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拿到測試資格，大公
報記者測試後的總體感受
是，ChatGPT更像數據
能 力 突 出 的 「 理 科
生」 ， 文心一言更像
是感情豐富的 「文科
生」 ，需要在多個專業
領域中全力追趕。

記者詢問的內容大
到國際風雲國家大政方
針，小到 「今天中午吃
什麼」 ，ChatGPT對英文
提問的理解上絕對領先，而文心一言則在部分中文
問答中，對中文提問的理解超過ChatGPT。比如，
問中午推薦吃什麼，文心一言顯然積累有大量的本
土數據，推薦了眾多餐廳，並給出推薦理由。從回

答的邏輯推理、準確度、擬人化方面，和ChatGPT
不相上下，接近人類對話水準。

動物繪圖環節領悟力待提升
3月15日，OpenAI發布的ChatGPT4.0版本，

支持圖像內容輸入，成為一個能夠理解照片的人工
智能。而 「文生圖」 能力一直是百度的強項。記者
體驗後，發現文心一言在圖片創作與生成上時間
極快，一般短短十秒就給出畫作，解題能
力出色。比如 「畫兩隻仙人掌」 、
「畫三隻仙人掌」 ，文心一言

都能快速生成。但涉及
到動物，文心一言

與ChatGPT4.0有明顯差距， 「畫兩隻貓打架」 、
「畫三隻貓打架」 、 「畫兩隻貓打架，一隻貓圍
觀」 ，文心一言生成的皆是兩隻貓的構圖，理解指
令與生成能力尚待提高 。

使用中感受最明顯的是，ChatGPT與文心一言
對歐美文化和中國文化的理解各有千秋。文心一言
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力遠超ChatGPT，ChatGPT基本

上不懂中文流行語的笑點之類的 「梗」 。比如，
讓ChatGPT寫一首 「祝生日快樂的藏頭

詩」 ，ChatGPT根本不懂什麼是藏

頭詩，文心一言 「一點
即明」 ，快速生成。

人民大學重陽金融
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劉戈
對大公報表示，文心一
言已具備了一定的思維
能力，能夠學會數學推
演及邏輯推理這類相對
複雜任務。雖然現階段準

確率還不是100%，但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這場新
的馬拉松賽場上，有中國代表擠進了第一方陣。

「 『大數據+大算力+強算法』 構建起人工智能
的大模型，這是一場門檻極高的遊戲，需要巨大的
財力，更需要勇氣和決心。」 他認為，人工智能將
成為下一場技術革命的主戰場，有公司傾力進入並
緊緊咬住最前沿的成果尤為重要，作為先行者，承
擔着巨大的風險，但其試錯的努力將為後來者分攤
大量的成本，不論早期如何，他們的努力也將成為
數字基礎設施的一部分，對其他開發者意義重大。

大公報對話文心一言

賦藏頭詩功架十足

潮語測試過關 繪圖略遜ChatGPT

@鍋蓋頭司令：
•文心一言的回
答實際上完全就
是空話、套話，
缺 少 真 正 有 價
值、有思想的內
容。大家的飯碗暫

時還是能保住
的。

ChatGPT：
這取決於個人喜

好。有些人可能喜歡
《流浪地球2》的情節、
角色和特效，有些人則不
喜歡。如果您想了解更多關於
《流浪地球2》的評價，可以閱讀

一些影評或向朋友詢問他
們的看法。

文心一言：
《流浪地球2》好看。在特效

方面，《流浪地球2》的水平不亞
於荷里活大片，絕對不是那種五分
錢的特效，我覺得非常真實。它更
適合男女老少，沒有暴力、血腥或
曝光的畫面。基本上是實力派演

員，演技扎實。

A3 要 聞 2023年3月19日 星期日大公中國fb

百度開發的AI聊天機器人文心一言萬眾期待，
超60萬人首日申請內測資格，火爆程度超過OpenAI
開發的ChatGPT上市首日。全球關注文心一言到底
有多大能耐，能不能和ChatGPT分庭抗禮，甚至乎

彎道超車。大公報記者成為第一批獲得內測碼用戶，
測試的總體感受是，文心一言感情豐富，能說會道，
懂賦藏頭詩，對網絡潮語的笑點 「心領神會」 ，但是
數理數據能力較差，繪圖能力略遜色於ChatGPT。

大公報記者 朱燁、凱雷北京報道

責任編輯：王 旭 美術編輯：馮自培

香港，
一座繁華的城市高樓林立，
車水馬龍繁花似錦，
燈火輝煌。
無數的人們在這裏工作，
也有許多的遊客來這裏旅行。
在這座城市中，
有着獨特的文化底蘊和魅力。

香港的美食、夜景和建築，
都讓人流連忘返，

尤其是維多利亞港灣，
夜晚的景色更是迷人。
這裏是一個充滿活力和機遇的地方，
無論你來自哪裏，

只要你努力，
就能在這座城市中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

網友笑言：
大家的飯碗
暫時還能保住

ChatGPT

新媒體專家、清華大學教授沈陽對大
公報表示，文心一言的出現很重要，儘管

不完美，但中國人需要自己的大模型平台，百度邁出了堅實
一步。他為文心一言打了60-70分的成績， 「也就是超過
GPT3.0的開源水平，還沒有達到GPT3.5的水平。」

