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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于文静 蔡拥军 王优玲
刘红霞

人工智能与下一代、新型农业与前
沿食物、生物科技革命、多感官智慧城市
……作为经济发展“风向标”，2019年夏
季达沃斯论坛聚焦发展前沿，描绘出一
幅五彩斑斓的新图景，让人们从中感知
未来的脉搏。

红色：用科技点亮未来
红色，让人想到热情、活力、创新、领

先。从手术机器人到安保智能眼镜，从
5G猜拳机械手臂到智能沙盘，一系列炫
酷的科技产品和理念在本届达沃斯论坛
集中呈现，折射出全球创新的新动向。

科技改变生活，智慧为梦想赋能。
无人机送货、机器与算法演变创造新就
业、善用区块链、通过智慧城市迈向可持
续交通……前沿科技将如何与产业关
联，影响未来发展，围绕不同话题，论坛
嘉宾纵论未来。

来自南非 DataProphet 公司的弗兰
斯·克龙涅表示，第四次工业革命在许多
领域带来了快速和颠覆性变化，人工智
能、物联网及大数据分析模式，将成为众
多行业发展的基础工具。人工智能的发
展将对制造业领域劳动力就业带来挑
战，各国要加快提升劳动力素质，使之与
技术革新更好结合。

蓝色：守护共同家园
蓝色，是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特有

的颜色。场馆外，碧海蓝天；场馆内，一
系列与海洋、天空相关的环保话题引发

嘉宾关切。
随着气候、海洋、土地等面临的环境

威胁加剧，以及生物多样性的日益减少，
如何采取有效行动保护环境，来自不同
国家的与会嘉宾展开讨论。

“不管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我
们都在同一条船上，必须共同努力保护
地球家园。”加纳竹制自行车倡议组织首
席执行官伯妮丝·达帕阿说。

监测污染的尖端技术、气候变化方
面最新研究成果、基于植物的新型膳食
研发、利用DNA测序守护大自然的遗传
密码……本届论坛上，与之相关的新技
术、新理念不断呈现，在成果分享、观点
碰撞中，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未来愿景
更加清晰。

绿色：让发展之路长青
绿色，象征着希望，是生生不息的

“生命之源”。
论坛上，在一场题为“绿色领导力：将

可持续发展作为一项战略”的讨论会上，
可口可乐亚太区研发副总裁黄晓燕介绍
了“百分之百可循环再生植物环保塑料
瓶 ”，引起大家对于绿色发展话题的热议。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
方首席顾问刘世锦说，今天，绿色发展已
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包括绿色生
产、绿色流通、绿色消费、绿色创新、绿色
金融等，绿色发展将成为世界经济增长
的新动力和新机遇。

“在丹佛斯，我们有一个理念是‘少
即是多’，坚持用最少的资源创造最大的

价值。这一点同中国文化中的‘开源节
流’‘节流优先’是一致的。”丹麦丹佛斯
公司董事会主席雍根·克劳森说，推动可
持续发展，关键在于政府机构要创造支
持创新的政策环境，商业实体要更关注
长期利益、加大创新力度，社会公众要深
度培养环保意识。

白色：为技术迭代留白
中国画讲究留白，方寸之间天地宽。

在科技对人类生活产生深刻改变的当下，
关注健康，尤其是关注人的心理健康，正
是经济增长图景中的一方留白。很多参
会者将目光投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
科技元素如何守护人类精神健康。

一方面，科技正在提供便利。从智
能手机应用帮助人们抗击抑郁，到网络
互助小组为病人提供精神支持，论坛上，
多名关注抑郁症等精神疾病问题的科学
家和医疗专家认为，远程医疗、智能手机
等科技产品或可在心理健康服务方面发
挥更大作用。

另一方面，随着科技与生活融合加深，
如何缓解网络成瘾与孤独的风险，如何明
确人类情感与人工智能的合理边界，这些
问题正进入越来越多参会嘉宾的视野。

“人工智能和移动数字技术是一把
双刃剑。”美国杜克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
和行为科学教授穆拉利·多雷斯瓦米说，

“科技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
会，使数亿人能够获得精神卫生保健，但
我们更需完善相关治理，保证公平、安全
地使用技术，力争将风险降至最低。”

□新华社记者 柳王敏袁汝婷 黄可欣
1934 年 10 月 16 日，中央红军从江

西于都出发，至1935年新年的两个多月
里，跋山涉水，英勇战斗，连续突破国民
党军队四道封锁线。

在寻访红军长征起始阶段的征程
中，记者感动于红军壮烈的牺牲故事，感
奋于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精神气概；强
烈感受到，红军长征何以取得最后胜利。

顾全大局，不畏牺牲
红军战略转移先遣队的出发，比中

央红军还要早两个月。
1934 年 8 月，红六军团 9700 余人，

由江西遂川的横石和新江口出发，突破
国民党军多道封锁，来到湖南郴州市桂
东县寨前镇，在这里誓师西征，为中央红
军长征起到了侦察、探路的先遣队作用。

桂东县党史专家罗健东说：“探路的
队伍是冒着很大风险的，要讲大局、讲纪
律，要有不畏牺牲的精神。”

中央红军长征后，红二、六军团在湘
西发动攻势，调动和牵制了敌人11个师
又 2个旅的兵力，打乱了蒋介石的作战
部署，有力配合了中央红军在湘黔的行
动。后来，红二、六军团在湖南桑植县出
发，挥师北上长征，后编为红二方面军，
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

