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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天，一段中年男子抬
着滑竿送年迈母亲上峨眉山
金顶的视频在网络上传开，

男子的孝心举动受到了网友们的一
致点赞。

视频显示，一名身着白衬衣的50
多岁的中年男子抬着滑竿的前端，滑
竿上坐着一名古稀老人。中年男子抬
着滑竿，虽然有些吃力，但仍笑容满
面、一步一步稳健地走着山路，直到峨
眉山金顶佛像前。从衣着装束来看，
这位白衬衣的中年男子应该不是峨眉
山的滑竿师傅。

5月4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辗转联系上了视频中抬滑竿的中
年男子，他叫徐勇，今年57岁，来自陕
西西安，滑竿上坐的是他97岁高龄的
母亲。

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徐勇表示，
这段视频是今年4月28日，他们一家
人来峨眉山景区游玩时，家人拍摄的。

··圆圆梦梦··
2公里山路儿子抬了1小时
母亲抵达金顶精神很好

“母亲年轻时就想来峨眉山金顶
看一看，但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实现。”
徐勇说，母亲生于1922年，今年已经
97岁。虽然年事已高，意识不太清醒，
但身体依旧硬朗。

4月27日，徐勇一家五口人带上
轮椅，乘坐高铁，开启了四川之行。

到达峨眉山后，徐勇发现，这里地
势陡峭、海拔较高。担心母亲上不去，
他随后在附近找了个滑竿，准备把母
亲抬上金顶。“滑竿师傅抬，我母亲害
怕，不坐，还哭闹。我一抬，她就好了，
好像有了安全感，也不哭闹了。”

就这样，徐勇从雷洞坪停车场抬
着母亲来到接引殿缆车处，下了缆车，
又从金顶缆车出口处抬到十方普贤佛
像前，整整抬了2公里山路，用了1个
多小时。

徐勇说，峨眉山金顶海拔三千多

米，开始还担心母亲会有高原反应，
没想到一路下来，母亲的精神很好，

“见到母亲心情好，我们全家人都很
高兴。对老人孝敬，是我们做儿女的
应该做的！”

··憧憧憬憬··
近期再带母亲去台湾
实现老人第二个心愿

不仅去了峨眉山，此次四川之行，
徐勇带着母亲还逛了乐山大佛，去了
成都锦里，看了熊猫，吃了不少美食。

作为家里的小儿子，徐勇在父母
80岁后把他们接到了自己身边，照顾
他们的衣食起居。父亲在104岁时去
世，而如今母亲也已97岁高龄，“父母
从小就教育我，一定要敬老爱老，我们
也教育自己的子女效仿学习，把孝敬
老人的美好传统世代流传下去。”

徐勇告诉记者，这次来峨眉山，算
是完成了母亲一个心愿，下一步，他还
要带母亲去台湾，这是母亲的又一个
心愿，“母亲养我长大，我养母亲到
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昕锋丁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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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合肥：
“IC之都”梦想照进现实

向来低调的安徽省会合肥，近来因一
起中国半导体最大跨境并购案在海外声名
鹊起——作为最大单一投资人，联合国内
数十家资本方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以27.5
亿美元一举收购全球稀缺的优质标的安世
半导体。

从几乎没有集成电路产业基础，到大
手笔一个接着一个，合肥这个后起之秀打
造“IC之都”的梦想，正一步步照进现实：百
亿级项目相继落户，核心技术创新层出不
穷，年产值保持20%高速增长，成为全国少
数几个集成电路产业重点发展城市和集聚
发展基地之一。

产业情怀“追梦”
出资数额最大，标的优质且稀缺，并购

安世半导体无疑是中国半导体海外并购经
历中的典型案例。

让不少人意外的是，内陆省会城市合肥
在并购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出资10亿美元
的最大单一投资人合肥芯屏基金由合肥建
投掌舵，是合肥市政府发挥国有资本引导、
放大作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抓手。

“安世半导体是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真
正需要的资源，如果并购成功，能大幅缩短
我国在这一细分领域与海外的差距，‘弯道
超车’！”合肥建投副总经理黄颢说。

