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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文心一言」更懂中文
香港文匯報記者參加首批內測 體驗超預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凱雷 北京報道）中國版ChatGPT——百度

「文心一言」發布，放出首批「內測碼」，香港文匯報記者成為第一批拿

到邀請碼的用戶，體驗這款大語言模型的實時測試反饋，總體而言，與

ChatGPT相比，「文心一言」更懂中文，更懂中國文化，更懂中文邏輯，

超出此前預期。而百度創始人李彥宏則稱，ChatGPT剛推出時反饋糟糕，

「我一直在關注『文心一言』發布後的第一批內測反饋，目前看外界反饋

與我的預期相符。」

中國首現奧密克戎兩亞型共染病例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中國
疾控中心網站最新發布的周報顯示，中
國首次發現奧密克戎 BA.5.2.48 和
BF.7.14亞型共同感染的病例。
3月17日，中國疾控中心網站發布最

新《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周報（Chi-
na CDC weekly）》，2月14日，在重
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三醫院採集並送檢的
樣本中檢測到奧密克戎毒株的共同感
染。
2022年12月23日，這位患者報告食
慾不佳，12月 29日，出現疲勞、咳
嗽，新冠感染檢測呈陽性。2023年1月
4 日，患者出現寒戰和發燒（體溫
38.9℃），並伴有咳嗽症狀，住進重慶
市雲陽縣中醫醫院但未明顯好轉，1月
5日出院。1月6日，該患者住進重慶醫
科大學第三附屬醫院傳染病科。從1月
6日到2月 12日，8次核酸檢測呈陽
性。
研究人員於2023年1月28日和2月7

日從患者身上採集上呼吸道樣本，分別
命名為YB20230158 和 YB20230202，
這兩個樣本形成了一個獨立的分支，不

同於奧密克戎亞變體 BA.5.2.48 和
BF.7.14。突變位點分析顯示，兩個樣
本都含有奧密克戎亞變體BA.5.2.48和
BF.7.14的特異性定義位點，患者同時
感染了奧密克戎亞變體BA.5.2.48 和
BF.7.14。
文章稱，目前在重慶流行的主要嚴

重急性呼吸系綜合徵病毒2型毒株為
BA.5.2.48（>90%），其次為BF.7.14
（約3.8%）。到目前為止，中國還沒
有關於BA.5.2.48和BF.7.14共同感染的
報告，特別是在重慶，BF.7.14比例相
對較低。

需加強監測新冠病毒變異株
研究人員提醒，監測嚴重急性呼
吸系統綜合徵冠狀病毒2型變異株應
作為識別合併感染和重組病例的重要
策略加以推廣。隨着各種變種在一個
地區共同傳播的風險不斷增加，對
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徵冠狀病毒2
型變種的監測，特別是對免疫缺陷
的關鍵人群的監測，變得越來越重
要。

中央統戰部原副部長崔茂虎被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

道）據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18日消
息，中央統戰部原副部長、國家宗教事
務局原局長崔茂虎涉嫌嚴重違紀違法，
目前正接受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紀律審查
和監察調查。58歲的崔茂虎長期任職
雲南，他是2023年以來落馬的第十名
中管幹部（中央直管幹部）。
此前，崔茂虎最後一次在公開報道

出現是今年2月10日，他以國家宗教局
局長、中華宗教文化交流協會會長身
份，向台灣佛光山宗務委員會致唁函，
對佛光山開山宗長釋星雲法師圓寂表示
哀悼。3月18日，國務院任免國家工作
人員，免去崔茂虎的國家宗教局局長職
務。
至此，2023年已有十名中管幹部被

查。除了崔茂虎，還包括河北省人大常

委會原副主任王雪峰、國家煙草專賣局
原副局長何澤華、山東省青島市政協主
席汲斌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副司令員
焦小平、湖南省政協原副主席易鵬飛、
遼寧省大連市政協主席郝宏軍、國家能
源投資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原副總經理李
東、重慶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鄭洪和寧
夏黨委原副書記、銀川市委原書記姜志
剛。
公開資料顯示，崔茂虎是雲南宣威

