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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每个国家、每个人都在对未来设定
新的小目标、规划新的大梦想……不过，如果回溯过去，那些曾被
科学家们期待2020年以前实现的图景，有多少并没发生？又有哪
些势不可挡？

【【美食仍是人类共同爱好美食仍是人类共同爱好】】
知名未来学家雷伊·库茨韦尔在2004年出版的书中预测：2020

年以前，人类将不再追求口腹之欲，“纳米机器人将进入消化道和
血液，精确测算出人体所需的营养成分”，人类因而无需再摄入“多
余”食物。

今天，维生素片依然不能代替美食带来的满足感。不过，素食
主义正在全球、尤其欧美地区盛行，倒是多少应和了《纽约时报》
1913年所刊发文章中援引的美国肉类包装协会“危言”，即21世纪
的美国人会放弃吃肉，“以稻米与蔬菜为生”。

【【太空旅行太空旅行：：无限接近无限接近】】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人类就在期待实现太空旅行、甚至

定居外星球的梦想。10年前有了一点突破：少数几家企业开始兜
售“个人太空游”。特斯拉和太空探索公司创始人埃隆·马斯克
2009年放言：到2020年，可以认真筹备“带人上火星”。

目前为止，已有7人支付高昂“旅费”进入太空，但私人“太空
游”2009年大规模暂停，数百名交钱“买票”的旅客至今仍在排队等
候。记者吉姆·克拉什2010年花20万美元买了维珍“团结号”太空
船一个船位，排名610号，“我当时真认为到2020年，(太空游)会是
定期进行的活动。”不过，他仍愿意等下去。

太空探索公司2018年说，最早2023年将实现第一位私人旅客——
一名日本富豪的“环绕月球游”。是不是会“跳票”，我们拭目以待。

【【机器人来了机器人来了，，但但““取代人取代人””还远还远】】
美国埃隆大学2006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援引“未来学家和技术

专家”的预言，称“到2020年，机器人和各种人工智能产品将成为
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将几乎完全替代人工”。

英国学者伊恩·皮尔逊2005年告诉英国《观察家报》，他认为
2020年以前“有可能”设计出“比人类聪明、有意识、有情绪的计算
机”。他想象了一种场景：“假如我人在飞机上，电脑会比我更害怕
坠毁，因而竭尽全力稳定飞行”。

事实上，根据航空事故专家调查分析，近年多起重大空难的肇
因与飞行员过于依赖电脑操控的自动化系统有关。

皮尔逊近期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坦承：人工智能技术的发
展在21世纪头几年进步神速，让他有了乐观预测，随后“经济衰退
有点阻碍发展，进程比我们当初预期迟滞了大约35%到40%”。

不过，大趋势没变。一些工作场所已经开始使用机器人代替
部分人力。传统劳动力市场仍应做好应对准备。

【【猩猩做家政猩猩做家政？】？】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1964年邀请全球82名不同领域专家“预测

未来”。其中一个预测是，2020年“猩猩”之类家养动物代替家政服
务人员。

同时代的科学家并不觉得这一预测荒唐。三年后，诺贝尔化
学奖获得者格伦·西博格在美国发表演讲时说：“21世纪，家里没有
扫地机器人的家庭可能会有个会干清洁和园艺活的住家类人猿。
类人猿如果训练得当，还能当家庭司机，可能减少机动车事故的发
生率。”

今天看来，这些上世纪的梦想似乎过于乐观，但相关领域远非
止步不前，甚至有长足进展，阻碍实现的因素有时不是技术障碍，
而是伦理争议。

所以，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新华社特稿

2020年到了哪些预言没实现

1 月 1
日 ，在 印 度
尼西亚雅加
达 郊 外 ，人
们在洪水中
跋涉。

2019 年
12月31日至
2020年1月1
日 ，印 度 尼
西亚首都雅
加达及其周
边地区遭遇
暴雨引发的
洪灾。 新华
社/美联

雅加达遭遇洪涝灾害雅加达遭遇洪涝灾害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1日宣布，印度第三次探测器登月项目获
得政府批准。路透社报道，这是印度继数月前“月船2号”探月失
败后想要以较低成本迈向太空强国的最新努力。

