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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公益评选活动
四川省首届AI+医疗高峰论坛暨第六届“我心目中的名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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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淮洲
红军中年轻有为的

青年将领

寻淮洲，1912年生，湖南浏阳人。
1927年初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同年9月，随浏阳工农义勇队参加秋收
起义，并随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参加开
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反“会剿”
作战。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9年春随红4军转战赣南、闽西。先
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排长、连长，红
1军团第12军34师营长、团长。

1930年11月，寻淮洲率红34师第
100团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

“围剿”作战，因为指挥果断，作战有功，
被任命为红12军第35师师长。随后，他
率部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三
次反“围剿”作战，屡建战功。1932年3
月任红1军团第15军45师师长，12月任
红21军军长。

1933年10月，寻淮洲被任命为红7
军团军团长。率部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
第五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1月，被
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1934年7月，红7军团奉命组成中
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寻淮洲任
军团长兼抗日先遣队总指挥。在4个月
时间里，他指挥部队转战闽浙皖赣边几
十个县，行程3200多里，牵制了大量国
民党军，击退其无数次的围追堵截，有力
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1934年11月，寻淮洲率部进入闽浙赣
苏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10军合编为红10
军团，任第19师师长，奉令先行出击浙皖
边，继续率部英勇作战，连连取胜。12月
14日，在安徽太平县谭家桥战斗中，他指
挥部队同数倍于己之敌展开激战，不幸腹
部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2岁。 据新华社

寻淮洲，1912年生，湖南浏阳人，红
军高级指挥员。1934年12月14日，在
安徽太平县谭家桥战斗中，不幸腹部中
弹，壮烈牺牲，年仅22岁。

1924年5月，彭干臣与许继慎等人
被安徽党组织选派考入黄埔军校第一
期。毕业后在军校教导团任连党代表，
为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委员。1925
年1月，他参加第一次东征作战，因战功
显赫升任营党代表。6月到上海开展工
人运动。10月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大
学军事班学习，与朱德等同班。

1926年秋，彭干臣奉命提前结业回
国，加入叶挺独立团参加北伐战争。
1927年3月，彭干臣按中央指示，带领一
批军事骨干秘密潜回上海，参加第三次
工人武装起义，协助周恩来指挥工人作
战。5月护送周恩来到武汉。

大革命失败后，彭干臣潜回家乡组
织革命活动，后赴南昌参与起义的组织
发动工作。南昌起义第二天，彭干臣被
任命为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兼卫戍司令。
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潮汕失败后，潜回
上海，从事秘密革命工作。1929年春夏
之交到1930年5月，在周恩来领导下参
与在上海举办的中央军政干部训练班，
培养训练了一大批军政领导干部。1929
年8月任中共中央军事部军事委员会委
员。1930年5月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
记，秘密组织东北地区的军事斗争。12
月任中共顺直省委军委书记。1931年
夏被调回上海，协助周恩来领导中央军
委日常工作，并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1932年春，彭干臣奉中央指示到闽
浙赣苏区，先后任红十军参谋处长、新十
军参谋长，参与指挥闽浙赣革命根据地
的反“围剿”作战，协助方志敏率部取得
了一系列胜利，巩固和扩大了苏区。
1935年1月中旬，彭干臣在上饶、德兴间
怀玉山地区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35
岁。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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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干臣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

反“围剿”作战的指挥者

彭干臣，1899年出生于安徽省英山
县（今属湖北省），1923年12月转为中国
共产党党员，1924年被选派考入黄埔军
校第一期。1932年，参与指挥闽浙赣革
命根据地的反“围剿”作战，协助方志敏率
部取得了一系列胜利。1935年1月在上
饶、德兴间怀玉山地区战斗中英勇牺牲。

