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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12版
多云转晴 偏北风1-2级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一带一路”国际智
库合作委员会成立大会4月24日在北京召开。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历史发展、文明繁盛、人类进步
离不开先进思想的引领。“一带一路”倡议源自中
国、属于世界。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一带一路”
已成为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平台和广受欢迎的
全球公共产品。智库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

力量。开展智库交流合作，有助于深化互信、凝
聚共识，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更高水平迈进。

习近平强调，“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
会的建立，为各国智库加强思想对话、进行决策
咨询提供了重要平台。希望合作委员会深入开
展学术交流，推出更多高质量研究成果，为推动
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出贡献。

习近平向“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成立大会致贺信

1秒下载一部高清电影，视频直播无延
迟……这些应用效果让5G成为时下最受
关注的新技术。5G除了能带来更快的信
息传输速度，还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
改变？又会给各个行业带来哪些变化？

4月28日，由封面传媒主办的“智媒先
锋 5G未来——第三届AI+移动媒体大会”
将在成都举行，大会将邀请行业大咖共同
探讨5G+智媒体的发展趋势。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提前采访了本次大会的
演讲嘉宾——中国通信知名观察家、信息
消费联盟理事长项立刚，分享他对5G与媒
体未来的观点。

5G将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角落
“以PC为主要终端的传统互联网出

现，改变了信息的传播；以智能手机为主要
终端的移动互联网，改变了生活的服务，”
谈到5G对生活带来哪些改变时，项立刚认
为，伴随着5G的推广与普及，5G会渗透到
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从智能家居、健康管理、智能交通、智
慧农业到工业互联网、智能物流，5G会催
生出新产业和新能力，随之而来的是效率
的提高和成本的降低，5G对生活的改变，
一定会超过传统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项
立刚举了个例子，“比如公交车坠河事件，
车上人全部不幸遇难，只有车上仅有的摄
像头记录了真相。如果有5G和智能交通
的话，也许这样的悲剧就不会发生——当
智能驾驶系统发现公交车偏离了轨道，就
会自动刹车。”

项立刚还认为，5G是社会改变的催化
剂，因此讲5G需要有温度的故事。他建议
媒体要通过丰富的形式、通俗易懂的语言，
让大众感受到新技术带着温度、带着感情
的美好，让更多消费者了解5G带来的发展
与变化，给自己生活带来的便利。

媒体与5G结合将为全行业赋能
早在2016年，封面新闻就率先提出

了打造智媒体。随着5G的发展，封面新
闻经过三年的迭代已经逐渐形成了“智
能+智慧+智库”三位一体的智媒体模
式。特别是在5G时代视频传播领域，封
面新闻已经进行了众多尝试：与中国移动
5G产业研究院建立了5G智媒体视频实
验室、研究云视频直播、VR、媒体云、高

清微纪录片等应用。今年两会期间，封面
新闻还联合中国移动打造全国两会5G直
播间。

对于以封面新闻为代表的媒体在5G
领域的探索，项立刚认为这是5G到来后媒
体成为最先受益行业的表现，媒体与5G的
结合应用将带动整个5G产业链的发展，且
为它们赋能。项立刚说：“未来，基于5G网
络实现的VR、4K、‘云采编’等最新的媒体
技术将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

随着智能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封面新
闻也将对5G在媒体应用领域进行更深入
的探索。4月28日，在“智媒先锋 5G未来
——第三届AI+移动媒体大会”上，封面新
闻将对外公布更多的5G应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崔江

“时代楷模”其美多吉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蓉举行

其美多吉是忠诚使命、履行职责的榜
样。30年来，其美多吉平均每年行驶5万
公里，圆满完成了每一次邮运任务，从未发
生过一起责任事故。

其美多吉是立足岗位、奉献人民的典
型。过去，雪线邮路是一条距离死神最
近的路，车辆的每一次换挡、加速、转向
都是在与死神博弈。而且艰险的不只是
路况，劫匪和野狼也时常威胁我们驾驶
员的安全。

其美多吉是维护团结、推动发展的楷
模。在雪线邮路上，其美多吉与身边的同
事、路过的同胞亲如一家。他总是把危险
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在这条路上，
他热心帮助过多少人，自己都记不清了。

