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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8月14
日下午，第19届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
赛举行机器人创意比赛开放展示。记
者在南坪国际会展中心现场看到，开放
仅一小时后，展示入口已排起长龙。展
示内容方面，小选手们的创意灵感大多
来源于生活，垃圾分类领域的机器人最
受关注。

“这款应用了人工智能图形识别技
术的机器人，可以与手机应用‘联动’，
自动识别生活垃圾并分类。”福建代表
队小学组的“AI垃圾分类机器人”是当
日最吸引观众的项目之一。选手之一
许榆涵介绍，为了让机器人学会“分辨”
垃圾，他们和老师一起，利用百度人工
智能开发平台，建立人工智能图像分类
模型训练库，先后采集4000多张常见
的垃圾图片并上传，训练机器人的人工
智能模块识别矿泉水瓶、包装盒等常见
生活垃圾。

一张白布，两个皮影人物，配上音
乐栩栩如生，但在幕后操作皮影的却是
两只机械手臂，这是云南代表队的“皮影
戏机器人”项目。选手徐畅俊说，这款机
器人“技术含量”最高的环节是编程。为
了使机器人的机械臂移动与皮影戏的
音乐吻合，他们进行了多次调试。

展示现场，机器人不仅“上得厅
堂”，还“下得厨房”。重庆代表队的“智
能语音酸辣粉机器人”项目，机器人可
以接受普通话的语音点单，按照语音提
示制作酸辣粉，并控制酱油、醋、辣椒等
佐料用量。

选手吕俊杰告诉记者，完成项目的
过程中，最难的是调整输送佐料的管道
与酸辣粉容器之间的角度。“角度大了，
佐料容易溅出；角度小了，输送压力又
不够。”他还透露，之所以将普通话设置
为点单语言，是为了让这款机器人在全
国范围内都能普及，从而把酸辣粉推广
到更多地方。

据悉，第19届中国青少年机器人
竞赛机器人创意比赛开放展示将持续
到15日，开放时间从8点到16点 30
分。市民可关注“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
赛”微信公众号，按照提示领取观摩票
后前往参观。

第19届中国青少年机器人创意比赛灵感大多来源于生活

参赛机器人可分拣垃圾能做酸辣粉

本报讯 （记者 夏元）8 月 16
日，2019智博会首场分论坛——“智造
新动能·智联新产业”高峰论坛将在雾
都宾馆举行。8月14日，记者从智博
会承委办获悉，届时全球大数据与智能
化产业启蒙畅销书《大数据时代》作者
维克托·舍恩伯格与该书译者周涛，将
参加论坛活动。论坛还邀请了全球最
具权威的大数据与智能化领域专家，解
析大数据智能化新机遇。

2012年，奥地利科学家、耶鲁大学
客座教授维克托·舍恩伯格编写的《大
数据时代》，敲开全球对大数据智能化
的认知之门。此后，中国也开启了大数

据与智能化的黄金发展期。而这本书
的中文译者，电子科技大学教授、知名
大数据专家周涛，通过多年投身大数据
与智能化前沿研究和产业化实践，亦取
得丰硕成果。

“他们都是大数据与智能化时代的
见证者与推动者。”论坛主办方人士称，
参与论坛活动的专家学者，将共同讨论
探索大数据与智能化驱动产业变革的
路径，为中国及重庆大数据智能化发展
支招。

届时，包括前比利时驻华大使、欧
盟中国联合创新中心创始人帕特里克·
奈斯等将发表主题演讲，誉存科技创始
人刘德彬、联通大数据有限公司总经理
赵越等嘉宾将围绕“智能化如何赋能产
业发展”主题进行圆桌对话，为智能产
业企业把脉，分析新一轮大数据与智能
化风口及发展趋势。

2019智博会首场分论坛明日举行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无需排
队，手机一扫就可购票，方便多了。”
8月14日上午10时，市民邓文在轨道
交通2号线袁家岗站，准备前往大渡
口，不到一分钟就完成了自助扫码购
票。记者从重庆轨道集团获悉，今年
来，我市加快推进轨道交通移动支付扫

码购票工作，上半年移动支付扫码购票
实现全线网覆盖。

据介绍，目前我市已运营的轨道交
通线路有8条，即1、2、3、4、5、6、10号
线和环线，全线网日客运量约300万乘
次。从目前轨道交通购票支付种类来
看，市民更偏爱移动扫码购票。数据显

示，移动扫码购票量约占总购票量的
60%，远远大于现金支付和刷卡支付购
票量。

为方便市民快捷乘坐轨道交通，目
前重庆轨道集团正在对全线网160多
个车站的所有闸机进行改造，将安装扫
码设备。预计2019年底，我市所有轨

道交通线路，将实现移动支付过闸全线
网覆盖，即乘客乘坐轨道交通，无需再
购票。即只需在轨道闸机前，用手机一
扫就可进站乘车。

重庆轨道集团已对小什字、五里
店、唐家院子、铜元局、袁家岗等5个车
站，完成了品质提升改造。目前，这5
个站的站内标志标识、LED灯已全部
更新，车站卫生间、墙面、人行天桥、盲
道等也实施了改造和涂装。特别是站
厅内增设了充电器、饮水机和座椅等便
民设施。

