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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平昌冬奥会25日晚落下帷幕。
在闭幕式上，由张艺谋任总导演的“北京
八分钟”惊艳全球，当两只发光的大熊猫
蹦蹦跳跳登上舞台，更是吸引了全球目
光。但你知道吗？这可是来自南充的川
北大木偶！这对由四川省（南充）大木偶
剧院制作的熊猫大木偶，高2.45米，是迄
今为止全世界体积最大木偶，也是最具科
技感的木偶。

“北京8分钟”惊艳世界

四川熊猫大木偶
闪亮冬奥闭幕式

2月25日，2018年平昌冬奥会闭幕式
在平昌奥林匹克体育场举行。图为“北京8
分钟”上的熊猫大木偶表演。 新华社发

把资讯玩出花样
有笑点有槽点有内涵

有趣的、新鲜的、搞笑的；新闻类、
文体类、财经类、解密类……听封频道
里，汇聚了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的原
创头部力量，将各类新闻与资讯玩儿出
了花样。栏目名称都带着强烈的色彩：

由每日热点新闻和民生话题组成
的“封面早报”，让你每天早上听新闻，
轻轻松松去上班。

由奇葩新闻和轶事组成的“呵呵
新闻”，有笑点有槽点，让你听完能够
舒心一笑或翻个白眼，获得和朋友们
聊天的新谈资。

傍晚时分，由文体新闻演绎出的
“文体江湖”，严肃活泼向上，杜绝低俗
八卦；每日股市收盘后，“取财有道”分
析大势，助你理财有道；周末葛优瘫，
还有穿越时空、追寻过往、探索巴山蜀
水沧桑的“巴蜀秘档”伴你左右。

此外，快速全方位解读重磅、爆款
新闻的“鲜快报”将全天候出击。

新闻不止一面，总有一款栏目，能
对上你的“胃口”。

十余个音频大类
听书听故事听音乐

听封频道，有着更多关于“听”的
可能性，10多种音频大类，填充你生
活中的各类场景。

历史、人文类，用有趣的语言讲述
历史，百家讲坛、国家宝藏，还有用白
话来重新演绎史书，感受上下五千年，
真的不用死记硬背。

有声书系列，不做埋头族、不动手
翻书，言情、武侠、悬疑、科幻、神话、回
忆录、纪实……声优们的卖力演绎加
上恰到好处的背景音，让你产生“声临
其境”的感觉。

喜欢轻松逗乐儿的，相声评书里
听听大师们耍嘴皮子；睡前想给小朋
友讲故事，也不用自己亲自上场了，更
专业的小姐姐小哥哥们，在“儿童读
物”中，正等待着出场呢！

在音乐类里，细分好的各种专辑，
有舒缓有劲爆。在脱口秀里，谈理财、
谈科学、谈心理、谈逻辑、谈英语，学习
也有趣。还有健康养生、电影、动漫游
戏、国学书院、诗歌……

人工智能正在延伸我们的感知
世界，眼睛、手指，视觉、触觉

……总是盯着屏幕的你，有没有想过以
另外一种方式，来获取资讯？

新年上班伊始，封面新闻“听封”频
道全新上线。这个音频频道，将调动你
的听觉，给你提供“用耳朵打开封面”这
样全新的APP“感官体验”。

用听觉来获取资讯，不仅能够放松
双眼，还能拓展你的学习场景，利用起你
的碎片时间。

一、岗位及主要工作

急剧变化的时代，急需英雄的时代，你行，你就能赢！
即日起，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发出召集令。封面新闻是西部唯一、全国第二

家具有一类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资质的客户端，华西都市报是中国第一张都市
报。这里有最好的平台和机会，实现梦想、施展抱负、大展拳脚，不容错过。

擂台已经搭好，欢迎天下英雄来战！

招聘启事

二、报名截止时间：2018年3月7日。

三、报名方式：本次报名采用网络方式，报名人员登录封面新闻网（http：//hr.thecover.
cn），查询职位信息后进行报名，直接发送简历至邮箱zhaopin2018@thecover.cn.请注
明应聘单位及岗位，每人限选择一个岗位报名。

四、报名咨询电话：028-86969079，028-86969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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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可视化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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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台测试工程师
Android开发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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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前端开发工程师
产品经理
平面设计师
视觉设计师
新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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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站记者（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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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25日电 中共中央政
治局2月24日下午就我国宪法和推进全面
依法治国举行第四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
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提高党长期执政能力，必须更加
注重发挥宪法的重要作用。要坚持党的领
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加
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把国家各项事业和各
项工作全面纳入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轨
道，把实施宪法提高到新的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李
林同志就这个问题作了讲解，并谈了意见
和建议。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
强调，中国共产党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后，在
推进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高度
重视宪法和法制建设。从建立革命根据地
开始，我们党就进行了制定和实施人民宪