印度国家通讯社2019年12月31日援引印度总理办公室主管
太空事务的国务部长吉滕德兰·辛格的话报道，印度可能于2020
年发射“月船3号”月球探测器，成本将低于“月船2号”。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主席凯拉萨瓦迪沃·西旺1日在位于班加
罗尔的总部接受采访时说，“月船3号”具有与前一次任务“类似的
配置”，将有一个着陆器和一个月球车，但没有轨道飞行器。

西旺说，相关工作推进顺利。“我们的目标是今年发射，但也可
能推迟到明年。”印度方面消息人士说，发射时间初步定在2020年
11月。

印度2019年7月22日发射“月船2号”月球探测器，但着陆器
“维克拉姆”9月尝试在月球表面软着陆时坠毁。印度因而未能成
为第四个在月球表面实现着陆的国家。

路透社报道，“月船2号”虽因着陆失败未能把月球车放在月
球表面，但成功部署一个月球轨道器，并把科学数据传送回地球。

“月船2号”尝试在月球南极地区着陆。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希
望确认在那一区域的陨石坑内存在“水冰”。“月船1号”2008年探
测到月球表面存在冰。由于阳光照射不到月球南极地区，科学家
们认为水以冰的形式沉积于那里的陨石坑内。

西旺告诉媒体记者，印度空间研究组织的载人太空飞行项目
正在取得“良好进展”，计划于2021年完成。现已选出4名宇航员，
预计本月晚些时候开始训练。

印度政府2018年宣称，这一载人太空飞行项目预计耗资不超
过1000亿卢比（约合14亿美元）。

西旺还宣布，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已经开始在泰米尔纳德邦南
部地区收购土地，用于建设第二个太空港。新华社特稿

据新华社电 墨西哥北部萨卡特
卡斯州一座监狱跨年夜发生暴动，
州政府 1 日确认 16 名囚犯死亡，5
人受伤。

萨卡特卡斯州政府证实，州首
府萨卡特卡斯以西谢内吉亚斯市一
座监狱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下午发生
暴动。州政府没有提及冲突起因，
只说局势得到控制。当地媒体报
道，暴动由一场足球赛触发。

州公共安全部长伊斯梅尔·坎
贝罗斯 1 日晚告诉媒体记者，逮捕

一名持有武器的囚犯，后续查获 3
支枪和各种刀具。监狱方面将进
一步搜查，以排除其他可能藏匿
的武器。

坎贝罗斯说，那所监狱30多年
前建造，关押 5 个犯罪团伙的成
员。暴动后，120 名囚犯转移至其
他地点关押。

萨卡特卡斯州启动调查，以明
确事件责任人以及武器如何进入监
狱。

坎贝罗斯 1 日早些时候接受墨

西哥电台节目专访时说，州政府官
员相信，那些武器上月31日由探访
者带入，监狱方面上周末检查时没
有发现那些武器。

“我们正在等待调查结果，”
坎贝罗斯说，“以决定是否要换掉
监狱工作人员。”他说将调查暴动
期间和暴动以前一轮班次的所有
值班人员。

墨西哥监狱长期受暴力侵扰。
度假城市阿卡普尔科一座监狱2017
年发生暴动，至少28名囚犯死亡。

据新华社电 动物学家发现，海
鹦会衔小木棍挠痒痒，这再次证明
动物也会使用工具。

英国和冰岛动物学家组成的一
个研究小组观察到两只大西洋海鹦
衔小木棍抓挠胸部羽毛。它们分别
栖息在英国威尔士斯科默岛和冰岛
格里姆塞岛上，相隔 1700 多公里。
研究人员说，相距遥远的两只海鹦
都会这个本领意味着海鹦可能普遍

具有这个本领。
动物学家排除海鹦衔小木棍

以筑巢的可能。他们说，海鹦喜
欢用草、羽毛等软物筑巢，小木
棍对于“爱挑剔的”海鹦筑巢而
言太硬，用于挠痒痒更合适。监
控视频显示，格里姆塞岛上那只
海鹦把羽毛和草衔进巢里，但把
小木棍留在巢外。

