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识别肺部X光片到大脑CT扫描
图像……与过去相比，不断涌现的AI系
统能帮助医生更有效、更低成本地去评
估病人。未来，这样的AI系统将不仅在
医院被广泛使用，还可能为医疗监管机
构、账单服务公司和保险公司提供帮
助。正如AI帮助医生检查病人的眼睛、
肺部和其他身体器官一样，它也能帮助
保险公司确定赔付金额和保单费用。

理想情况下，这些系统将有助
于提高整个医疗体系的工作效率。

然而，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
院的一组研究人员警告称，这些系
统也能会产生难以想象的后果。

3月21日，在《科学》杂志上发表
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了“对抗性攻击”
的可能性。“对抗性攻击”是指利用调
整微小的数字数据，改变人工智能系
统行为的操作。

例如，修改肺部扫描影像的几个
像素，就能误导AI系统，把没病的判断
成有病，或者把有病的误判成没病。

在这篇论文中，研究人员证实，
通过改变一幅良性皮肤病变图像中
的少量像素，就能欺骗一种诊断AI系
统，导致其误判病为恶性。他们还发
现，通过简单地旋转影像，也能达到
同样的目的。

如果对病人病情的书面描述进
行一些小的改动，也可改变人工智能
的诊断：“酗酒”的诊断结果与“酒精
依赖”的不同，“腰痛”和“背痛”的诊
断结果也会有所区别。

责编 余小红 美编 黄敏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国际10
2019年3月25日
星期一

特朗普“叫停”
拟议对朝鲜制裁

白宫解释：总统个人“喜欢”朝方领导人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叫停”
拟议中对朝鲜方面的追加制裁，一定
程度上出乎美方“圈内”人士以至媒体
记者意外，致使白宫发言人以总统个
人“喜欢”朝方领导人作为解释。

“推文”发布
“我今天下令，
撤回那些额外制裁”

特朗普22日身处佛罗里达州，
在他自己的私人俱乐部内，经由社
交媒体“推特”发出一段文字，声称

“我今天下令，撤回那些额外制裁”。
他所说“制裁”，指针对朝鲜的

“惩戒”举措；所用英文“制裁”一词
是复数，意味着不止一项举措。

在媒体最初理解中，他似乎下
令取消美方现有对朝方某些制裁。

随后一段时间，媒体记者求证，
白宫方面不作回应。稍后，由《华盛
顿邮报》最先报道，多名了解情况的
官员解释，特朗普所述涉及美国财
政部正在拟议中的制裁，即针对朝

方的“追加”制裁。
美方以朝方推进核武器试验和

弹道导弹研制项目为由，历年对朝方
机构和个人施行制裁，所涉范围和内
容逐年增加。美联社报道，特朗普对
拟议中、而非施行的制裁“叫停”，而
且由他个人借助社交媒体平台“发
布”，让财政部一些官员“吃惊”。

“乌龙”表述
财政部
当天未发布对朝方制裁消息

正因为追加制裁处于拟议阶
段，即没有“成型”，截至美国东部时
间23日晨，没有人知道特朗普所说

“制裁”具体是什么内容。
让白宫官员以及总统国家安全

委员会和财政部官员接受记者质询
时“无言以对”的原因，是总统在“推
文”中首先提及：“今天，由财政部宣
布，大规模额外制裁将会追加施行，
针对朝鲜。”

后续才是那句“我今天下令……”

事实是，财政部当天没有发布
对朝方制裁消息。

一段时间以后，白宫发言人萨
拉·桑德斯发布一段简短声明，声称
总统“喜欢（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
恩）委员长，他不认为那些（追加）制
裁有必要”。

“逆转”无涉
不牵扯
现有对朝方的任何制裁

一名没有获得发布消息授权、
因而不愿意公开姓名的人士告诉美
联社记者，特朗普所说“撤回那些额
外制裁”，实际意思是现阶段不再考

虑针对朝方追加“大规模制裁”。
按照这名消息人士的说法，特

朗普所说“撤回”，不意味着“逆转”，
不牵扯现有对朝方的任何制裁。

美方多名政府官员21日告诉媒
体记者，美方将继续维持现有对朝
方制裁，以保持压力、迫使对方推进
无核化进程。

就美方新动向、包括特朗普的
“推文”，朝方暂时没有回应。

特朗普与金正恩去年6月在新
加坡首次会晤，今年2月27日和28日
在越南河内再次会晤。与双方第一
次会晤时相互作出承诺不同，第二
次会晤提前几个小时结束，没有达
成协议。 （新华社）

