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扬滴水穿石精神走好乡村振兴之路
习近平回信勉励福建寿宁县下党乡的乡亲们

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4日给福建省
寿宁县下党乡的乡亲们回信，祝贺他们实现了
脱贫，鼓励他们发扬滴水穿石精神，走好乡村振
兴之路。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下党实现了脱贫，
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我非常高兴。向大

家致以衷心的祝贺！
习近平表示，“车岭车上天，九岭爬九年”。

当年“三进下党”的场景，我至今还历历在目。
经过30年的不懈奋斗，下党天堑变通途、旧貌
换新颜，乡亲们有了越来越多的幸福感、获得
感，这生动印证了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道理。

（下转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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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中国“环境大使”夏堃堡：
有幸在中国环境外交事业起步时

相交中外为国代言

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北京时间8
月 6日，美国财政部将中国列为“汇率
操纵国”，中方对此深表遗憾。这一标
签不符合美财政部自己制订的所谓“汇
率操纵国”的量化标准，是任性的单边
主义和保护主义行为，严重破坏国际规
则，将对全球经济金融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实施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
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
动汇率制度，在机制上人民币汇率就是
由市场供求决定的，不存在“汇率操纵”
的问题。今年8月以来，人民币汇率出
现一定幅度贬值，主要是全球经济形势
变化和贸易摩擦加剧背景下市场供求和
国际汇市波动的反映，是由市场力量推
动和决定的。人民银行一直以来致力于

维护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
稳定，这一努力在国际社会众所周知。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公布的数据，2005年
初至2019年6月，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
升值38%，实际有效汇率升值47%，是二
十国集团经济体中最强势的货币，在全
球范围内也是升值幅度最大的货币之
一。在刚刚结束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
中国的第四条款磋商中，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指出人民币汇率大体符合基本面。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
金融危机中，中国一直承诺人民币汇率
保持稳定，有力地支持了国际金融市场
稳定和全球经济复苏。2018年以来，美
国不断升级贸易争端，中国始终坚持不
搞竞争性贬值，中国没有也不会将汇率

作为工具来应对贸易争端。
美方不顾事实，无理给中国贴上“汇

率操纵国”的标签，是损人又害己的行
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这不仅会严重
破坏国际金融秩序，引发金融市场动荡，
还将大大阻碍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复
苏，最终会自食其果。美国这一单边主
义行为还破坏了全球关于汇率问题的多
边共识，会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运行
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中方奉劝美方悬
崖勒马、迷途知返，回到理性和客观的正
确轨道上来。

中国将继续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
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
浮动汇率制度，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
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美国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央行：严重破坏国际金融秩序

美国财政部北京时间6日凌晨发布声
明，决定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对
此，专家认为，美国此举逻辑荒谬，是典型
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尽显美国霸凌
本色。

“美国此次单方面将中国列为‘汇率操
纵国’，从时间上看是对近日人民币汇率贬
值的应激反应，实际上连美国自己为‘汇率
操纵国’设定的标准都不符合。”东方金诚
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表示。

根据美国对“汇率操纵国”最新的认定
标准，当一国在过去四个季度满足以下三

个标准时会被认定为“汇率操纵国”：对美
国贸易顺差超过200亿美元；经常账户顺
差占GDP比重超过2%；单边汇率干预金
额占本国GDP比重2%以上，且持续时长
超过6个月。

“2018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与GDP之
比仅为0.4%左右，2016年下半年至今，中
国外汇储备规模一直稳定在3万亿美元左
右，根本不存在大规模买入外国资产促使
本币贬值的可能。”王青说，即使按照美国
自己的标准，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也
是毫无道理的。 据新华社

荒谬逻辑尽显霸凌本色专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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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6点过就醒了，他知道今天要
回家。”6日上午，云南昆明一酒店内，97
岁的裴海清很早便起床，穿好衣裳，等
待与家人和志愿者们启程出发。

裴老的女儿说，上周本来就准备安
排老父亲回家一趟，但车子开出去40公
里左右，他就开始晕车，不得不取消了
行程，“这让父亲一度很沮丧。”

列车上，老人的激动也感染了周围
乘客，“有人问他是谁，听到是抗战老兵
后都竖起大拇指。”女儿说，父亲一路上
时而闭目休息，时而像个孩子好奇地打

量窗外的景象，时而又与志愿者讲上两
句话，“一听到有说四川话的，他还会盯
着说话的人笑。”

6 小时左右，这趟列车停在成都
东站，裴海清坐在轮椅上来到出站
口，红色的帽子挡住满头银发，布满
沟壑的脸庞挂着笑容，胸前端正地挂
着他最珍视的抗战胜利 70周年纪念
章。与此同时，他的成都亲人、热心
志愿者早已在人群里垫起脚，掏出相
机、手机“咔擦咔擦”将这一幕幕记录
下来。

小封机器人，封面新闻第240号种子员
工。它能预测赛事、会写诗，可以为新闻内
容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提供智能协助。
它是个24小时不间断学习和工作的“超人”。

在前不久发布的《2019中国人工智能
分类榜》中，小封机器人首次跻身中国人工
智能写作平台前十。从2016年12月发出
首条稿件至今，它用不到三年的时间证明
了自己的实力。

小封机器人，工号240，它是一个虚拟
角色，却拥有强大的采写实力。它可以通
过语音识别、语义识别等AI技术，基于新
闻、兴趣、生活等多个方面与用户展开互
动，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新闻搜索推荐体
验；它能参与到新闻内容生产的策划、采
集、编写、审核、发布等环节，减少简单重复

