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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2019年度拟对员工开展健康体检，欢迎有体检资质

的单位参加投标。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标名称：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员工健康体检。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三、报名携带资料：
（一）投标单位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二）投标单位若非法定代表人直接报名的，需出示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

书、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身份证。
以上证件中授权委托书收原件，其它收加盖单位鲜章的复印件。
四、报名时间：
2019年5月27日至31日上午9:00-11:30，下午2:30-5:00。
五、报名地点：
成都市红星路二段70号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出版大楼103室离退休工作

部。联系人:周老师，电话：028-86968278。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2019年5月23日

5G时代，内容变成了服务
未来电视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总

经理肖云认为，5G带来的沉浸式超
高清视频体验，会极大地促进智能
大屏的迅速发展。此外，未来的智
能电视很有可能成为家庭物联网的
中枢，“相比于智能路由器、智能音
箱、智能机器人管家，拥有大显示界

面的智能电视处于非常有利的竞争
地位。”

蜻蜓FM副总裁朱峰认为，5G会
创造出更多的细分场景需求，“在这些
细分的场景需求下，人会产生更深层
次的内容需求，为各类内容带来了更
多的表现机会。”

面对这些变化，阿基米德传媒
CEO王海滨认为，未来内容的定义可
能会改变，“以往我们讲内容的时候，
它就是内容，但现在说内容是服务，因
为我们知道每个人的需求了。此外也
会产生更多的PGC、UGC内容。”

肖云则认为，随着5G时代的到
来，超高清视频内容生产领域还需要
解决成本问题。“现在4K视频的制作
成本几乎是普通高清的4倍，同时5G
时代4K视频也会产生很大的带宽消
耗，需要新技术的突破从而降低内容
传输成本。”

二更西南公司内容总监郑秋轶也
认为，5G时代中长篇的视频可能会崛
起、爆发。面对成本控制的问题，可以

建立一个素材云，“所有好的素材往云
上传，这个云是对外开放的，所有人都
可以在上面传送你的素材，然后进行
购买交易。”

5G时代，企业需要自我改造
技术的发展也对企业的快速迭

代提出了挑战。王海滨认为，5G的
快速发展对企业最大的挑战还是自
我的改造，“传统的广播电视怎么样
实现突破？需要我们自己找到变革
的方法。”

朱峰认为，5G时代对于音频行
业来说依然面临着渗透率提升的问
题。“蜻蜓FM所在的音频行业一直
有一个困难，就是它的渗透率不高，
所以5G时代如何抓住音频的伴随性
的特点，提高渗透率，是当前最大的
挑战。”

郑秋轶认为对于视频行业而
言，5G 时代也存在各类瓶颈和困
难。“出现了审美疲态，最早短视频
出来的时候，大家觉得很新鲜。但

是现在如果在视频前面加一个5秒
钟的 logo，用户就不想看了，这是一
种审美疲态。”

“互联网流量发展到现在逐渐分
流到几个头部的平台，流量也没有最
早那么奔腾了。”郑秋轶认为，在5G
时代，这种流量的高度集中也对内容
的价值观提出了考验。“5G提供了很
先进的技术，这些技术没有灵魂，需
要做内容的人赋予它灵魂。”对于内
容从业者而言，如何突破瓶颈，赋予
内容好看的灵魂、有趣的灵魂也同样
是挑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崔江 摄影 纪陈杰

说到去年独树一帜的网络综艺，那
《奇遇人生》是当中的佼佼者。在偶像
养成类综艺大火的情景下，这档综艺
就像是一股清流，收获了众多网友的
好评。5月27日，作为第七届中国网
络视听大会分会场之一，2019网络视
听优秀作品深度复盘品鉴会（网络综
艺、网络纪录片、短视频专场）在言几
又书店热力开讲。中国社会科学院新
闻所世界传媒研究中心秘书长冷淞，
《奇遇人生》总导演赵琦、制片人白洪
羽与现场百位观众面对面，共话一档
高评分、高口碑的纪实类综艺是怎样
产生的。

这到底是一档纪录片还是真人秀
综艺？当初为什么会选择阿雅来作为
固定主持？当遇上朴树这类比较真性
情、难控制的嘉宾怎么办？聊到在去年
爆红的节目《奇遇人生》，不管是在场的
观众还是行业内的大咖，都有着这样、
那样的疑惑。特别是当这档综艺无流
量明星、无高成本制作时，这就是更为
让人好奇了。

“其实我觉得《奇遇人生》更偏向于
真人秀，因为纪录片不能预设环境。但
是这档节目放置在了一个环境之中，这
就导致了其不是一个纯正的纪录片，可
是它又带有纪实的属性。”导演赵琦表
示，其实在两者间的界定在当下本就模
糊不清，与其纠结于形式，不如将目光
更多地放在内容中，探讨核心的肌理。