/同步播报

成都交警技能大比武启动
华西都市报讯（见习记者 韩雨

霁 记者 杨力）9月12日，在成都市
公安局战训基地内，来自成都市的
557名交警系统人员同场开展“大比
武”竞技。记者现场了解到，当天比
赛项目包括队列、手势操、警务实战
等，并按方阵进行打分。据了解，此
次大比武将持续一个半月左右，更
有枪械使用、摩托车驾驶、路面疏导
等精彩比拼亮相。

“警察，别动！否则使用警棍，
无关人员躲避。”9月12日上午11点
左右，随着一声声口号，成都交警13
个分局、9个区县交警系统人员排成
22个方阵，站在成都市公安局战训
基地，2018年成都公安交警系统实
战技能大比武之集体项目比武正式
开始。

“这次的实战技能大比武，是为
了检验成都公安交警系统一年来的
基本工作情况，也希望通过比武，进
一步提升交警队伍的素质。”交警支
队政治处教导大队大队长付云涛
说，今天是集体项目的比试，主要考
核各个交警分局交警如何应对突发
情况，以及用语是否规范。

炸弹是真的！
排爆比赛上演“生死考验”

67斤的排爆服，穿上就要花半个小
时以上，普通人穿着走路都费力，但排爆
手却要在这种情况下找准爆炸物所在位
置，并排除危机。

9月12日上午，2018四川省公安特
巡警练兵比武现场，排爆科目比赛即将
展开，来自全省22个参赛队伍将在此进
行了一场激烈角逐。

资阳市公安局的罗警官和队友正做着
赛前最后的准备，他告诉记者：“电影大片中
的拆弹场面，看上去惊险刺激，但对于排爆
手来说，每一次都像在地狱中走了一遭。”

“现场虽然是模拟的，但炸药是真
的，如果操作失误，没有身着防爆服的
话，人都可能被炸飞。”罗警官说。

据现场工作人员张警官介绍，排爆
工作不仅考验排爆手的个人专业技能，
也要考验团队协作能力，以及在危险情
况下，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

达州市公安局的特警李大龙刚参加
完排爆科目比赛，脱下排爆服的他，汗水
顺着脸颊滴个不停。他说：“今天整个排
爆过程，用时将近40分钟，刚才有点紧
张了，平时类似的排爆训练都可以在30
分钟完成。今天的天气还算凉快，遇到
酷暑天气，靴子里面都能倒出水来。”

那小子真帅！
南充最帅特警枪法了得

随着一声枪响，百米外劫持人质的
“歹徒”瞬间被击毙。这时，以跪姿进行
射击的狙击手缓缓起身，快速射击，长短
枪互换，越过障碍物，寻找掩体射击，一
连串动作一气呵成。

在9月12日上午结束的长短枪互换
射击科目中，南充特警任建林以108秒
的成绩暂居第二。不仅成绩好，个子高
大的任建林人也长得帅，被称为南充特
警“金城武”。

任建林刚登场亮相，就连裁判也忍
不住说了声“好帅”。

比赛继续进行，紧张的氛围也影响
到部分选手的发挥。“嘭嘭嘭”，第一个目
标靶用了3颗子弹才击中，如果5发子弹
不能击中3个目标，资阳市公安局特巡
警支队的陈诚将被淘汰。他迅速调整心
态，最终用时两分完成比赛。他告诉记
者：“比赛开始，人就开始紧张，有点发挥
失常。”

记者了解到，长短枪互换射击科目的
比赛，是为了检验选手在剧烈运动后，使
用多种枪型、采用不同姿势，在不同距离
上对指定目标进行快速精确射击的能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见习记者 钟晓璐

记者吴柳锋 摄影 刘陈平

经过近一个月的大众投票，由封
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家庭与生活报
联合主办的第六届“我心目中的名
医”大型公益评选活动已接近尾声。

活动期间，医生通过医院组团报
名、患者推荐及个人自荐的方式，参
与到了活动当中，许多市民通过多种
渠道积极推选自己心目中的名医，网
络投票期间更是竞争激烈，据统计，
已有超过1000万人次参与了此次活
动的网络投票。