的人工工作量，提升新闻内容写作质量与
效率。

从2016年12月发出首条稿件至今，小
封机器人写稿能力越来越成熟。封面城市
频道采用机器辅助编辑管理，实现了全国
34个省区市新闻内容的自动抓取、地理定
位、智能分发。如今，每月在封面新闻客户
端封面号《小封观天下》上，小封发稿量达
到10000篇以上，写稿的领域涉及到体育、
财经、灾害、生活、娱乐、科技等。

同时，小封还在封面新闻的多个市州、领
域频道自动推送机器写作的相关新闻。清华
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彭兰在公开场合和
《智能时代的新内容革命》一文中称小封机器
人为“国内智能化写作的领先者之一”。

2018年世界杯期间，小封不仅实时发

布战报新闻，还根据大数据和历史赛况分
析做出赛事预测，其中《切里舍夫梅开二度
世界杯揭幕战俄罗斯5：0大胜沙特》新闻，
收获了超20万的阅读量。

《小封写诗》是封面技术团队自主研发
的人机交互产品，诗歌都是由人工智能自
动生成。目前，小封通过不断学习数百位
诗人的写作手法和数十万首现代诗，运用
知识图谱、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进行现代
诗和古体诗的写作。通过24小时不间断学
习，在未来，小封还将创作出种类更多、文
风更成熟的诗歌。

未来，小封机器人将会更加深入媒体
领域，从视频化方向为记者编辑们提供辅
助，与封面新闻一起创造AI+智媒体的新时
代。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曹菲

封面新闻第240号员工

“小封”跻身中国人工智能写作平台前十

97岁川籍抗战老兵裴海清昨与家人团聚

8月6日，昆明开往成都的动车上，97岁的川籍抗战老兵裴海清听着身边熟悉的四川口
音，倍感亲切，他明白自己离家乡双流越来越近了。

14岁那年，裴海清顶替哥哥当兵，跟随部队出川抗战，部队在台儿庄战役中被打散，后
来他辗转回了一趟家。可没待多久，他再次投身抗战，这一走就是77年，家中亲人以为他早
就阵亡在了战场上。直到近年来在热心志愿者帮助下，他才找到了成都亲人。

下午4点多，列车停靠成都东站，裴海清重新踏上家乡故土，终于如愿同弟弟一家团聚，
并前往人民公园祭奠牺牲战友。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14岁的裴
海清主动顶替刚结婚的大哥到前线抗战。

他跟随川军122师出川，成为长官身
边的勤务兵。1938年的台儿庄战役中，
长官战死、部队被打散，裴海清和仅剩的
几个兵逃了出来。

“老人最近提到过昆仑关，有线索指
出他在逃出后加入过其他部队，很有可
能驰援或打算驰援昆仑关战斗。”抗战史
研究者马正群说，地方文管所早年间曾
采访裴海清，得知他回过一次家，“但在
1941年后，再次从军加入36师前往滇西
作战。”

抗战胜利后，裴海清在云南定居下
来，他曾回双流找过亲人，但没有找到。
2015年，裴海清获得了他现在十分珍惜
的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常带在身边。

走出通道后，裴海清的成都侄孙胡
惠强等人蹲在他身旁。“二爷爷，我们好
想你，爷爷他一直盼着您回来。”即使隔
了数十年，甚至有的亲人素未谋面，但
血缘亲情还是让他们泪如泉涌。

看着眼前成家立业的晚辈，裴海清
的眼眶同样噙着泪水。“回来高兴不？”
当听到有人问自己时，裴海清总会激动
地回道：“高兴！”

“爷爷还在家等您团聚。”胡惠强
说，老人的亲弟弟裴文源原本是要赶来
接哥哥的，“但爷爷心脏不好安了起搏

器，我们怕他过分激动，就没让他到现
场来。”

胡惠强说，要不是志愿者找到他们，
亲人们都以为二爷爷（裴海清）早已阵亡
在战场上，“早年间爷爷一直给他写信，
但从没收到过回音，或者信被退回来。
之后每年清明，都会给他烧纸寄哀思。”

2017年，在热心志愿者帮助下，这
对相隔千里的兄弟才知道对方还健
在。“他们之间通过几次视频电话，我们
也知道二爷爷一直有个心愿，想回来看
看，跟家人吃个团圆饭。”

听到有人说四川话
他会盯着说话的人笑归来

亲人当场泪目
曾以为他早已离世亲情

当天下午5点过，裴海清离开成都东
站，回家之前先到了川军当年出川誓师
的人民公园，坐在轮椅上手捧鲜花，祭奠
牺牲战友。

在成都吃过晚饭，裴海清坐上开往
弟弟家的车。晚上9点过，车子停在双流
华阳一小区，在楼上一直观望的裴文源
终于看到了哥哥。

一句“哥，回来了啊”，让裴文源差点
哭出声，而裴海清则拉着他的手，目不转
睛看着弟弟，脸上满是笑容。

“哥，你是英雄，打鬼子保家卫
国。”裴文源大声说，还竖起大拇指在
裴海清面前晃动，这一句迟到的夸奖，
他其实曾在无数封信中写过，但哥哥
从未收到。

“我今天买了菜，明天一起尝尝家里
的味道。”听着弟弟的话，裴海清高兴地
点了点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杨力 杨涛李强 摄影报道

两度从军抗战
荣获抗战纪念章峥嵘 重聚 兄弟见面手拉手

弟弟赞他是“英雄”

8月6日晚，裴海清、裴文源兄弟俩在华阳家中见面。

8月6日，裴海清前往人民公园“壮
士出川”雕像前祭拜战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