不管是固定主持阿雅，还是嘉宾朴
树、小S、范晓萱，节目中其实都没有出
现过所谓的“流量明星”。并且作为一
档有着冒险探索性质的综艺，阿雅甚至
恐高。“阿雅并不是具有探险精神的人，
像她的朋友朴树，近年来曝光率也很
低。但我们不需要一位浓墨重彩的人
物来凸显自己，而是希望其能像水一
样。在我们强调真实属性的时候。阿
雅跟每一个艺人朋友的相处模式，没有
强行去抛梗，这反而促进了节目的真实
性。”制片人白洪羽解释道。

当然，遇上完全随性的嘉宾还是比
较“难以控制”，特别对于没有剧本的
《奇遇人生》来说。譬如第五期的朴树，
就因为节目中的表现上了热搜，导演赵
琦也说，嘉宾难以控制的真实表现，可能
会给节目带来不稳定的因素。“但同时也
带给你在考量之外的意外，有意外也意
味着有起伏。”中国纪录片学会副会长夏
蒙也评价到该作品，“没有看到太多设计
的环节，呈现出的是真实情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荀超李雨心

如何打造
评分超9的“清流”网综？
《奇遇人生》主创成都揭秘

（上接01版）
25日至27日，汪洋深入甘孜农村、牧

区、宗教活动场所了解情况，并主持召开
座谈会，听取有关方面的意见建议。汪洋
充分肯定党的十八大以来四川藏区宗教
事务管理和脱贫攻坚工作成绩。他指出，
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
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引导宗教界自觉拥
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弘扬爱国爱教优良
传统，正确认识国法与教规的关系，促进
宗教健康有序发展，更好与社会主义社会
相适应。要牢牢牵住寺庙管理这个“牛鼻
子”，多做打基础、管根本、利长远的工作，
及时总结重点寺庙规范管理的成功经验，
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坚决守住抵御境外敌
对势力渗透的防线。要加大优秀藏传佛
教代表人士培养使用力度，加快推进佛学
院规范化建设，提高宗教人士宗教学识和
综合素质，更好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

汪洋强调，开展脱贫攻坚是党的执政
宗旨的重要体现，也是做好藏区民族宗教
工作的有力举措。要着力提高脱贫质量，
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继续改善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
业。要聚焦“两不愁三保障”标准不动摇，
紧盯短板弱项，集中精力攻克藏区绝对贫
困堡垒，确保全面小康路上一个民族也不
掉队。要巩固脱贫成果，坚持摘帽不摘政
策、不摘帮扶、不摘监管，持续开展“回头
看”、“回头帮”，减少返贫，为逐步致富和
乡村振兴打牢基础、创造条件。

视听行业大咖热议内容从业者“生存法则”

南海家国情怀浓
三沙建设赋新章

壮丽 年
奋斗新时代

5G已经成为当下最热门的话题，
新技术的发展如何影响视听行业？5
月27日，在第七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
期间举办的“智媒先锋 5G未来”视听
新生态发展论坛上，来自视频和音频
领域大咖围绕 5G 对行业产生的影响
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讨论，提出了许多
有价值的观点，为5G时代内容从业者
提供了一份“生存法则”。

安居乐业
靠的是国家的强盛

三沙水清天蓝，空气清新，阳光炽
热，热带树木、花草郁郁葱葱。

在市政府驻地永兴岛上，医院、学
校、图书馆、邮局、银行、超市、水吧、餐
厅、快递一应俱全，电影院、健身房免
费向市民开放。

三沙市永兴事务管理局局长陈儒
丰告诉记者，这些设施和商业网点大
都是三沙设市后建立起来的。目前，
每天有包机往返海口和永兴岛，大型
补给船“琼沙三号”和“三沙一号”穿梭
于海南岛和西沙，三沙告别了物质紧
缺、交通不便的日子；岛上新建的电
厂，每天24小时供电；渔民聚居的岛
礁建起了9座海水淡化厂，渔民们不
再需要接雨水洗澡、用咸井水煮饭；三

沙有居民岛礁已经实现了4G信号全
覆盖，今年4月，三沙首个5G基站正
式开通，三沙居民和内地居民同步享
受移动数字生活。

这些年的变化，渔民们有切身的
体验。去年三月，永兴社区居委会的
38户、150多位渔民，每月花1元租金
住进了政府建设的两层小楼。居委会
主任冯明芳告诉记者，以前渔民住的
是木板、油毛毡搭建的窝棚，白天屋里
酷热难熬，一下雨里外一地泥泞、污水
横流。