轨道交通所有线路都可扫码购票了

立秋时节，漫过胸口的东河河水已
变得冰凉。

周厚清脸颊的泪，却比河水还要冰
凉。

周厚清从未想过：有一天，自己会
肩扛搭档15年的周康云的遗体，趟过
湍急的东河。

湍急的河水，在漆黑的夜里咆哮，
却无法淹没河畔数百村民的哭泣声。

全身骨折、白布裹身，62岁的周康
云就在村民的哭泣声中，走完了生命的
最后一程。

为贫困户检修水管坠崖

“周书记，我们带你回家……”

8月8日，立秋。在为贫困户谢开
财检修水管时，开州区关面乡泉秀村村
支书周康云，连人带摩托，坠入50余米
深的天生桥崖壁。

自今年5月16日谢开财膝盖因风
湿性关节炎做完手术后，周康云一力承
担为谢开财检修水管的事。

“前两天落雨，水管不晓得是堵了
还是断了，不来水了。”谢开财记得，当
天13时左右，周康云骑着摩托先行前
往天生桥处检查水管，“我腿脚慢，就跟
在后头慢慢走上去。”

20余分钟后，谢开财走到天生桥
处，却不见周康云的身影，“电话也打不
通，山里信号不好，打不通电话是常事，

我以为周书记往水源地七里坪去查看
了，也没有太在意。”

谢开财不曾想到，就在天生桥下、
尹家湾河沟绿阴潭，周康云的鲜血已浸
染河滩。

连日暴雨后的尹家湾河沟，河水暴
涨，摩托车红色的尾箱被冲至尹家湾河
沟与东河交界处。

立秋的夜，19时还有微光，路过绿
阴潭对岸麻子坪的谢宗均无意中瞥见
了那一抹红色。

此时，距周康云坠崖已过去近6个
小时。

“麻子坪与绿阴潭隔河相望，河道
宽近40米，如果不是尾箱被冲出来，根
本就发现不到底下摔了摩托。”闻讯赶
来的村民委员会主任周厚清从未想过，
摔在河滩巨石上全身骨折的会是周康
云。

漫天乌云，遮蔽月光，东河在峡谷
间激荡。

从橱柜里扯出一床崭新的、雪白的
床单，谢国东和周厚清、张斌、向可国、
马龙江、杨林均、谢开洪、谢国辉等人，
趟过齐胸深的东河，为周康云裹上白
布。

麻子坪至绿阴潭，一条安全绳已连
通两岸。

与谢国东一起扛起周康云，靠安全
绳趔趄着在东河里前行，周厚清轻声念
叨着：“周书记，我们带你回家……”

话未说完泪两行。东河的咆哮，
呼应着麻子坪上村民的哭泣声。

寒冬粪坑里为村民救猪
“周书记是好人呐！”

天生桥上，年近八旬的王显平泣不
成声。

“周书记是好人呐，老百姓的事他
都记在心上。”年事已高、腿脚不便，王
显平借着手电光，一步一步挪到周康云
坠崖处，喃喃自语。

王显平和老伴原本居住在海拔近
2000米的高山上，靠种些苞谷、洋芋过
活，房屋损毁严重，属于深度贫困户，生
活极为艰难。

2016年5月，村里利用扶贫帮扶资
金3.4万元，在村里为老两口修建了一
栋平房，并配置了土地，将老人搬下山，
并利用财政扶贫资金在村里的开州区
木香种植专业合作社入股，每年能拿到
分红1000多元。

王显平记得，去年腊月，自家的肥
猪从圈里掉进粪坑。

“百多斤啊，我们两个都是快80岁
的人了，眼睛看到干着急，一点办法没
有。”无奈之下，王显平拨通了周康云的
电话。

天寒地冻，周康云卷起裤管就跳进
了粪坑。

“一开始用木板搭桥，想把猪拉起

来，结果木板断了。”一次不行两次，周
康云在粪坑里泡了40多分钟，这才搭
好桥，将猪儿赶了出来。

猪儿得救了，周康云却浑身沾满粪
便，冷得打哆嗦，却只是在水龙头下简
单冲洗就离开了。

“喊他进屋喝杯热水，他却说一身
都是猪粪，不能脏了屋。”王显平抹一把
鼻涕，泪眼里全是周康云的身影：修房
子、通电、通水……

生前，周康云常说：“老百姓的事，
我不干哪个来干？”担任村干部37年、
任职村支书15年，他的点滴事情，群众
记在心间。

周书记带着村民修路

“我们是得了好处的”

年过50的村民谢开国记得，2005
年6月，周康云任职村支书不久，就决定
带村民打通泉秀村到七里坪的“毛路”。

“泉秀村最低海拔700多米，最高
海拔2400多米，落差超过1700米。”关
面乡党委书记郑斌虽然自小在开州长
大，初到泉秀时，依然被这里恶劣的自
然环境所震惊。

