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期3天的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5日在浙江乌
镇落下帷幕。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就进一步推进全球互
联网发展与治理发表了重要主张，赢得了与会嘉宾的
热烈反响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一年一度，一期一会。再见乌镇，胜似初见。

一泓碧水 传递中国主张

3日，大会开幕式上，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深入
阐释了全球互联网发展治理的中国理念和中国主张
——

“我们倡导‘四项原则’、‘五点主张’，就是希望与
国际社会一道，尊重网络主权，发扬伙伴精神，大家的
事由大家商量着办，做到发展共同推进、安全共同维
护、治理共同参与、成果共同分享。”

这是对全球互联网发展趋势的深刻洞察，也是对
中国同世界各国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真诚
愿望。

“习近平主席以‘四个共同’简明、通俗、扼要地为构建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指明了路径，这是对构建网络空间命
运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丰富和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说。

“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中国正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的承
诺。近年来，中国互联网行业发展成就令人瞩目，并在
不断走出国门，惠及世界；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也在引

领世界的变革潮流，为世界互联网治理的发展贡献独
特价值。

一座古镇 触摸未来之光

烟雨江南，梦里水乡。
经历千年岁月的小镇，而今在互联网之光的照耀

下迸发出绚丽的色彩。习近平主席的贺信发出了令全
世界振奋的“中国声音”——“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将进
入快车道。中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动世界各国
共同搭乘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快车”。

相约乌镇，古老文明与新锐科技在这里浪漫交融——
散落在广阔中华大地上的国之瑰宝，通过互联网

交互系统在江南水乡邂逅，鲜活地呈现着互联网与中
华文明尝试融合的最新成果。在这里，陈列在博物馆
里的文物可以与寻常百姓家的生活深度融合，厚重的
传统文化可以跳出轻盈的舞步，描绘出“互联网＋中华
文明”未来发展的广阔蓝海。

透过乌镇，人们在这里观察全球最前沿互联网技
术——

光量子计算机、5G、能够计算情感的人工智能……
涵盖互联网基础理论、技术、产品和商业模式，经过43名
来自全球各地的推荐委员会成员从中、美、英、德、法等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千项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中严格
筛选而出，一批尖端技术成果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闪亮
登场，丈量着当下人类智慧能够到达的最远方。

乌镇发生的一切，正完美地诠释着“未来已来”的

宏伟篇章。

一场峰会 携手绘就蓝图

“数字经济代表着未来，智能制造将无处不在”“面
对新技术，与其担心不如担当”“只有推动经济发展，加
快技术创新，合作解决问题，世界才能迎来美好未
来”……为期3天的峰会上，各方嘉宾在不同中寻求合
作，从争论中凝聚共识；

“全球数字经济”“网络空间新型大国关系”“互联
网精准扶贫”“网络传播与社会责任”“打击网络犯罪和
网络恐怖主义国际合作”“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围
绕互联网给世界发展带来的新命题，20场主题鲜明、各
具特色的分论坛相继展开；

“一带一路”数字国际合作倡议等多项合作协议签
署，超过130亿元人民币的1200个互联网项目在“双
创热土”项目中成功对接……放眼未来，关于全球互联
网发展与治理的共识向前迈出了坚实一步；

《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7》和《世界互联网发展
报告2017》蓝皮书首次发布，为各国更好推动互联网
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
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中国理念”为世界提

供新路径；让互联网发展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中
国愿景”为世界擘画新蓝图。

新华社记者 施雨岑 伍岳 王思北 商意盈
（据新华社杭州12月5日电）

再见乌再见乌镇镇 胜似初见胜似初见
——写在第四届互联网大会闭幕之际

各路媒体4日证实，也门前总
统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在逃离首
都萨那路上被什叶派胡塞武装打
死，他的遗体被搬上一辆皮卡车的
视频在社交媒体上传播。中东地区
又一位昔日政治强人以出人意料的
方式离世。

分析人士指出，萨利赫死于非
命，既是其个人的悲剧，也是中东持
续动荡和战乱的缩影。萨利赫之
死，不仅无助于结束也门战乱，还可
能给中东地区本来就难以平静的局
势再添混乱。

也门前总统萨利赫身边一名高
级官员4日向新华社记者证实，萨
利赫及其领导的全国人民大会党副
总书记亚西尔·阿瓦迪当天在逃离
萨那的路上被胡塞武装打死，当时
两人正试图前往政府军控制的马里
卜省。

网上社交媒体传播的视频显
示，疑似萨利赫的遗体裹在毯子里
被搬上一辆皮卡，遗体头部有伤。

75 岁的萨利赫曾在也门执
政 33 年。2014 年年底，胡塞武
装与支持萨利赫的武装力量组成
同盟，对抗总统哈迪领导的合法
政府。

然而，这一同盟因分歧日益尖
锐而反目。今年11月29日，胡塞
武装与萨利赫武装力量在萨那爆发
冲突。萨利赫死讯传出后，胡塞武
装称之为“背叛的代价”。

萨利赫的突然死亡，再一次
凸显也门战乱的复杂性。据报
道，导致萨利赫被胡塞武装打死
的直接原因，是他11月底突然宣
布将投靠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
联军。
（据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也门前总统萨利赫被杀
中东乱局再掀波澜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记
者胡浩）针对近日网传“九年义务教
育升级为十二年制，中考将取消”的
消息，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5
日予以否认。