三沙设市后，渔民的生产方式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冯明芳介绍
说，过去渔民驾着小舢板到礁盘上潜
水抓鱼捞螺，现在有30多位渔民转产
到市政府安排的园林、环保中心、码头
上班，工资加上驻岛补贴，一个月四五
千元收入。随着上岛客人增多，17户
渔民做起了渔家乐、海产品销售生意。

在三沙，人们喜欢穿绣有国旗的
T恤；每周一，三沙各岛礁的干部群
众，都会自觉地参与升国旗仪式。渔
嫂王丽一边向记者兜售着梅花参、黄
鱼胶等南海特产，一边对记者说，三沙
渔民心里都清楚，安居乐业靠的是国
家的强盛。

三沙建设者：
总要为国家做些贡献

在三沙人们常说，“在岛上生活几
天是享福，一个月就成了煎熬”。

七连屿工委副书记邹志说，现在
岛礁生活条件比过去好了很多，考验
驻岛人员意志的，主要还是心理上的
孤独感，还有对家人的思念。

三沙市气象局是建市前就设立

的驻岛机构，不仅保障国内渔民和航
运安全，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气象公益
服务。

2002年，19岁的唐海荣就上岛成
为一名地面气象观测员。“每个整点都
要观测报告一次气象数据，哪怕台风
天，都要身上绑着绳子冲出门去，记录
地面观测站数据。”唐海荣介绍说，

“1957年设立以来，三沙的气象监测
数据没有中断过。”

3月31日，是三沙市人民政府总
值班室主任寇永强上岛办公的日子，
那一天也是他女儿中考体育考试的日
子，原来答应陪考的承诺没有兑现；一
周过去了，孩子的模拟考又开始了，他
只能给孩子发点励志的信息；又一周
过去，孩子中考要考理化实验了，他还
是只能给孩子发信息鼓励。

“我们可能很难照顾好家庭。但
是，有情怀、有担当、有作为、有收获，
是我们在三沙每一天的追求。”寇永
强说。

“琼沙三号”轮政委刘学军，2007
年放弃了企业每月1万多元的工资，
到“琼沙三号”当大副，一开始拿2193
元工资。他说，来三沙，不仅仅是赚份
工资，还有责任和担当。

“学了点本领，总要为国家做一些
贡献。”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驻医
疗队队长王源江的这句话，或许代表
了驻岛人员的初心。

精心呵护
祖国蓝色国土

建设美丽家园，保护好一方净土
——三沙人有一种使命感。在三沙，
生活一天天在改变，环境也一天天更

美好。
从设市开始，三沙市就禁止开采

地下水，禁止泡沫塑料上岛。每周五
是三沙市的爱岛日，这一天岛礁上的
男女老少会自发走出家门，清扫负责
片区，美化卫生环境。

在三沙市环保中心，老工人符长
文正在往厨余垃圾里投放活性炭。他
介绍说，永兴岛上各家各户都会把垃
圾分类好，环保中心每天大约处理
1000多吨污水和20吨固体垃圾，各岛
礁的垃圾也有专人负责集中运到环保
中心。

高温、高盐，遍地砂砾，三沙岛礁
植树十分困难，但三沙人对绿化岛礁
十分执着。“在三沙种活一棵树，要用
掉三个人喝的水。”银屿居委会主任李
连君告诉记者，每个村民包干种活了
十棵树。

七连屿西沙洲，像蓝丝绸上的一
块绿翡翠。西沙洲岛长符永介绍说，
西沙洲原来几乎寸草不生，阳光一照，
白花花一片，人都睁不开眼，14年来，
三沙人在西沙洲种活了13万多株树
木，现在，每年6到9月有1000多只鸟
上岛筑巢，海龟也开始上岸产卵。

在北岛，三沙人专门为海龟设立
了保护站。北岛居委会主任兼北岛海
龟保护站负责人黄宏波介绍说，在北
岛，15位渔民，有8人在保护站工作，
每天在各个岛屿巡护海龟，以往捕捉
海龟为生的渔民，现在看到受伤的海
龟，也会主动送到保护站救护，去年保
护站救助了30多只海龟，在北岛上岸
产卵的海龟从15年的96只，增加到去
年的192只。

（新华社三沙5月27日电）

三沙设市7周年前夕，记者前往
这座我国地处最南端、海域面积最
大、陆地面积最小的地级市蹲点采
访，看到了渔民生活、生态环境变得
更美好，也感受到了三沙人浓浓的家
国情怀。

时代，什么才是好内容？

5 月 27 日，
在第七届中国网
络视听大会“智
媒 先 锋 5G 未
来”视听新生态
发展论坛上，来
自视频和音频领
域大咖围绕 5G
对行业产生的影
响展开了一场激
烈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