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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险
小男孩被陌生男子一路尾随

25日上午，和往常一样，10岁的林清
（化名）早早地出门去学书法，在上了两个
多小时课后，他以要上舞蹈课为由，离开
课堂，并跑到距离书法培训班很近的内江
万达广场二楼一手机体验店玩游戏。

“小朋友，游戏好耍不？”就在林清玩
得津津有味时，一名20岁左右的男子突
然搭讪。面对陌生人的询问，他没有回
答。不一会儿，男子再次向结束游戏准备
回家的林清搭讪，“我们一起走嘛。”此时，
林清虽没有搭理男子，但已经起了疑心。

“我走一步，他走一步。”怀疑男子身
份的林清见状用小跑进行试探，没想到
男子也跟了上来，见状不对的林清快速
跑向门外，并在电梯上以个子小的优势
借助人群将男子甩开一段距离。

出了万达大门的他看到路口是红
灯，原本想跑向街对面的他转头向另一
边跑去，可尽管这样，该男子依旧还在追
他，就在两人相隔不到一米的时候，林清
向路人陈皓月寻求帮助。

援手
路过女子紧抓小男孩不放手

“姐姐，姐姐，求求你，救救我。”和往
常一样走在上班路上的陈皓月突然被林
清拉住了，林清身后是一名身穿蓝色T
恤的男子。

上一秒她还看见这个男子拉着林清
后背的衣服，下一秒林清就向她求助，尽
管不了解情况，陈皓月仍选择将林清紧
紧地护在身后。

“我不认识这个人，他要抓我。”林清
带着哭腔向陈皓月说着。

“我是他哥哥，他不听话，一个人跑
到外面来耍，爸爸妈妈喊我带他回家。”

就在林清向陈皓月解释时，男子一边抓
林清一边对着陈皓月说。

对此，陈皓月不得不一边转圈护着
林清，一边问其家人的电话号码。在了
解到林清并无哥哥后，她意识到该男子
是要抢林清，随即，她朝着男子大喊，“你
赶快走，走远点。”

见到自己被识破，男子的脸色瞬间

变得很凶狠，“把小娃儿给我，不要多管
闲事，否则的话别想走。”陈皓月拉着林
清冲进了旁边的一家饭店，并报了警。

男子见状过马路走到了对面，一直
躲在对面的广告牌后，但眼睛始终没有
离开陈皓月二人。

独立
男孩7岁开始自己上下学

林清的母亲李俐接到电话后，急忙
感到林清停留的地点。“这是我这辈子遇
到最害怕的事情。”见到母亲后，林清含
着泪水对母亲说。在对陈皓月表示感谢
后，林清和赶到现场的民警一起到事发
现场找该男子，“妈妈，你快看，就是那个
穿蓝色衣服的男的。”在万达门外，陈皓
月喊住了母亲和警察。

一路追过去，却发现该男子并非要
强行带走林清的那名男子。“林清当时被
吓到了，看哪个人都像是那个男子。”李
俐说，“林清的胆子应该很大的。”从7岁
开始，林清便一个人上、下学。

当天下午，李俐从手机店的监控中
看到，这名年轻男子从进店门开始便一
直低着头，看不见正脸。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内江
市公安局东兴区公安分局巡警大队了解
到，当天到达现场后，民警龚超与同事一
起在周围巡逻，但并未找到林清口中身
穿蓝色衣服的男子。

目前，该事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这个“法官”不简单
“吃下”3000多万例数据

“近年来，由于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
突出，司法供给与司法需求的结构性矛
盾长期存在。传统的加班加点，难以解
决这个矛盾。”据崇州市法院法官介绍，
为破解难题，法院开始探索利用“大数
据”“人工智能”来让更多人可以获得司
法资源，促使法院充分发挥社会治理功
能。

经过数十位一线法官以及技术人员
的努力，一款长相酷似大白的人工智能

“法官”出现了。
这款科技感十足的机器人叫“小

崇”，是由崇州市法院自主设计的。通过
融合大量经验丰富的法官智慧，采用大
数据及人工智能的技术将法律知识、司
法经验等系统结合，可为法院、司法行政
部门、法律服务机构、企业及个人等提供
更丰富更精准的法律服务。

“除了很萌的实体机器外，它还有线
上版本。”据介绍，涵盖了微信公众号、桌
面机器人等，方便不同人群的使用。在
服务内容上，这位人工智能法官更是“吃

下并吸收”了常见多发的婚姻家事、劳动
争议、道交事故、民间借贷、物业合同、买
卖合同六大类案件，将法院本地化数据
与互联网上的3000多万例数据融合，

“这就意味着大伙儿想查阅的相关案件，
都能通过它实现快速查询。”

已更新到第四代
能听方言还能预测官司胜率

目前，这位“智能法官”已更新到第
四代。

最新一代的“小崇”，可同步匹配法
律咨询、类案查询、纠纷解决方案建议及
常用诉讼文书自动生成。据法官介绍，
一方面通过诉讼的风险评估，引导形成
诉讼风险评估报告，明晰纠纷解决路径、
评估对应成本，并获取同类案件推送。
另一方面，还能对有意调节或接受调解
匹配的当事人，自动匹配同区域调解员，
达成调解协议，帮助解决纠纷。

这款智能法官的实体，已更换触屏
式人机界面技术，具备了语音识别、语义
理解功能，能与用户进行语音交互问答，

“即使不懂手机电脑的人，也能根据系统
指引获得便捷服务。”

“此外，它有强大的学习能力，已能
听懂成都话、崇州话等四川本地方言。”
对此，崇州市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