经过激烈角逐后，9月10日 18
时，活动网络投票通道正式关闭。9
月12日，活动专家终评会在川报集
团举行。根据网络投票占40%、专家

评审占60%的比重，专家评审针对各
个候选者在网络投票期间的票数增
长情况，进行了慎重、专业的综合考
量，最终评选了出本届“我心目中的
十大名医”“我心目中的十大青年名
医”“科室名医（内科、外科、五官科、
儿科、妇产科、皮肤和美容科、中医
科、全科及其他科室）”的获奖医生。
一百名获奖医生榜上有名。

9月16日上午，四川省首届AI+
医疗高峰论坛暨第六届“我心目中的
名医”大型公益评选活动将在川报集
团举行，届时将公布此次活动获奖名
单。关注封面新闻，邀您与我们一起
见证本届名医活动的荣誉时刻。

千万人次参与 百位获奖名医出炉
16日颁奖典礼见证荣光

如果说之前的几次技术革命是
机器对人手、脚等身体器官的延伸和
替代，那么人工智能的出现，就是对
人本身的一次“冲击”，同时这种冲击
也是一种推动。在关乎民生大事的
医疗领域，“AI+医疗”尤其引人关
注。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是医学发
展的加速器，是新时代下医疗发展的
新引擎。

2017年，国务院发布了《新一代
人工智能发展规划》，要求推广应用
人工智能治疗新模式新手段，建立快
速精准的智能医疗体系。在此背景
下，人工智能与医疗的结合正成为医
疗产业的大趋势。

四川省中医药信息学会会长王
茄认为，“AI+医疗”既能帮助病人又
惠及医生。“病人从挂号到拿药，每个
步骤都要排队，而且会浪费很长时
间，面对医生时，难免会有些情绪，而
医生一天要看很多个病人，也会很疲
惫。如果运用AI+医疗技术简化就
诊流程、缩短就医时间，让所有排队
的步骤，病人都能在网上进行，既节
约了时间，又能得到检查结果，同时，
医生也会相对轻松一些。”这样的就
医模式对医生和患者来说都更方便
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宁芝
实习生 王雪尔

9月16日上午，封面新闻、华西
都市报、家庭与生活报将在四川日报
报业集团举行四川省首届AI+医疗
高峰论坛暨第六届“我心目中的名
医”大型公益评选活动颁奖典礼。

颁奖典礼上，“我心目中的十大
名医”“我心目中的十大人气名医”

“我心目中的名医（科室）”等10个
奖项的获奖名单将正式公布，百名
医生榜上有名。同时，也诚邀您与

我们一起见证本届名医活动的荣誉
时刻。

颁奖典礼当天，还将举行四川省
首届AI+医疗高峰论坛。AI+医疗
如何落地应用？将对医疗界产生哪
些影响？届时，各大医院院长、AI+
医疗领域的专家将齐聚一堂，畅谈未
来医疗模式及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
给人们带来的变化，探讨人工智能背
景下未来医疗发展新模式。

AI+医疗高峰论坛
吸引众多医疗大咖

人工智能带来冲击和推动
“AI+医疗”惠及医患

2018四川特巡警大比武

真枪实弹
堪比大片

随着一声枪响，百米外劫持人质
的“歹徒”瞬间被击毙，此时，狙击手
缓缓起身，拿起短枪“嘭嘭嘭”继续射
击……9月12日，2018年四川公安
特巡警练兵比武活动在省公安厅战
训基地继续举行，精彩场面堪比电影
大片。据悉，此次比武共有22支参
赛队、308名选手参加，将展开综合
战术、无人机、搜排爆、狙击枪射击、
长短枪互换射击等5个项目的激烈
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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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2018年四川公安特巡警练兵比武活动现场，长短枪互换射击比赛正在进行。

特警正在进行排爆科目比赛。

南充特警任建林正在备赛。

制图 高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