其美多吉对同事、对家人、对陌生人的
爱，让雪线邮路成为了一条有温度、有温情
的路。

“时代楷模”其美多吉是邮政战线的一
面旗帜，我们要以“时代楷模”其美多吉为
榜样，甘当雪线邮路的幸福使者。

甘孜县邮政分公司
长途邮车驾驶员、驾押组组长

其美多吉：

雪线邮路
是我一生的路

有人跟我说：多吉，你不是在
开车，而是在玩命！其实，我也知
道生命的宝贵，因为我们都知道，
生命不仅是自己的，也是家人的、
单位的，我们永远都把安全放在
第一位。值得骄傲的是，我们车
队从未发生一起责任事故。

在邮路上，孤独是最难受的，
有时可能半天遇不到一个人、一
辆车，特别是临近春节，几乎看不
到车，我就更加想家，想家的时
候，我就唱歌，唱着唱着我就唱不
下去了……别人在家跟父母、子
女团圆，只有我们开着邮车，离家
越来越远。

30 年来，只在家里吃过 5 次
团年饭，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称
职的丈夫和父亲。但我知道，乡
亲们渴望从我们送去的报纸上了
解党和国家的政策，盼望亲人寄
来的信件和包裹。乡亲们都说，
每当看到邮车，就知道党和国家
时时刻刻关心着这里。所以，再
苦再难，我们的邮车都必须得走。

30年来，我从邮车和邮件上，
看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
化。我的邮车从最开始4吨，换到5
吨，再到8吨，到今天的12吨；邮车
上装的是孩子们的教材和录取通
知书、报刊和机要文件，还有堆积如
山的电商包裹，我知道这些都是乡
亲们的期盼和藏区发展的希望，是
伟大中国梦实实在在的成果。

跑了 30 年的邮路是寂寞和
艰辛的，但这是我的选择，从来
没有后悔过。雪线邮路是我一
生的路！

智媒先锋 5G未来

第三届AI+移动媒体大会
特别报道

彭清华会见报告团全体成员

三十忠诚风与雪，万里邮路云和月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更高水平迈进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记者 张守帅 吴
浩）4月24日下午，“时代楷模”其美多吉同
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成都金牛宾馆大礼堂
举行。报告会前，省委书记彭清华会见报
告团全体成员。

彭清华代表省委向其美多吉同志和常
年奋战在基层一线的广大干部职工表示慰
问。他说，其美多吉同志30年如一日扎根

雪域高原，用青春和汗水传递邮件，用忠诚
和奉献履职尽责，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
不平凡的业绩，是当之无愧的“时代楷模”，
是四川人民的骄傲。全省上下要广泛开展
向其美多吉同志学习活动，学习他信念坚
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质，不负时代、勇于
担当的价值追求，恪尽职守、无私奉献的为
民情怀，以更加昂扬的奋斗姿态奋进新时

代、开拓新征程。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把开
展先进事迹宣传作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
度化和即将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全社会营造学先
进、比先进、赶先进的浓厚氛围。

报告会上，其美多吉同志和甘孜州邮
政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李显华，其美多

吉之子扎西泽翁，道班工人曾双全，新华社
四川分社记者吴光于先后作报告，他们用
朴实语言生动再现了其美多吉“三十忠诚
风与雪，万里邮路云和月”的感人事迹。

其美多吉的故事，深深感动了聆听报告
的干部群众。近两个小时的报告会，礼堂内
不断响起热烈掌声。大家表示，将以其美多
吉为榜样，忠于职守、勇于担当，乐于助人、甘

于奉献，努力在各自岗位上创造一流业绩，为
决胜全面小康、建设经济强省作出更大贡献。

省领导甘霖、杨洪波参加会见。省直
机关党员干部、交通运输系统党员干部、邮
政系统员工，企业职工、在校师生和成都市
各界代表1100余人现场聆听报告会。

据了解，报告团还将赴西南民族大学、
南充市、遂宁市和甘孜州县作巡回报告。

他们眼中的 4月24日，“时代楷模”其美多吉同志先进
事迹报告会在成都市举行。五个报告人的精
彩演讲，全面展现了其美多吉作为“时代楷模”
的生动形象，现场掌声不断，一起来看看“他们
眼中的其美多吉”吧。其美多吉其美多吉