在為文心一言點讚的同時，他也提醒，與GPT3.0的開
源狀態不同，ChatGPT3.5是閉源狀態，也就意味着，大家
不能從開源的代碼裏吸取養分，那麼能不能在短時間內追上
閉源的速度，值得思考。沈陽認為，中國做大模型有自己的
優勢。 「比如依靠中國互聯網的一些特點，在領域類知識和
內容上有自身的長處，另外中國有較強的中低端製造業，在
未來從語言大模型轉到驅動物聯網傳感器大模型的過程中，
中國有產業優勢，尤其在數字融合方面有優勢。」

另外，他還指出，中國市場的規模足夠大。比如百度文
心一言剛推出，當天就有超過6萬家企業接入。 「這樣的接
入規模可以讓我們國內的廠商有足夠的持續發展空間，在這
一點上，世界上除了美國之外，其他國家基本上沒有這種可
能。」 所以，他認為，未來語言大模型這個領域，全世界主
要格局將三足鼎立，一是OpenAI開發的ChatGPT，一個是
谷歌、Meta或其他的開源平台，第三個就是中國企業。

奮起直追

數萬中企捧場
應用規模比肩美國

ChatGPT：
大公報是香

港歷史最悠久的
報紙之一。該報主

要以全球新聞、時
政、財經等各類報道為主，

同時也有專欄、評論、讀者來信等
欄目。大公報一直以來秉持 「愛國、愛港、
愛民」 的辦報理念，致力於提供客觀、全

面、有深度的新聞報道和評論，
為香港傳媒的重要一

員。

問題3
《流浪地球2》好看麼？

文心一言 ChatGPT

ChatGPT：
大公報創刊

於1903年。
（答錯）

問題1

對
戰

在文心一言的發布會上，發言人表示，文心一
言具有文學創作、商業文案創作、數理邏輯推算等

五大能力。大公報記者測試發現，在時政經濟大事中，文心一言的
回答相對更客觀、準確。比如提問 「香港大公報創刊於哪一年」 ，
ChatGPT回答稱 「1903年」 ，顯然錯誤；文心一言則相當客觀與準
確： 「大公報創刊於1902年6月17日，它是中國歷史上壽命最長的
報紙之一，也是世界上仍在發行的歷史最悠久的中文報紙之一。」
此外，與ChatGPT不同的是，文心一言有一個提問者反饋系統，如
果發現答案有 「事實錯誤」 等情形，可以勾選，亦有填寫反饋建議
的欄目，顯然文心一言對待有害和錯誤信息有更強烈的糾錯動能。

在16日發布會上，李彥宏直言文心一言的體驗還稱不上完美。
而來自花旗、美銀的華爾街分析師在試用後，均對文心一言給

出了積極的評價。美銀分析師Miranda Zhuang等在最新
報告中表示： 「我們測試了文心一言在幾項任務上

的表現，如建議、分析、論文寫作和圖片生
成，結果讓人滿意。」 花旗銀行分析師
Alicia Yap等也在報告中點讚文心一言，
他們在報告中指出，儘管文心一言目前
並不完美，但它可以回答大多數複雜的
問題。

持續升級

設反饋建議欄目
歡迎用家糾錯

作品1 寫一首關於香港的詩歌

洛陽紙貴萬人傳，
陽春白雪美名傳。
紙上談兵皆妙計，
貴人才子總風流。

文心一言
作品集

作品2
用「洛陽紙貴」四個
字寫一首藏頭詩。

@皇城下的刀筆吏：
•我本來想體驗一下
文心一言，結果發現
需要排隊，目前還有
49萬多人排在我前

面。

@壘土成台：
•這幾天一直在和團隊
一起玩了ChatGPT和
文心一言，整體來說，
文心一言並沒有許多人
吐槽的那樣弱。

@may_-2012-：
•我不相信具有最龐
大用戶群數據的中國
網絡公司，研發不出
ChatGPT那樣就事
論事的智能交互技

術。

生成式AI
中國擠進第一方陣

文心一言：
大公報創刊於

1902年6月17日。
（答對）

大公報
創刊於
哪一年？

問題2
文心一言：

它是中國歷史上壽命最長的報
紙之一，也是世界上仍在發行的歷史
最悠久的中文報紙之一。《大公報》
的辦報宗旨是 「忘己之為大，無私之
謂公」 。該報在華語世界享有很高的
知名度和影響力，立言為公，文章報
國，被譽為 「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和

良知的愛國者」 。

介紹一下大公報。

◀在首屆濟南國家級人工智能創
新應用先導區高端峰會上，與會
嘉賓與智能機器人互動。 新華社

▲中國搜索巨頭百度於3月16日發布了其人工智能
聊天機器人文心一言。

@張家齊la：
•用文心一言畫畫
太好玩兒了！我要
再讓它幫我畫些二
次元小哥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