人，長期在雲南省工作。曾任雲南省委
組織部副部長，並兼任省人力資源和社
會保障廳廳長、黨組書記，2017年5月
任麗江市委書記，2021年5月任雲南省
政府副省長、黨組成員，2021年11月
任雲南省委常委、秘書長。去年6月，
崔茂虎出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國家宗
教局局長一職，至如今被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廣州報道）
粵港澳三地加強人才協作。廣州市南沙區政
府18日公布，《粵港澳人才協同發展2023
年度工作計劃》、《粵港澳人才協作辦公室
運作方案》、《粵港澳大灣區卓越工程師研
修班活動方案》已獲「粵港澳人才協作辦公
室」2023年第一次會議審議通過。這標誌着
三地人才聯動機制正式啟動，將破解更多三
地人才交流合作的障礙。
廣州南沙區委常委、組織部部長張家炳
在會議上表示，此次會議審議通過了粵港
澳三地人才協作相關方案，南沙與香港優

才及專才協會、澳門專才發展學會三方合
作從此有了明確的路線、詳細的計劃、具
體的項目，三方人才協同合作又邁上一個
新台階。

將破解更多三地人才交流合作障礙
香港優才及專才協會主席駱勇指出，此
次會議舉行，代表着粵港澳三地人才聯動
機制的正式啟動，將破解更多三地人才交
流合作的障礙。澳門專才發展學會創會會
長簡浩賢認為，南沙人才創新創業政策完
善，且在推動人才跨境便利流動、執業資

格認可方面做了很多創新，三地不僅產業
互補合作空間大，人才合作交流空間也很
大。
據了解，粵港澳人才協作辦公室會議由

廣州南沙開發區人才發展局、香港優才及
專才協會、澳門專才發展學會三方聯合舉
辦，旨在推進南沙與香港優才及專才協
會、澳門專才發展學會簽訂的合作協議落
實落細，研究謀劃年度工作計劃和重點任
務，明確「粵港澳人才協作辦公室」運作
機制和運作方式，以具體項目為抓手推動
「粵港澳人才協作辦公室」實體化運作。

南沙啟粵港澳人才聯動機制

深圳加快推進港大深院二期等建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

道）18日，香港文匯報記者從深圳市衞生
健康委獲悉，2022年深圳新增床位1,920
張，新增三甲醫院7家、總數達32家。
2023年，深圳衞生健康領域將緊緊圍繞高
質量發展主題，加快76個重大項目建設進
度，重點補齊醫療資源薄弱區域短板，建
成市第二兒童醫院、市中醫院光明院區等
項目，全年新增床位3,200張以上，提升醫
療國際化水平，努力打造健康中國「深圳
樣板」、實現「病有良醫」。

港澳獨資醫療機構達11家
2022年，深圳衞生健康高質量發展取得

新突破，率先實施港澳醫師多點執業，
「港澳藥械通」擴大至19種藥品和11種醫
療器械，攜手粵港澳大灣區「9+2」城市發
布全國首個《醫院質量國際認證標準
（2021版）》。整合型醫療衞生服務體系
進一步完善，2022年共完成醫療衞生固定
資產投資超230億元（人民幣，下同），加
快建設89個衞生重大項目，全年新增床位
1,920張，新增社會辦醫療機構27家，港澳
獨資醫療機構達到11家。獲批建設兩家國
家區域醫療中心，成為深圳醫療高地建設
新的里程碑。
2023年，深圳將加快醫療衞生重大項目建

設。啟動世界一流醫療城市建設項目規劃研
究，加快76個重大項目建設進度，重點補齊

醫療資源薄弱區域短板。優化衞生健康服務
體系，實施基層醫療集團能力提升計劃，實
施社康機構服務能力升級工程。

引導港資醫療機構落地前海
落實第二批綜合授權改革任務。粵港澳
大灣區遴選2至3家醫院開展《醫院質量國
際認證標準（2021版）》評審評價，推動
出台第二批授權事項清單，支持前海建設
國際醫學創新示範區，推動「港澳藥械
通」新增3家指定醫療機構，適用藥械品種
達到35種以上，加強深港醫學專科培訓中
心建設，在12家單位推廣專科醫師規範化

