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寨溝迎散客 淡季門票半價
▲九寨溝景區對自由行旅遊開放，圖為此前遊客在景區中合影 資料圖片

四川九寨溝終於對自由行遊客開

放。11月28日晚間，九寨溝管理局

發布公告稱，景區從11月28日起開

始對散客開放，與此同時，九寨溝開

放區域單日遊客接待最大限量從此前

8000人次增至20000人次。景區現場

不設購票窗口，因此景區門票、車票

等仍然需通過網絡進行實名制預約。

據了解，景區開放時間區域和此

前一致，為每日8：30-17：00實行

區域開放，開放區域為扎如溝的扎如

寺、樹正溝（火花海除外）、日則溝（諾

日朗至五花海段景點）、則查窪溝。

旅行平台攜程網數據顯示，消息

發布後，攜程門票平台和自由行入口

九寨關鍵詞搜索增長300%。

此前，九寨溝管理局9月23日宣

布，決定重新開放經歷兩年重建的九

寨溝景區，每日限流5000人，不接

待散客。運營近一個月後的10月21

日，九寨溝管理局宣布將景區單日遊

客接待最大限量調整至8000人次。

值得注意的是，九寨溝景區門票

淡季和旺季的價格相差很大，根據官

網，旺季門票169元（人民幣，下同

）／人，淡季門票80元／人，超過半

價折扣；旺季車票90元／人，淡季車

票80元／人。
（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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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人工智能技術興起，西安交大基

礎醫學實驗教學中心科研團隊開始嘗試探

索如何將該技術植入實驗教學，通過改革

教學路徑、形態和方式，拓展教學空間，

提升教學質量。在今年年初舉行的中國醫

學會教育技術分會上，受到使用語音AI處

理問題的啟發，團隊想到將機器人引入課

堂，實現語音人工智能由虛擬到實體轉換

，仙醫小胖由此誕生。

通過視頻語音互動交流
課堂上，學生實驗操作結束後，授課

老師發出語音指令，仙醫小胖自行移動到

講台旁，啟動投影儀並開始講授。為了與

這次實驗內容 「缺氧與耐缺氧」 相呼應，

仙醫小胖講述了中國工程院院士吳天一多

年來致力於高原醫學研究的故事。

據了解，仙醫小胖目前已實現自行充

電移動、實驗中心導航、學習內容答疑、

反饋意見收集等多項功能。作為課堂上的

新成員，可通過視頻、語音交流、問題解

答等方式，實現教師與人工智能結合授課

，為學生提供簡單的問題答疑，宣傳鞏

固知識點。新穎的授課方式，新型

的答疑模式，讓同學們通過與機器

人的線下交流互動，以及關注公眾

號獲取線上知識解答服務等方式

，鞏固所學。除了學習功能，仙

醫小胖還多才多藝，其在課間表

演的舞蹈亦極大的紓緩了同學們

的課堂和學習壓力。

人機配合學生更專注
西安交大醫學部老師表示，人工智能

機器人配合老師上課，機器人講知識點，

老師引導互動，教學與實驗同步進行，讓

課堂形式更加生動，學生更易接受。

西安交大的馮特同學更是對仙醫小

胖的首秀讚賞有加。他告訴記者，

仙醫小胖和大家的互動非常不錯，

大家非常喜歡他，有事沒事都願意

去找他，他更容易吸引大家的

注意力。 「同學們有時候

試着給他下命令或和他聊

天，他聽不懂的時候就會

插科打諢，這些都給課堂增添了活

力。」
據悉，仙醫小胖的課堂 「首秀

」 在校園內外、線下網上備受關注

，獲讚圈粉無數，成為了西安交大

又一個名副其實的 「網紅」 。

「大家好，我是你們的實驗教學助手仙醫小胖。
今天為大家介紹我國著名高原醫學專家吳天一……」
在西安交通大學醫學部近日的一堂課上，一位造型呆
萌可愛的人工智能（AI）機器人 「助教」 首次走上講
台開講。整堂課，在座學生們由新鮮好奇、忍俊不禁
到全神貫注、津津有味，仙醫小胖在條分縷析、娓娓
而談同時，亦用輕鬆方式與同學們頻頻互動，在一片
稱讚聲中完成了自己的課堂 「首秀」 ，同時也成為內
地高校人工智能機器人進課堂的首例。