他日复一日地重复着紧握
方向盘、踩离合、换档位、加油
门的动作，既要盯紧前方的路，
又不时地看着后视镜。从他的
专注中，我发现，这条邮路才是
他的舞台。

他看似平凡的人生其实很
精彩，他以一颗朴实善良的好
心、真心，换来了人们的交口称
赞。遇到哪里出现了车辆故
障，他就是义务修理工；遇到哪
里发生了交通事故，他就成了
义务交通员；遇到哪里有了争
执摩擦，他就成了人民调解员。

其美多吉说，每当邮件抵
达目的地，就是他最幸福和满
足的时刻。我仿佛看到，他与
邮车这抹流动的绿在雪线邮路
上架起了一座桥。它连着党中
央和藏区的老百姓，连着雪域
高原和祖国的各族人民。

他克服了危险、艰难和孤
独，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编织
成了一张巨大的心灵沟通之
网，让一个个连行车都困难的
雪域村寨，一个个连手机信号
都难以覆盖的深山牧区，不再
闭塞。

从其美多吉身上，我看到
了高原儿女迎难而上、有为担
当、团结协作、坚韧顽强的精
神。这不正是“老西藏精神”

“两路精神”的新时代注解吗？

5G与媒体未来有哪些结合？
来，抢鲜听第三届AI+移动媒体大会嘉宾项立刚观点

伴随着5G的推广与普及，
5G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媒体与5G的结合应用将带
动整个5G产业链的发展，且为它
们赋能。

这辈子，我最佩服的英雄就是阿
爸。小时候，有的小伙伴会问我，你阿
爸是做什么的？怎么老不在家？我总
是很自豪地说：我阿爸很了不起，他是
开邮车的！

我的阿爸长得很帅，一头长发，浓
密的络腮胡，他的歌唱得好，每次县里
搞活动，我阿爸一出场，全场就一片欢
呼，我也拼命鼓掌。我们德格是格萨尔
王的故乡，在阿爸的身上，我感受到康
巴汉子的伟岸。

这些年，看着阿爸一天天变老，
两鬓也开始斑白，身体远不如前，我
多希望时间能走得慢一点。每当晚
上回到家，阿爸受过伤的肩和背，就
会特别痛。在他睡前，我会给他揉揉
肩，用手掌把他的背搓得发热，他睡
得才会好一点。

其实，作为儿子，我真希望阿爸能
歇一歇，可是他说，只要自己还跑得动，
就会一直在邮路上跑下去。

我和其美多吉是在养护路上认识
的。至今，我俩认识已经整整19年了。

邮车驾驶员是我们道班兄弟最熟悉
的人。每天下午三四点，其美多吉的邮车
经过五道班门口，都会习惯性地按喇叭，
既是打招呼，也是报平安。时间久了，邮
车的喇叭声，成了我们的期盼，等待它响
起，也成了习惯。其美多吉性格开朗，待
人热情，跟道班每个人都很熟。他送来的
家书和外面的讯息，对常年驻守的道班工
人们来说就是最温暖的慰藉。

这些年，我们像兄弟一样，相互关
心、彼此依靠。每当春节前夕，只要多吉
当班，他都会给我们带些牦牛肉、青稞
酒、蔬菜、水果，这些在外人看来不值一
提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却很珍贵。那就
是我们的年夜饭。这份带着浓浓兄弟情
义的年夜饭，让我们觉得特别温暖。除
夕夜，在一片寂静的雀儿山上，多吉兄弟
给我们带来的录像带、光碟，就是我们雀
儿山道班的春晚节目。

同事
眼中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甘孜藏族自

治州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李显华：

他是雪线邮路的
幸福使者

兄弟
眼中 甘孜州德格县公路分局雀儿山

五道班第17任班长曾双全：

他是道班工人
最温暖的慰藉

儿子
眼中 甘孜县邮政分公司的邮运调

度员、其美多吉小儿子扎西泽翁：

他是我这辈子
最佩服的英雄

记者
眼中
新华社四川分社记者吴光于：

他是川藏线上
流动的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秦怡
综合川报观察

四川省邮政公司供图

带你走近其美多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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