法的探索和实践。新中国成立后，在我们
党领导下，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为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和进
行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重要保障和推动作
用，也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现行宪法的
制定和完善奠定了基础。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
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发展社会主义
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成为党和国家坚
定不移的方针。我国现行宪法即1982年
宪法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这部
宪法深刻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
方面经验，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的新要求，确立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
后的路线方针政策，把集中力量进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定为国家的根本任务，
就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作出一系列规
定，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
供了有力法制保障。我国宪法是治国理政

的总章程，必须体现党和人民事业的历史
进步，必须随着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发展。

习近平强调，回顾我们党领导的宪法
建设史，可以得出这样几点结论。一是制
定和实施宪法，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
家，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进步、
人民幸福的必然要求。二是我国现行宪法
是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
革的成功经验基础上制定和不断完善的，
是我们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
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三是只有
中国共产党才能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充分发扬民主，领导人民制定出体现人民
意志的宪法，领导人民实施宪法。四是我
们党高度重视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
要作用，坚定维护宪法尊严和权威，推动宪
法完善和发展，这是我国宪法保持生机活
力的根本原因所在。宪法作为上层建筑，
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

习近平指出，我国宪法实现了党的主

张和人民意志的高度统一，具有显著优势、
坚实基础、强大生命力。宪法是国家根本
法，是国家各种制度和法律法规的总依
据。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要对我
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指导思想、发展道路、奋
斗目标充满自信，对我国宪法确认的中国
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充满自
信，对我国宪法确认的我们党领导人民创
造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充满自信。

习近平强调，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
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我们党首先要带
头尊崇和执行宪法，把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
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
统一起来。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
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
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要加快形成完备的
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
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
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用科学有效、系统

完备的制度体系保证宪法实施。要完善宪
法监督制度，积极稳妥推进合宪性审查工
作，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

习近平指出，要加强宪法学习宣传教
育，弘扬宪法精神、普及宪法知识，为加强
宪法实施和监督营造良好氛围。宪法法律
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
加强宪法学习宣传教育是实施宪法的重要
基础。要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尊崇宪法、学
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的
宣传教育，弘扬宪法精神，弘扬社会主义法
治意识，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宪法意识，使
全体人民成为宪法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
守者、坚定捍卫者。要坚持从青少年抓起，
把宪法法律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引导
青少年从小掌握宪法法律知识、树立宪法
法律意识、养成遵法守法习惯。要完善国
家工作人员学习宪法法律的制度，推动领
导干部加强宪法学习，增强宪法意识，带头
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
运用宪法，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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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更加注重发挥宪法重要作用
把实施宪法提高到新的水平

用耳朵打开封面
封面新闻听封频道上线

人最宝贵的东西，除了健康，还有不可
再生的时间。当你在阅读这篇文章时，你正
在使用自己今天24小时的一部分。

声音不会与其他的感官相冲突，因此具
有强大兼容性。所有内容的有声化，是一项针
对用户的增值服务。坐公交、地铁；做饭、打扫
卫生；睡前、饭后、开车……都可以听起来。

听封频道无需订阅，只要打开封面新闻
APP，找到左上角带着音符的小圆圈，就能
够进入听封频道。这个频道走的是“简约

风”：没有大段的文字，映入眼帘的，只有图
片和一句话标题。

点击图片右下角的小三角形，就能一键
播放音频，整个栏目实现了按顺序自动播
放。只要你想，打开手机，只需三次点击，就
能泡杯茶、晒着太阳、闭着眼睛让耳朵享受
起来。

如果你忙着一心二用，没事，音频打开
后，并不会影响你在手机上阅览其他程序，
边听边看妥妥的。

听封频道，是对封面新闻现有的图文、
直播、短视频、H5、AR/VR/MR、动漫、航
拍等产品形态的有效补充，为其内容优势
延伸出了新的感知渠道。

封面新闻，坚持用户为本。紧跟移动
阅读市场规模的扩大，用好声音来加强电
子设备的“阅读质感”，给亿万年轻人的生
活，注入无所不在、可以随时取用的声音。

封面新闻，坚持内容为王。我们不做
内容的搬运工，而是用机构媒体、专业媒体
的态度，做大做强原创内容，并将内容进行

深加工、精加工，展现出内容“读特”价值的
勃勃生机。

封面新闻，坚持技术驱动。我们瞄准
了AI+媒体的方向，未来将持续在机器人
写作、算法推荐、人机交互方面发力，做到

“先声夺人”。
如果以信息密度计算，文字可能是最

大的，视频次之，声音再次之，但如果以感
情体验而论，这个顺序可能要颠倒过来。
来听封吧，声控的福利大大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王浩野

节约宝贵的时间 一键播放一心二用

内容感知新渠道“读特”价值先声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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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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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秘档

鲜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