大公報記者 李陽波

機器人助教登堂入室傳授醫術
西安交大首用AI講課 能歌善舞增學習趣味

五彩中國

為何名喚仙醫？

京15店上榜米芝蓮必比登
素有老饕風向標之稱的《米芝蓮指南

2020北京》日前發布。相較高級食肆，首

版北京 「必比登推介」 餐廳名單更引人注

目，豆汁、滷煮及炸醬麵全部入列。首次

公布的名單評選出了包括爆肚金生隆、寶

源、北新橋滷煮、尹三豆汁等在內的15家

餐廳。

「必比登推介」 作為推介經濟實惠且

有高品菜餚餐廳的榜單，從1955年開始，

根據不同國家經濟環境推薦價位居中的美

食。在內地，必比登推介的餐廳人均消費

不超200元人民幣。

米芝蓮中國區總裁偉書傑表示，京味

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符號，米芝蓮的評

審們走進胡同、四合院和現代化大廈，品

味小吃、宮廷美食和各種佳餚，感受到 「
講究」 代表了北京態度。

記者注意到，首份 「必比登推介」 在

社交媒體上引起大量議論，許多網友表示

，每個北京人和北漂都有自己心裏最愛的

老北京小吃，必比登羅列的只能說是其中

最有名氣或最有接待能力的部分。對此，

資深餐飲媒體人、美食美酒專業比賽評委

飯飯指，美食榜單爭議在所難免，爭議反

映出的是米芝蓮指南尚未被大眾完全理解

，其實米芝蓮並不是衡量本地菜系的一個

標準，它是對遊客、商務客而言的餐館指

南。 （記者 李理）

從開發一直到應用在課堂上，仙醫小胖與

職場新人一樣，初來乍到時，也曾處處表現出

對新環境的不適應、對新任務無從下手。

據承擔項目指導任務的老師王濤介紹，剛

開始雖經過各部分的初步改裝、調整和訓練，

但仙醫小胖與一個可以完成 「回答大量專業問

題，甚至代替老師進行課後答疑的機器人」 任

務的大學課堂助教要求相比，的確存在距離。

突出問題是其對命令的識別局限較大，僅限於4

到8個字；另一個問題是醫學專業問題通常答案

較長，讓學生在其面前站幾分鐘聽回答，操作

性不強。

因此，為了幫助機器人盡快進入 「角色」
，西安交大組成 「人工智能教學助手」 團隊攻

關。團隊圍繞教學服務內容為其量身打造 「職
業規劃」 ，從最初的地圖定位、口令增加、動

作調整、同步視頻燈帶等方面

入手，逐步增加機器人功能。同時創

新性地將冗長專業的醫學問題答案從文

字轉換成圖片和思維導圖，放在仙醫小

胖的微信公眾號上供同學們查詢。前後歷時3個

多月，才最終完成對仙醫小胖的 「
入職培訓」 ，使其成為一名合格的

「助教」 。 （記者 李陽波）

師生協力攻關 幫小胖入職培訓

11月28日20時左右，素有 「中國冷極」 之稱的內蒙
古自治區根河市出現了五彩斑斕的光柱奇觀。寒夜中，
五彩斑斕的光柱猶如幻境，為銀裝素裹的北國風光增添
了炫麗色彩。

據了解，這種現象由於寒冷天氣使空氣中的水凝結
成冰晶，這些冰晶捕捉到附近光線，像數以百萬計的微
型鏡子一樣，將光線折射回地面產生的。人眼看到的其
實是反射光柱的虛像，天氣寒冷是形成條件之一，天氣
越寒冷光柱反射越強烈。

（記者 喬輝、王月）

仙醫小胖能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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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寨溝景區門票價格（單位：人民幣）

執行日期
截止日期

旺季門票
169／人
4月1日

11月15日

淡季門票
80／人

11月16日
次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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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醫小胖」 這一名稱寓意別致
，其中 「仙」 源於同學們

口中的 「仙交大」 ，因為內地慣用
的漢語拼音中 「西安」 與 「仙」 拼
法相似，因此同學們戲稱 「西安交
大」 為 「仙交大」 。 「醫」 則是體
現仙醫小胖作為人工智能 「助教」
對醫學教育事業的付出貢獻。

內蒙古現寒夜光柱奇觀

▲學生們與仙醫小胖
交流互動

受訪者供圖

▲仙醫小胖成為受西安交通大學醫學部師生歡迎的 「助教」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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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李陽波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