“小崇”还将纳入身份识别、实时情况监
控等功能，同时优化其自主学习能力，不
断更新法律和案例数据库，优化职能，为
公众提供更人性化、更加便捷、更为智能
的法律服务，逐渐成长为真正的“法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力
见习记者韩雨霁

热议 /

人工智能
未来会取代法官吗？

从全国法院系统来看，上海、江苏等
地早已有法院探索人工智能与司法的系
统结合，崇州市法院的这次探索走在四
川法院系统前列。智能法官的亮相，引
发不少网友热议，未来，它们是否会成长
为正式法官呢？

对此，北京大学计算机语言研究所
所长王厚峰告诉记者，人工智能与司法
融合的前景巨大，中国的法律法规非常

庞大，“法官要记清楚每一条法律是很难
的，但人工智能却有这个能力。它能辅
助法官，提高案件审理、判决效率。同时
又能为市民提前作出风险评估，为更多
人在开庭前预测出官司胜率大小，并告
知还需哪些证据等参考信息。”

这类智能法官能否取代法官呢？王
厚峰认为，从目前来看，人工智能主要还
是进行辅助性工作，要完全取代法官仍
有很大的困难。

崇州市法院研究室主任易凌波则认
为，虽然人工智能在服务法官、当事人以
及法院管理等方面有诸多好处，可以极
大减少法官工作量，但在司法实务中也
可能存在一些弊端，“人脑的感知能力，
特别对细节的思考能力，是机器所不能
超越的。司法过程不只是理性逻辑，还
有人性和情理的融合。我们的司法并不
是只依靠算术来进行判断，而是融合了
人情和法理。”

她认为，人工智能取代法官是不切实
际的，“面对人工智能我们应该理性应用，
让其回归其本位，也让法官回归本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力
见习记者韩雨霁

27日上午，在事发几分钟后，当地人
的朋友圈被这则消息刷屏了。“小孩子从
10几楼上掉下来，被树枝挡住生还，只是
受了点伤。”“这是谁家的孩子？寻找家
长。”一条条感慨孩子幸运、寻找孩子父母
的信息被纷纷转发，并配上了现场的图片
和视频。

视频中，男童穿着蓝色短裤坐在水泥
地面上哭泣，左侧额头有擦伤痕迹。被男
童撞下的树叶散落一旁。另一段视频中，
当地120急救中心车辆到达现场，将男童
送往医院。

28日上午11点，目击者刘先生告诉
记者，事发安岳县民族星城小区5号楼
下。当时他停车走出地下车库后，看见斜
坡上一名三四岁的男童坐在地上哭泣，左
侧额头有块擦伤，起了一个肿包。男童身
边的地面上，散落着树叶和细枝。在现
场，一名居民轻轻扶起男童，保安人员则
赶紧打电话给120急救中心。“几分钟后
120急救人员就来了，把男童送去了医
院。”

28 日下午，记者联系到男孩的小
姨。她告诉记者，男童姓田，今年3岁4

个月大，家住民族星城小区 5 号楼 17
层。当时，田田的外婆正在家里做菜，孩
子在楼梯上玩耍，后爬到妈妈的房间里从
飘窗坠落。

“赶到医院时，孩子嚷着对我说，
‘姨妈抱下我嘛。我好痛，我要回家’。
当时我的眼泪就流了下来，好心疼。”男
孩小姨介绍，目前，男孩正在重庆医科
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进行诊断治疗。经
医生诊断，男童左手和左大腿骨折，万
幸未发现颅内和内脏受损，目前正住院
观察。

10岁男孩“遇拐”求救脱险
路过女子将其护身后，摆脱尾随陌生男子

“人工智能法官”来啦
听得懂四川方言还能预测官司胜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昔兴琪

“姐姐，姐姐，求求你救救

我。”8月25日上午，内江万达广

场外，走在上班路上的陈皓月

（化名）突然被一个小男孩拉

住，他身后跟着一名20岁左右、

自称是小男孩哥哥的男子。看

着急哭了的小男孩，陈皓月选

择将其紧紧护在身后，并打电

话给小男孩的母亲确认。

其间，尽管该男子恶语相

向，让她不要多管闲事，但她始

终没有放开小男孩，并将其带

至安全区域，直到孩子的家人

到来。

不一会儿，小男孩见到了

自己的母亲，害怕而又勇敢的

他在对陈皓月表示感谢后带着

母亲和民警去寻找男子，无

果。事后，男孩把这段经历写

进了他的作文中。

目前，该事件正在进一步

调查中。

孩子的作文记录了事发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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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岁娃娃17楼坠下奇迹生还
所幸被树枝阻挡，未发现颅内、内脏损伤

幸运
资阳市安岳县民族星城小区，
3岁男童田田从17楼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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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王祥龙田雪皎

8月27日上午10时许，资阳
市安岳县民族星城小区，3 岁男
童田田从17楼坠下，因为大树的
阻挡，他奇迹生还。28 日下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田
田小姨处获悉，田田左手和左大
腿骨折，幸运的是，未发现颅内
和内脏受损，目前在重庆医科大
学附属儿童医院住院观察。

成都中院、封面新闻联合主办

司法为民
成都法院在行动

身体雪白，外貌乖萌，能听
会说，更能预测官司胜率……这
样的机器人“法官”你见过吗？

8月28日，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从崇州市人民法院获
悉，最新一代的“智能小法官”已
经来啦。它不仅能听懂普通话
和四川方言，更能快速在海量卷
宗里查询到相似案件。

此外，只需讲出相关案情，
它还能形成诉讼风险评估报告，
并同步评估出对应成本，提前预
测官司胜率。这位“智能法官”
还有啥功能？来听听一线法官
们怎么说。

坠楼男童。

林清和妈妈为陈皓月（右二）送去致谢锦旗。

机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