高校、应用型高校和技术型高校采用“人工
智能”专业名称———前者注重研究，后者强调
应用。

不过，王万森也强调，办好高质量的人工
智能高等教育，关键不在专业名字叫什么。

“人工智能不是一个孤立专业，而是一
个专业类。”例如，沿大数据智能这一学科领
域衍生出了“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

沿智能自主系统学科领域衍生出来了“机器人
工程”专业……“随着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快速
发展及其应用的不断深入，很有可能还会不断
衍生新的专业，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智能科学
与技术专业/人工智能专业为核心，外加衍生
层诸专业的新生专业类，即人工智能类专业。”
王万森说。而整个人工智能专业教育体系，除
上述核心层、衍生层专业外，还应该包括支持
人工智能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复合型专业和支
持人工智能交叉型人才培养的交叉型专业。

王万森建议，应创新人工智能与智能科学
与技术专业的协同发展模式，构建与新一代人
工智能发展相适应的知识结构和课程体系，实
现人工智能和其他专业的有机复合与交叉。

“人工智能专业建设不应颠覆性地另起炉
灶，推倒重来，而是要结合实际需求，和原有专
业创新、协同发展。”他表示，智能科学与技术/
人工智能专业看起来发展得如火如荼，但诸多
深层次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人工智能与
其他社会领域专业的有机复合、与其他学科专
业的交叉融合都还不够深入。“这些需要引起
我们的高度重视。”

（《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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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消息 4月9
日凌晨，国乒队离开北京
前往奥地利，备战月底开
始的布达佩斯世乒赛。中
国乒协主席刘国梁谈及
目标称一切以东京奥运
会为中心，在男单、女单
和混双这3个奥运项目中
必须夺冠。此外，刘国梁
大赞队长马龙状态恢复
得超出预期，他的回勇也

稳定了军心。
亚 洲 杯 刚 结 束 ，马

龙、樊振东等人8日中午
回京，来不及调整便又
离京备战世乒赛。“亚洲
杯前，我希望马龙拿出7
分 的 状 态 去 找 比 赛 感
觉，现在我感觉已经达
到了8.5成。”刘国梁称，
亚洲杯赛程小组赛一天
三战，马龙都坚持了下

来，而且求胜欲望很强
烈，“马龙不缺冠军，也
不缺世界排名，更多的
是对比赛的信念和为国
争光。”亚洲杯中，马龙
连胜日本张本智和和丹
羽孝希两大主力，从成
绩 和 信 心 上 碾 压 了 对
手。在刘国梁看来，马龙
状态回勇对国乒队是绝
对利好，“马龙在最关键

的时候复出，从队伍稳
定军心和提升士气来说
都做得非常好，注入了
活力和更强的战斗力。”

布达佩斯世乒赛将
于4月21~28日进行，今年
为单项赛。谈及世乒赛目
标，刘国梁直言要在男
单、女单和混双3个奥运
项目中摘金，男双和女双
则力争好成绩。

按 照 国 乒 队 计 划 ，
队伍将先前往奥地利，
一来适应时差和气候，
二来在赛前进一步强化
技术。在奥地利进行一
周训练后，国乒队将于4
月 17日前往布达佩斯。
过去这几年，只要在欧
洲进行世乒赛，国乒队
总会先去奥地利进行适
应性训练。 （孙海光）

萨里：阿扎尔标价1亿英镑？太便宜！开场仅6分钟，广东男篮就领先深圳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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