英国百万民众23日在首都伦敦
市中心游行，反对英国脱离欧洲联盟，
呼吁就是否“脱欧”举行第二次公投。

多家媒体报道，十多名内阁大
臣正在商议让首相特雷莎·梅数天
内“走人”。如果首相换人，英国如
何、何时甚至是否退出欧盟将面临
更多不确定因素。

反“脱欧”大游行

数以千计主张“留欧”的民众23
日中午在海德公园附近集合，随后
穿过皮卡迪利广场、特拉法尔加广
场等伦敦地标，不断有民众加入游
行队伍，途经首相府唐宁街10号，最
后在议会前结束示威。

组织方声称，示威总人数超过
100万，形成英国迄今最大的反“脱
欧”游行。示威者拉出的横幅展示

“最佳协议是不‘脱欧’”“我们要求
一次人民的投票”等诉求。

路透社报道，这是伦敦经历的
第二大示威活动，规模仅次于2003
年反对伊拉克战争的集会。

英国2016年6月23日举行公民
投票，以52%赞成、48%反对，决定

“脱欧”。不少民众随后一直寻求二
次公投，以期改变“脱欧”命运。一
些民意调查显示，英国民众如今

“略微倾向于”留在欧盟，但没有持
续证据表明他们的立场出现决定
性变化。

到底是去是留

特雷莎·梅先前告知民众，她会
就“脱欧”事宜“站在大家一边”。然
而，民众不买账，23日一条标语写着

“特雷莎，你没有为我们说话”。
仅在三天内，一份主张取消“脱

欧”的请愿书征集到439万个签名。
不少政界人物现身反对“脱欧”

游行，包括执政党保守党成员。特雷

莎·梅多次说不会就“脱欧”举行二
次公投，认定那么做将加剧分歧。

多数人认为，英国面临第二次
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重要的战略决
策。一些人则担忧，“脱欧”之争正在
撕裂英国政坛。

英国与欧盟的正式“离婚”日子原
本定在2019年3月29日。然而，双方经历
马拉松式谈判达成的“脱欧”协议得到
欧盟方面认可，却无法获得英国议会
下院通过，两次表决、两次遭否决。

欧盟21日同意“宽限”两周，以
便英国确定下一步“脱欧”进程。

如果议会下院表决通过“脱欧”
协议，英国可以把“脱欧”正式日期
从3月29日推迟至5月22日、即欧洲
议会选举开始前一天；如果“脱欧”
协议第三次遭否决，英国不会“无协
议脱欧”，但需要在4月12日以前“指
明前行方向”。

内阁谋划“倒”梅？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24日报
道，11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内阁大臣
认为特雷莎·梅应当辞去首相职务。

这些大臣说，他们定于25日与
特雷莎·梅会面。如果她拒绝卸任，
这些阁僚可能威胁辞职。

按照一名大臣的说法，“快结束
了，她会在10天内走人”。

至于下任首相人选，英国媒体
诸多猜测。《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
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大臣迈克尔·
戈夫、内阁办公厅大臣戴维·罗伊·
利丁顿和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有
望出任代理首相。《星期日电讯报》
报道，支持留在欧盟的前教育大臣
妮基·摩根有望接任首相。

英国首相府拒绝回应这些报
道，但先前澄清说，《泰晤士报》23日
有关首相府议论特雷莎·梅离任的
报道有误。 （新华社）

莫桑比克官员23日通报，强热
带气旋“伊代”在这一非洲南部国家
致使超过400人死亡。截至当天，“伊
代”在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和马拉维
致死超过700人。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等多个机
构呼吁国际社会加紧援助莫桑比克。

此外，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
应莫桑比克政府请求，中国政府派
遣中国救援队赴莫桑比克实施国际
救援。北京时间3月24日15时，中国
救援队搭乘民航包机，从首都机场
出发飞赴灾区，将为莫桑比克救援
工作提供人员搜救和医疗、防疫等
支持帮助。此次救援行动是应急管
理部组建后首次派出中国救援队赴
境外开展国际救援。

莫桑比克土地、环境和农村发
展部长塞尔索·伊斯梅尔·科雷亚23
日告诉媒体记者，“伊代”导致莫桑
比克417人死亡，“情况正在好转，但
依然严峻”。

“伊代”14日在莫桑比克中部港

口城市贝拉登陆，随后席卷邻国津
巴布韦和马拉维，19日再次给莫桑
比克带去强降雨并持续到21日，洪
水灾害升级，数百人失踪。

部分地区的洪水22日起逐渐消
退。科雷亚说，搜救人员在地面作业

“容易了一些”，但遇难者人数正在
不断增加。莫桑比克总统菲利普·纽
西18日预估死者可能超过1000人。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官
员塞巴斯蒂安·罗德·斯坦帕23日
说：“我们必须等待洪水完全消退，
才能得知莫桑比克民众的全部伤亡
情况。”

斯坦帕警告，莫桑比克境内比
济河和蓬圭河保持高水位，有再次
决堤的风险。

根据津巴布韦和马拉维政府发
布的通报，“伊代”致使津巴布韦259
人死亡，马拉维56人死亡。莫桑比克
大约60万人受灾，马拉维和津巴布
韦的受灾人数分别为大约84万和大
约25万。 （新华社）