崔巍的大山，峡谷里蜿蜒流淌的东
河，养育了泉秀世代村民，却也成为无
法逾越的屏障，圈养着世世代代的贫
穷。

泉秀的穷，谢开国刻骨铭心。

“一下大雨，坡上的土就要被冲
走。”在谢开国的记忆里，“种的洋芋、苞
谷是‘十年九不收’”，村民也难有其它
收入来源。

“唯一的出路就是七里坪，种点木
香管钱。”但平均海拔近2000米的七里
坪与泉秀村之间，只有一条宽不到30
厘米的“毛毛路”相通。谢开国印象深
刻，“车子上不来，木香全靠背下去。”

村民们做梦都想把“毛毛路”修成
能通农用车的“毛路”。只是，要把沿途
都是悬崖峭壁的“毛毛路”修成“毛路”，
又谈何容易。

2005年6月，周康云带着村民，向
七里坪发起了第一轮挑战。

“没日没夜，每家每户分一段路，全
靠锄头、铁锹挖，一截一截地刨。”年过
七旬的唐绍权记得，那段日子，周康云
就吃住在工地上，肩挑背扛，和村民一
寸一寸地修路，“修了两公里，从太平桥
到煤炭槽，实在修不动了”。

如今，泉秀村到七里坪的产业路已
经全线修通并硬化。泉秀村的木香种
植面积也已经扩大至两万多亩。2018
年，全国木香销量约3000吨，泉秀村销
量900吨，销售收入900余万元，泉秀
村人均销售木香收入逾1万元，许多村
民建起了新房。

“修了路，我们是得了好处的。”谢
开国一家，种了10多亩木香，去年销售
收入5万多元。忆及周康云，谢开国又

红了眼圈。

38年的老党员

“不能忘了当初为啥子入党”

看着村民脱贫致富、住进新房，周
康云喜在脸上、甜在心里，可他自己却
一直借住在闲置的村校里。

8月14日，当记者走进这间面积不
足30平方米、散发着霉味的低矮平房
时，已是人去楼空。

平板床上被褥叠放整齐，角落里摆
放着锅碗瓢盆；门外，一双老式胶鞋虽
然破旧，却洗得干干净净……

2004年，为了两个儿子更好的发
展，周康云借钱在交通更为便捷的开州
区白鹤街道买了套房子，但为了工作方
便，他一直借助在闲置的村校里。

“周书记特别节俭，虽然外头的衣
服都穿得周正，但里面的其实都是补了
又补。”郑斌告诉记者。

“很多人说他傻，村干部30多年、
村支书10多年，买套房子都要欠一屁
股债，抽根烟都要从牙缝里挤出两块
钱。”白鹤街道，老伴尹中翠抱着周康云
的遗像，未语泪先流。

生前，周康云常说：“1981年入党、
1982年当村干部。老党员了，我不能忘
了当初为啥子入党。乡亲们的事，我
不干哪个来干？”身已去、音犹在，朴实
无华却掷地有声！

“乡亲们的事，我不干哪个来干？”
——追记开州区关面乡泉秀村支部书记周康云

本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实习生 胡梦

8月14日，在南坪国际会展中心机器人创意比赛现场，选手们设计的具有远程控
制、自动调节光线等功能的智能婴儿车，吸引了不少观众的目光。 记者 罗斌 摄

图①：周康云深入村民家里调查了解情况。
（开州区委宣传部供图）

图②：8月14日，开州区白鹤街道，周康云家中，尹
中翠思念老伴,她说老伴虽然走得早,但为了村民值。

图③：周康云工作笔记上的日期，永远停留在了8月
7日。他留下的十余本工作笔记，承载着对乡亲最深
沉的爱。

图④：8月14日，在周康云遇难的天生桥下，周厚
清抬头望着周康云坠落的高耸的崖壁伤心不已。

（本组图片除署名外由特约摄影钟志兵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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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主题教育中，重庆市公安局通过不

断深化服务民营经济30条和新10条、
服务学校29条、服务旅游发展23条等
促发展、惠民生举措，促进立行立改。
如重庆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推出
手机扫码缴费、微信填表、自助填表等，
助力“网上办、自助办、就近办、一证办”
等便民利民措施落地生根。

四川针对群众反映问题加大整改
力度。如四川省财政厅加大贫困县涉
农资金统筹整合政策培训和指导督促
力度，实行整合资金“负面清单”管理，

推进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工作依法依规、
务实有效开展，全面提高资金使用效
益。

云南省围绕群众养老、医疗等领域
新期待推进整改。目前已完成了云南
省养老服务体系信息平台的“互联网+
智慧养老”服务和管理平台建设，全省
养老服务机构床位二维码管理系统和

“12349”呼叫中心建设，初步实现了对
全省养老服务机构、养老床位的信息化
管理，逐步为公众提供网上养老服务。

（记者陈国洲、吴晓颖、字强、骆飞）
（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

聚焦问题真改实改 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