但这也是个风险与机遇并存的决定。
这并非合肥第一次以如此情怀和魄力

发展产业。当年帮助京东方解决6.5代面
板产线175亿元总投资的就是合肥建投，

“芯屏基金”中的“屏”因此而来。
这也不是最后一次。2017年底，百亿

级项目合肥晶合投产，合肥晋身拥有12英
寸晶圆先进制造厂的城市之一。

投资过千亿的合肥长鑫也进展顺利，
正在开展动态存储芯片技术验证投片。这
种芯片是集成电路产业中最大的单一品
类，而中国大陆尚未有自主产能。

耐住寂寞“筑梦”
5年前，从中关村起家的北京君正做出

一个重要决定，把部分研发人员从北京迁
出，在合肥高新区建立第二总部。

北京君正董事长刘强说，是三个原因让
公司在长江沿线多个城市里选中了合肥：

芯片设计离不开下游应用，需要与华
东和华南两个主要市场密切沟通，合肥是
中东部重要铁路枢纽，1至4小时可到达北
京、上海、南京等主要城市；

这还是个技术、人才、资金密集型产
业，需要地方政府持之以恒构建产业环境，
合肥有打造“IC之都”的耐心。

几乎同一时期，一个国际公司的汽车
电子团队也迎来了大步向前的机遇——在
合肥高新区的扶持下成为一家独立自主的
公司。这就是后来在中国车载信息娱乐、
辅助驾驶等芯片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拥有
60%以上后装市场份额的杰发科技。

紧随其后的，还有深耕细分市场存储
设计的兆易创新、集成电路封测企业通富
微电子、智能芯片先行者寒武纪……180
余家企业犹如星光汇聚，在合肥形成了涵
盖设计、制造、封测、材料、设备环节的全产
业链，年产值保持约20%增速。

从无到有，从有向强
“2013年前后，合肥的家电、平板显

示、汽车等支柱产业转型升级时都遇到了
缺‘芯’问题。那时起，合肥便提出打造‘IC
之都’，从市场需求出发谋划‘补芯’。”合肥
市发改委主任秦远望说。

现在，合肥先后被工信部、国家发改委
列为全国集成电路集聚发展基地和集成电
路产业重点发展城市，中国电科38所每秒
完成千亿次浮点运算的“魂芯二号A”、芯碁
微电子打破国外高端设备垄断的双台面激
光直接成像设备、易芯半导体拉制成功12
英寸芯片级单晶硅片等创新成果层出不穷。

据秦远望介绍，除继续完善支持集成
电路产业发展的政策外，合肥还强化人才
培养和引进，为产业健康持续发展提供保
障：未来7年内将拿出超百亿元资金营造

“养人”环境，正在研究制定集成电路产业
人才认定标准，持续将微电子人才培养作
为推进“双一流”大学（学科）建设、引进国
内外知名高校合作共建和发展职业教育的
重要内容。 据新华社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李雨心徐语杨 摄影 吴枫

阳春三月，成都街头沐浴在
温煦的阳光之中。走进位于
宽窄巷子旁的一处建筑，房

间里整齐摆放着多款不同类型的游
戏机，不少青年人围坐在游戏机前，
全神贯注地盯着屏幕，脸上带着笑
容，仿佛回到了童年。

这里正在举行一场“红白机复古
历史特展”的活动，而汪齐齐就是这
场活动的举办者。

汪齐齐身上有着太多的身份和
标签：巴金太外孙、环球电子游戏文
化博览馆馆长、游戏收藏家、游戏文
化推广者……就在去年，汪齐齐带着
自己十多年来收集的游戏藏品落户
成都。而他的人生，早已紧紧地跟电
子游戏联系在了一起。

开挂
打着游戏进清华

汪齐齐对电子游戏的记忆，最早
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6岁的
他初次“触电”游戏。直至现在，30
多年过去了，他依旧能清楚地回忆出
那款叫作《Digger》的游戏。看到游
戏中的挖掘机随着自己的操作而挖
到钻石、收获宝藏，年幼的他有了对
电子游戏懵懂的认知。

“互动感强。”这是汪齐齐钟情
于电子游戏的原因。汪齐齐也有
过沉迷游戏的少年时期，初中时全
球风靡《大航海时代》这一以“冒
险”为主题的游戏，对日文一窍不
通的他，竟将这款日文游戏玩得滚
瓜烂熟。

都说玩物丧志，但这句话放在
汪齐齐身上并不适用。他的人生就
像是游戏里常说的“开挂”，一路玩
着游戏的他，直接“玩”进了清华大
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之后更是
远赴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拿到学位
后，又进入了微软总部工作。虽说
人生“开挂”，但这也与他从15岁时
就开始学习编程分不开，游戏更是
在无意中促进了他学习的提升。“对
我来说，调bug就跟做游戏一样。
我其实有一种‘万物皆可游戏’的态
度，生活中很多的事情，都可当作游
戏来对待。挑战成功有收获，失败
了也可重来。”