“叙利亚民主军”23日宣布拿下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最后据点、叙
利亚东部代尔祖尔省的巴古兹村。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曾在叙利
亚和伊拉克占据大片地区的“伊斯
兰国”已经地盘尽失，但它对叙利亚
乃至全球安全的威胁远未消除。对
于叙利亚来说，在“伊斯兰国”溃败
后，叙政府与库尔德武装的矛盾将
进一步凸显，再加上外部势力在叙
博弈，叙乱局依旧难解。

重要时刻

“叙利亚民主军”发言人穆斯塔
法·巴利当天在社交媒体“推特”写
道，这一组织彻底消灭“伊斯兰国”
所谓“哈里发国”，夺取它占领的所
有地盘。

他说：“巴古兹村获得解放，打击
‘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取得胜利。”

“叙利亚民主军”成员在巴古兹
村升起这一组织的黄色旗帜，宣示
胜利。这一组织外交事务主管阿卜
杜勒—卡里姆·乌迈尔说，这是各方
期待已久的“历史性时刻”。

“叙利亚民主军”去年9月进攻
“伊斯兰国”位于代尔祖尔省的据
点，包括主要据点巴古兹村，今年2
月初发起“最后打击”。美联社报道，
经过数周激烈战斗，“伊斯兰国”武
装人员的帐篷营地遭摧毁，留下废
弃的战壕、弹坑遍布的田地和扭曲
变形的汽车，这一组织黑色旗帜的
碎片半埋在泥土中。

“伊斯兰国”2014年夏天开始在
伊拉克攻城略地，一度进逼首都巴
格达。这一组织最高头目阿布·贝克

尔·巴格达迪同年6月在伊拉克第二
大城市摩苏尔宣布建立横跨伊拉克
和叙利亚的所谓“哈里发国”，把叙
利亚东北部城市拉卡定为“首都”。

“叙利亚民主军”2015年组建，
以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为主
力，接受美国军事援助，与美军驻叙
利亚部队协同打击“伊斯兰国”。

风险犹存

尽管丧失最后据点，“伊斯兰
国”的安全威胁犹存，一些残余势力
潜伏在叙利亚东部沙漠地带或民
间。不少武装人员有游击作战能力，
可能伺机发动袭击。

法新社报道，一些离开所谓“哈
里发国”的武装人员重整力量，返回
他们先前在伊拉克的巢穴。

“叙利亚民主军”总指挥部22日
说，这一组织将继续推进肃清“伊斯
兰国”残余势力的军事行动。外交事
务主管乌迈尔说，拿下巴古兹村不
代表终结“伊斯兰国”和恐怖主义；

“伊斯兰国”有潜伏势力，更何况这
一组织曾经掌控多年的地区留有极
端主义意识形态。

美国陆军军官学校现代战争研
究所学者约翰·斯潘塞说，地理意义
上的所谓“哈里发国”遭瓦解，“伊斯
兰国”却远没有溃败。

伊拉克政府2017年12月宣布击
败“伊斯兰国”。伊方打击这一组织
的行动持续三年多，其间多次传出

“伊斯兰国”头目巴格达迪的死讯，
却始终没有得到证实。路透社报道，
美国政府认定，他仍在伊拉克藏身。

（新华社）

人工智能医疗是把双刃剑

微小改动 就能骗到AI

去年去年，，美国食品美国食品
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局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局
（（FDAFDA））批准了一种人批准了一种人
工智能工智能（（AIAI））医疗设备医疗设备
上市上市，，只需捕捉患者只需捕捉患者
视网膜图像视网膜图像，，就能自就能自
动检测是否有糖尿病动检测是否有糖尿病
性失明征兆性失明征兆。。

如今如今，，像这样的像这样的
新型新型AIAI技术正在医疗技术正在医疗
领域迅速蔓延领域迅速蔓延。。科学科学
家们正积极开发着各家们正积极开发着各
种种AIAI系统系统，，能够直接能够直接
或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或是通过各种各样的
影像影像，，帮助识别各类帮助识别各类
疾病的征兆疾病的征兆。。

然而然而，，据据《《纽约时纽约时
报报》》33月月2121日报道日报道，，科科
学家们开始担心学家们开始担心，，越越
来越多被应用到医疗来越多被应用到医疗
保健服务中的保健服务中的AIAI技技
术术，，可能是一把双刃可能是一把双刃
剑剑。。除了帮助医生高除了帮助医生高
效工作效工作，，它更有可能它更有可能
被蓄意操纵被蓄意操纵，，导致误导致误
诊诊，，以及其他更严重以及其他更严重
的后果的后果。。