研究人员为他们的发现激动，

因为会使用工具的动物通常认知能
力更强。

研究人员之一、牛津大学的安
妮特·法耶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网：“光靠我们的观察无法解开动物
使用工具之谜。可能还有更多物种
会使用工具，只是我们还没有观察
到。”

研究报告由 《国家科学院学
报》月刊2019年12月30日刊载。

墨西哥监狱跨年夜暴动致死16人

海鸟衔木棍挠痒痒海鸟衔木棍挠痒痒 动物会用工具添新证动物会用工具添新证

熟悉卡洛斯·戈恩的两名消息人
士1月1日披露，这名前日产汽车董
事长逃离日本后，曾经与黎巴嫩总统
米歇尔·奥恩见面。

英国媒体报道，戈恩逃离日本几
天以前，黎巴嫩政府再次要求日本方
面引渡戈恩。黎巴嫩政府否认关联戈
恩潜逃。

【【密会总统密会总统】】
两名消息人士不愿公开姓名。其

中一人告诉媒体记者，戈恩 2019 年
12月30日经由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飞
抵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受到总统奥恩
热情欢迎。

戈恩与奥恩在总统府会面，他感
谢奥恩在自己遭拘留期间支持他和
妻子，希望今后获得黎巴嫩政府保
护。两名消息人士说，会晤细节由戈
恩向他们描述。

那次会晤没有公开。黎巴嫩总统
府一名媒体顾问否认奥恩与戈恩见
面。

戈恩出生在巴西，是黎巴嫩裔。
他曾让法国雷诺汽车和日本日产汽
车起死回生，在黎巴嫩不乏支持者。

【【聚焦关联聚焦关联】】
戈恩2018年11月在日本首都东

京遭逮捕。他的妻子卡萝勒随后游说
黎巴嫩政府，寻求外交援助。

上述两名消息人士说，戈恩遭拘
留期间，黎巴嫩驻日本大使每天探望。

英国《金融时报》1 日以一名黎
巴嫩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戈恩遭逮捕
后不久，黎巴嫩政府要求日方引渡戈
恩，没有实现。日本外务省副大臣铃
木馨祐 2019 年 12 月 20 日访问贝鲁
特时，奥恩再次向日方提出引渡戈恩
要求。

黎巴嫩外交部分管政治事务的
主管加迪·胡里否认政府关联戈恩潜
逃。另一名黎巴嫩政府官员说，黎方
再提引渡要求与戈恩逃离日本时间
临近只是巧合。

不过，在《金融时报》记者看来，
引渡戈恩获得黎巴嫩最高级别（总
统）支持，可能加深黎巴嫩政府支持
戈恩潜逃的猜疑。

多名黎巴嫩政府官员说，戈恩持
法国护照“合法”进入黎巴嫩。但依据
保释要求，戈恩所持法国、巴西和黎
巴嫩护照应由他的律师团保管。

法国外交部说，不清楚戈恩如何
离开日本，拒绝就戈恩持法国护照入
境黎巴嫩回应媒体记者提问。

【【周密计划周密计划】】
一名律师说戈恩定于1月8日在

贝鲁特召开记者会。不过，上述两名
消息人士说，记者会日期没有确定，
戈恩不愿意公开逃离细节，不想牵连
那些在日本为他提供帮助的人。

按两人的说法，潜逃计划酝酿超
过 3 个月，“从头到尾行动非常专
业”。一家私人安保企业受雇于戈恩，
多个小组分赴不同国家协同行动。

戈恩现住在妻子卡萝勒的一个
亲戚家，之后将返回贝鲁特郊区的别
墅。

一些媒体报道戈恩逃走时藏身
乐器箱，卡萝勒认定那些报道“虚
构”。她拒绝提供戈恩逃离细节。

那两名消息人士说，只有少数几
个人知道逃离计划。私人飞机从日本
前往伊斯坦布尔途中，飞行员不知道
戈恩搭乘。

《金融时报》报道，戈恩出逃让东
京地方法院面临批评，这家法院批
准戈恩保释，保释金总计15亿日元
（约合9613万元人民币）。这家媒体
记者注意到，尽管戈恩保释期间受
到监视，日方没有要求他穿戴电子
脚镣等设备。 新华社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