在美国学习、工作的时间里，汪

齐齐也没有放下对游戏的热爱，相
反，他又多了一项新的爱好——游戏
收藏。到现在他已经将这项爱好持
续了10余年，藏品达到了上万件，其
中不乏一些游戏界的孤品。“游戏收
藏除了我自己喜欢之外，也能带给我
一些满足感，比如这款游戏我用2美
元买进，之后涨到了5美元，其实从
中会获得成就感。”

触动
离职回国推广游戏文化

如果没有2011年的一次偶然聚
会，汪齐齐可能会一直留在美国、留

在微软。但是谁也没能想到一场与
朋友间的闲聊，会成为汪齐齐回国的
最大动力。“我记得当时正好是游戏
《战争机器》发售前后，这款游戏制作
相当精良，但是当我回国与行业中的
朋友谈起国内的游戏环境时，才知道
两者差距如此大。”

当时国内正值客户端游戏和网
页游戏的爆发期，但盗版猖獗、精品
稀少。“拿国外四五年前的游戏，到
国内换个皮就可以赚得盆满钵满。”
汪齐齐对此感触颇深。就在那时，
回国推广游戏文化的想法在他心中
萌芽。

3年后，汪齐齐从微软离职，立

志回国推广游戏文化，并希望将好的
内容带给中国玩家。他一手创立了
环球电子游戏文化博览馆，同时带来
的还有他花费十数年时间从世界各
地收集而来的多款经典游戏机型，并
开始了全国巡展。2018年8月，该
博览馆正式落户成都，并免费对公众
开放。

现在，走进位于成都街头这家
博览馆，就能看到琳琅满目的游戏
机。而在馆内，还有一件无价之
宝，那就是由著名作家、百岁老人
马识途题写的“环球电子游戏文化
博览馆”。

“马老曾经跟说我过，古代有‘六
艺’，而里面每一项都可以用游戏去
达到。”在接到这幅题字以前，汪齐齐
一直担心马老是否能够理解当下的
电子游戏文化，毕竟两人之间存在巨
大的年代鸿沟。而马老对他的鼓励，
无疑给了他更多前进的动力。“希望
我的行为，能够让国内游戏文化氛围
越来越好。”

壮丽 年
奋斗新时代

57岁孝子抬滑竿送97岁母亲上峨眉山

“母亲养我长大，我养母亲到老”

巴金太外孙的“开挂”人生：

开游戏博览馆 马识途为他题字

推荐
标准

①年轻：14-40周岁

②正能量：热爱祖国、热
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

③责任感：遵纪守法，品
德高尚，甘于奉献

④创新力：勤于学习，善
于创造

⑤引领风潮：在本职岗位
上取得突出成绩，具有良
好的社会影响

推荐
方式

欢迎通过封面新闻APP的
爆料平台，推荐你心目中
能够代表中国力量的新青
年；与此同时，也可以在封
面新闻微博、微信等平台
的相关稿件下方留言，欢
迎向我们推荐。

让青春力量激荡，让青春正气昂
扬。

封面新闻长期面向全社会，公
开征集“你心中的新青年”人选。

哪些向前奔跑的身影曾感动
过你？

快来给我们推荐吧！

看本文视频

扫二维码

西安57岁孝子徐勇抬母亲上峨眉山。 2公里山路，徐勇抬着母亲走了1小时。

马识途为环球电子游戏文化博览馆题字。

汪齐齐和他收藏的游戏机。

今起三天
盆地阴天有小雨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冰清）这个五
一不光你放假，冷空气也放假了，除了新疆
四川和陕甘宁，全国大部风和日丽。但随
着假期的结束，大家都进入了工作模式，冷
空气和水汽也要全面上岗了——节后，北
方南方同时打开多雨模式。4日夜间至6
日，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
湖北西部等地有中到大雨，甘肃东南部、陕
西南部等局地有暴雨。

今天，北方冷空气到货，雨水和冷空气
共同发力，东北、华北等局地降温将超
10℃。南方则在降雨方面更胜北方一筹。
南方的较强降雨从4日夜间已展开并将持
续到6日。

和五一假期期间喜欢在傍晚和夜间出
没的雨不同，节后，四川盆地的雨更加频
繁。今起三天，盆地各市都是阴天有小雨
的天气，其中，盆地东北部还可能出现中雨
到大雨。

成都的雨水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
势。据成都市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阴天
有小雨，西部局部地方中雨，随后雨势变为
阴天有小到中雨，6日晚上到7日白天雨势
转为阴天有中雨，部分地方大雨，局部地方
风力可达6级或以上。在雨水的冲刷下，7
日白天最高气温或只有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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