培訓試點。
提升醫療國際化水平。加快推進香港大

學深圳醫院二期、香港中文大學（深圳）
醫學院及附屬醫院、香港名醫診療中心
（坪山）等深港醫療合作重大平台建設，
引導1至2家港資醫療機構落地前海，推動
深圳前海泰康國際醫院（籌）和前海人才
港、青年夢工廠北區2個國際化社康機構建
設。鼓勵社會力量在醫療資源薄弱區域和
康復、護理、精神衞生等短缺領域舉辦非
營利性醫療機構，引導促進醫學檢驗中
心、醫學影像中心等獨立設置機構規範發
展。

◆港大深圳醫院工作人員正在指引香港患者就診。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

更優秀中文理解 多模態生成能力
在3月16日下午百度舉行「文心一言」

發布會後，市場熱度持續飆升。截至3月
18日上午10點58分，「文心一言」企業
版API調用服務測試的企業用戶突破9萬
人，首日邀測超60萬人申請，與百度智能
雲基於「文心一言」展開合作諮詢已達
6,588 條。與 ChatGPT 上市首日相比，
「文心一言」火爆程度遠超ChatGPT，從
側面反應，中文世界對類ChatGPT的強
勁需求。香港文匯報記者拿到首批內測邀
請碼，通過測試感到「文心一言」具備
基本的知識儲備和對答框架，對中文語
義的理解比ChatGPT要更好，不僅具備
文學創作、商業文案創作、數理推算等
大語言模型較常見的優勢和能力，還表
現出了更優秀的中文理解、多模態生成
能力。
當香港文匯報記者要求「文心一言」用

「紅梅落雪」作詩時，它給出的答案較為優
美，比如「花開如雪，雪落亦香」等。當輸
入提問「撰寫動靜新聞的藏頭詩」時，「文
心一言」給出的答案為，「動若無人靜有
容，靜觀萬物動亦同，新篇巨製驚天地，聞
到長征又出籠。」而在ChatGPT裏輸入藏
頭詩的要求，對方甚至讀不懂要求。

補齊回答事實問題「胡編亂造」短板
發布會的Demo演示中，「文心一言」

準確回答了《三體》作者、電視劇角色扮
演者等事實性問題，百度方面認為，與
ChatGPT相比的不同之處在於，百度的搜
索增強，補齊了生成式AI在回答事實性問
題時常常「胡編亂造」的短板。

程序員：不完美但也不容小覷
除了在文學創作方面的優勢，香港文

匯報記者感到，在以文繪圖方面，「文
心一言」的表現也可圈可點。不過，
「文心一言」對一些問題給出的答案依
然不準確，也有不少同行吐槽其邏輯性
差。比如，當輸入「香港報紙發行量」
的問題時，「文心一言」給出的答案中
將《明報》定義為非正式小報，顯然有
失偏頗。ChatGPT對此給出的答案為，
「在過去幾年中，香港的主要報紙包
括，《南華早報》、《明報》、《文匯
報》、《大公報》、《香港經濟日
報》」等，並在最後總結稱「這些報紙
的發行量可能會因年份、經濟形勢、競
爭程度等多種因素而變化。」相對來
說，總結更加全面，邏輯性較強。
在GPT-4發布後，受眾的期待再一次被

拔高。據官方表示，GPT-4比上一代準確
性更高，解決問題能力更強，可以處理超
2.5萬字的文本，並支持圖像輸入。有資深
程序員對香港文匯報表示，「文心一言」
雖然不完美但也不容小覷，大家應該對創
新多一些理解、寬鬆和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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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要求「文心一言」用「紅梅落
雪」作詩，它給出的答案較為優美。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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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香港文匯報記者輸入提問「撰寫動靜新聞的藏頭詩」時，「文心一言」
給出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當輸入「香港報紙發行量」的問題時，「文心一言」給出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文心一言文心一言」」測試測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