“当前，还不具备把高中阶段
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条件，高中阶
段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加快普及步
伐，满足初中毕业生接受高中教育
的需要。”该负责人表示，现阶段不
可能将九年义务教育升级为十二
年制。

“今年教育部等四部门印发了
《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
（2017－2020年）》，提出到2020年
全国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但普及、
义务和免费是三个不同的概念，普
及高中阶段教育重在解决有学上的
问题，不是将高中阶段教育纳入义
务教育或者实施免费教育。”他表
示，义务教育具有普及、均衡、强制
和免费等属性。到2016年我国九
年义务教育巩固水平已达93.4％，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取得显著成
绩，但义务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的问题仍然突出，未来一段时间进
一步提高义务教育巩固水平和均衡
发展水平的任务仍然繁重。

“在普及的过程中，要妥善解决
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上学问题，目
前我们已经建立了资助体系，下一
步要重点做好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免费工作。”该负
责人说。

针对“中考将取消”的消息，该
负责人明确表示不属实。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总体部署，教
育部于2016年颁布了《关于进一
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
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我们一直强
调，本次改革推行初中学业水平考
试，并不是取消中考，而是将初中
毕业考试和高中招生考试合二为
一，实现一考多用，避免多次考试，
减轻学生重复备考的负担和压
力。”该负责人强调，改革是对原有
中考制度的改进和完善，旨在建立
新的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录取
模式，更好发挥考试招生制度在推
进素质教育中的正确导向作用，促
进教育公平。

他表示，目前教育部正在积
极指导各地按照文件要求，结合
实际细化制定本地中考改革实施
意见。

就“义务教育升级为十二年”“中考取消”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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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2月5日拍摄的黄河内蒙古托克托县封冻河段。
12月4日上午8时，受较强冷空气影响，黄河内蒙古段头道拐断面上游

4000米处（托克托县什四份子险工段）首次封河。黄河防汛抗旱总指挥部4
日宣布：黄河进入2017至2018年度封河期。截至5日16时，黄河内蒙古段
累计封河139公里。

新华社记者 邓华 摄

黄河冻住了 进入封河期预测人脑
会 想 什 么 ，机
器人蠕虫协助
医 生 做 手 术 ，
智能家居煮好
早 餐 ，无 人 驾
驶汽车送去上
班……在刚刚
闭幕的第四届
世界互联网大
会 上 ，人 工 智
能、5G时代、物
联 网 、网 络 安
全这些全球互
联网“大咖”们
口中的高频词
将如何影响我
们的生活？

全球互联网大咖口中的高频词

将如何影响我们生活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魏董华 王思北 施雨岑

本次互联网大会上，人工智能成为大
咖们热议的焦点。大咖们预测，未来，人
类会慢慢习惯进入一个人工智能无处不
在的社会。

“人工智能方向很多，主要看具体场景
如何落地。”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马化腾说，目前人工智能和医疗结合应用
超乎想象，尤其是在医学影像识别方面，早
期筛查肿瘤的准确率已经超过普通医生的
水平。

这些大咖被问及最多的一个问题是：未
来人工智能会取代人类吗？阿里巴巴董事
局主席马云说，人类对自己大脑的认识不到
10％，10％创造出来的机器不可能超越人
类，与其担心技术夺走就业，不如拥抱技术
解决问题。

人工智能
带人类进入前所未有的智慧社会

什么是物联网？有人举了一个例子：
在药片中放入传感器吃下去，我们可以看
到机器人蠕虫进入到身体里面协助医生
做手术。这些万物互联的东西会越来越
多地融入我们生活。

美国计算机科学家、图灵奖获得
者、“互联网之父”罗伯特·卡恩提出

“数字物体”互联网系统的现有物联网
的拓展。“互联网解决了人与电脑的连
接问题，物联网将让世界万物连接在
一起。”

在工作场景应用中，将出现能自动学
习用户使用习惯的智能情境引擎，支持24
种语言的服务机器人，混合现实智能眼镜
等；在日常生活应用中，将产生智能心电
衣、智能电视、智能音箱等。

物联网
让世界万物连接在一起

早晨醒来，智能家居已经为你煮好了早餐；出门
时，你乘坐的是无人驾驶汽车——这仅是令人期待的
5G时代的一个侧面，5G时代正向我们走来。

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说，按规划
2020年5G要启动商用。5G有三大应用场景：增
强移动宽带，超可靠低时延，支撑移动互联网和产
业互联网的发展。

美国高通公司中国区董事长孟樸认为，5G时代
的信息传播将会是智能的、互联的、配备智能技术和
传感器，支持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以及环境之间
的信息交互，这将带来更多用户端的创新应用。

对于中国的5G时代，中欧数字协会主席鲁乙
己非常看好。“以中兴、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正
在帮助欧洲部署家庭光纤网络，今后这些家庭可能
更青睐中国服务商提供的各种通信服务，包括5G
无线通信。” （据新华社杭州12月5日电）

5G时代
正在向我们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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