这篇论文加剧了人们对“对抗
性攻击”可能性的担忧，从人脸识别
服务、无人驾驶汽车到虹膜扫描仪和
指纹识别器，其攻击的目标可谓包罗
万象。

对抗性攻击利用了众多AI系统
设计和构建的一个基本方面——神
经网络。人工智能越来越多地受到神
经网络的驱动，而神经网络本身是一
种复杂的数学系统，通过分析大量数
据独立学习任务。例如，通过分析成千
上万的眼部扫描图像，神经网络可以
学会如何监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征
兆。但这种“机器学习”是建立在巨大规

模的基础，一旦接收到不正确的信息，
AI系统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行为。

2016年，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的
一个研究小组通过印在眼镜框上的
图案，成功骗过了面部识别系统，让
其误以为戴眼镜的是名人。

2018年，一个研究团队也设计了
类似的实验。他们让一名亚洲科学家
戴上一顶帽子，将红外光从帽檐下方
投射到他脸上。红外光是人眼不可见
的，但它可以欺骗面部识别系统，让它
错误识别佩戴者。

有研究曾警告称，对抗性攻击能
欺骗无人驾驶汽车，让它们看到不存

在的东西。通过对路标做一些微笑的
改动，就导致汽车AI系统将停车标志
错误地识别为让路标志。

去年底，美国纽约大学坦顿工程
学院的一个研究团队创造了一种虚拟
指纹，在22%的情况下，成功骗过了指
纹识别器。即使用这些指纹识别器的
手机或个人电脑，有22%可能被解锁。

鉴于生物特征安全设备和其他
人工智能系统的日益普及，这项研究
的影响极其深远。

如今，芬利森团队就AI系统在医
学领域的使用也发出了同样的警告，
目前为止，在医疗保健领域还没有发

现前沿的对抗性攻击。
作为一名机器学习系统专家，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助
理教授哈姆莎·巴斯塔尼对于引入
人工智能是否会让问题变得更加严
重提出质疑。首先，想在现实中实现
对抗性攻击有难度；其次，目前还不
确定监管机构和保险公司是否打算
采用容易受到对抗性攻击的这类机
器学习算法。但她又补充道，这个问
题的确值得关注：“（现实中）总会出
现意想不到的后果，特别是在医疗
保健领域。”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徐缓 编译

随着监管机构、保险公司和医疗
账单服务公司开始在其软件系统中
使用AI技术，黑客可能入侵系统，导
致病人误诊。更有可能发生的一种情
况是，医生、医院和其他相关机构或
将利用对抗性攻击，操纵医疗账单或
保险软件上的AI系统，想方设法获得
尽可能多的收益。

例如，如果保险公司使用AI评估
医学扫描影像，医院可通过修改扫描
结果，以提高赔付金额。如果监管机
构建立了AI系统，用于评估新技术，

设备制造商可以通过改变图像和其
他数据，以欺骗系统，获得监管部门
的批准。

研究认为，一旦人工智能深深植
根于医疗体系之中，各家企业将逐渐
出现能为其带来最大利润的行为，这
其中的受害者，将是患者。

哈佛大学医学院和麻省理工学
院的研究人员塞缪尔·芬利森指出，如
果医生为了骗过保险公司的AI系统，以
获得更多利润，对医学扫描影像或病人
的其他数据进行改动。这些改动将出现

在病人的永久记录中，伴随其终身，
这将对病人未来的诊断产生影响。

事实上，因为医疗保健行业有大
量的资金来往，一些医生、医院和其
他组织已经出现了操控软件系统获
利的情况。例如，为提高医疗费用支
出，医生们巧妙地修改了账单代码，
将简单的X光扫描变为更复杂的扫
描等。芬利森称，人工智能可能会加
剧这个问题。未来几年，软件开发者
和监管机构在构建和评估AI系统时，
必须考虑这些情况发生的可能性。

若利用对抗性攻击获利 最终受害者将是患者

论文中提出 微小的改动就能让AI系统误诊

有研究曾警告称 对抗性攻击能欺骗无人驾驶汽车

“伊斯兰国”地盘尽失 叙乱局依旧难解

百万人游行反“脱欧”
英首相或遭逼宫

“伊代”重创非洲南部三国
700余人死亡

中国救援队赴莫桑比克实施国际救援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22日身处佛罗里达州，在他
自己的私人俱乐部内，经由社交媒体“推特”发出一
段文字，声称“我今天下令，撤回那些额外制裁”。

一名没有获得发布消息授权、因而不愿意公开姓名
的人士告诉美联社记者，特朗普所说“撤回那些额外
制裁”，实际意思是现阶段不再考虑针对朝方追加
“大规模制裁”。

特朗普与金正恩此前会面的资料图 图据视觉中国

在医疗人工智能和其他应用中，输入的微小变化可能导致输出的巨大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