记者在桑植县看到，昔日红二、六军团
长征出发地旧址已修缮一新。当地各级党
员干部，正为夺取脱贫攻坚的最后胜利而
奋战。县扶贫办主任熊基林说：“我们发扬
的，正是红军舍小我为大我的牺牲精神。”

勇于胜利，突破封锁
为围堵中央红军，国民党军在红军

前进的路途上重兵设置了四道封锁线。
10月21日，红军各军团突围后与敌

军发生战斗。25岁的红三军团四师师
长洪超献出了生命。他是中央红军长征
路上牺牲的第一个师长。至27日，红军
所有部队渡过桃江，胜利突破敌人的第
一道封锁线。

11月11日，在湖南汝城县官亨瑶族村
延寿河畔，发生了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最激
烈的战斗之一。88岁的官亨瑶族村老人胡
共海回忆：“延寿河的水都被血染红了。”

湖南宜章县是85年前中央红军长征
中打下的第一座县城，这里保留着红军突
破国民党军第三道封锁线的指挥部旧
址。攻打县城前，宜章的党组织和游击队
便配合红军捣毁了国民党设在县境内的
一批碉堡，并帮助红军修战壕、搬炮弹；战
斗打响后，又全力照顾红军伤病员。

“战争，不仅是军队的拼杀，还是人
心向背的较量。”宜章县委党史研究室副
主任谢水军表示，紧紧依靠人民，是红军
长征、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法宝。

1934年底，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湘
江战役打响，这是红军长征出发以来最
壮烈的一仗，也是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
关键一仗。9天血战，红军广大指战员
拼死突破，表现了无比壮烈的献身精
神。湘江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在湘江以
东围歼红军的图谋，保全了党中央和红
军主力。

湘江之战中，担任总后卫任务的红
五军团第34师被阻于湘江东岸，师长陈
树湘身负重伤，不幸在湖南道县被俘，他
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肠子，壮烈牺牲，

年仅 29岁，用生命捍卫了“为苏维埃流
尽最后一滴血”的坚强信念。

谢水军深有感触地说：“伟大事业必须
进行伟大斗争。红军勇于突破、勇于胜利、
勇于牺牲的精神，值得我们继承发扬。”

实事求是，勇于担当
湘江战役结束后，中央红军由长征

出发时的8.6万人，减少到3万余人。湖
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见证了红军在严
峻生死关头面临的抉择。正是在通道会
议上，毛泽东提出了红军必须西进贵州，
甩掉强敌，避实就虚，寻求机动的主张。

这就是红军长征中著名的“通道转
兵”。红军长征史研究专家胡群松认为，

“通道转兵”是一项实事求是的决策，“只
有真正负起责任，勇于担当，积极作为，
才能夺取胜利。”

红军进入贵州后，于12月18日在黎
平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否定了博
古、李德的错误战略方针，采纳了毛泽东
的灵活机动的战术思想。1935年 1月 1
日，中共中央在贵州瓮安县猴场再次召
开政治局会议，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的
错误主张，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决定
抢渡乌江，攻占遵义。

党史专家认为，从通道会议到黎平
会议、猴场会议，再到遵义会议，构成了
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链条。
中国革命终于开辟出新的局面。

解读红军长征壮烈“起步”

从夏季达沃斯色彩看未来发展新图景

新华社杭州7月3日电（记者 张璇）支
付宝 3日对外宣布，未来 3年，将向小微经
营者下调网商银行贷款利率，并推出免费
数字化运营工具、数字收单工具等一揽子
扶持计划，据称未来 3年至少为小微经营
者节省500亿元。

据支付宝201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过
去很多小店是 2人规模的门店，在 2018年
有 3成小店主扩充了规模建立 5人以上的
经营团队。经营团队在扩张，贷款需求也
随之提升，2018年小微企业整体贷款笔数
增加了6成。

“从我们的调查来看，小微经营者对
未来信心十足，但也面临着诸多不确定
性。”支付宝总裁倪行军说，“因此，未来 3
年，支付宝不仅要继续让更多‘路边摊’实
现数字化经营，我们还会继续给小微经营
者减负，预计至少为这一群体省 500亿元
成本。”

据悉，网商银行已连续两年下调小微
企业的贷款利率超过 2个百分点，今年还
会继续下降，网商银行计划为小微经营者
提额100亿元。

新华社北京7月3日电（记者 张辛欣）
百度首席技术官王海峰在3日召开的百度
AI开发者大会上宣布，百度与华为麒麟芯
片开展深度合作，为人工智能提供强劲算
力，促进更多应用落地。

人工智能的发展离不开算力的支撑，
芯片是算力的核心。会上，王海峰与华为
消费者 BG软件部总裁王成录宣布，百度
深度学习平台与华为麒麟芯片开展合作，
联合为端侧AI提供强劲算力，提升深度学
习运行效率，促进更多AI应用落地。

据悉，目前百度人工智能平台已开放
210 项 AI 技术能力，拥有 130 万开发者。
百度将继续开放人工智能能力，面向行业
共享技术、代码和数据。

支付宝宣布下调

小微贷款利率

百度与华为芯片合作

提升AI算力

7月3日，行人在海南省三亚市街头冒
雨出行。

从海南省气象台获悉，今年第4 号台
风“木恩”（热带风暴级）已于7月3日零时
45 分前后在海南省万宁市和乐镇沿海登
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8 级(18 米/
秒)，成为今年登陆我国的首个台风。受其
影响，海南多个进出岛列车和航班取消。

新华社发（陈文武摄）

今年我国首个台风“木恩”登陆海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