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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
打造视听盛宴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三大亮点解读

1分钟可以做多少事？
——透视数字经济创造的时间“减”史

1分钟，居家老人可以实现水电

煤“掌上”缴费；1分钟，出行游客可

以“刷脸”办理酒店入住；即便是在

“双11”高峰期，1分钟，智能仓库也

可实现包裹打包发送……因为数字

化进程，时间有了更“丰富”的内涵。

经济规模超过 31 万亿元，占

GDP 比重超三分之一。“互联网+”

加速推进，便捷社会生活，提升生产

效率，也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时间

“减”史。

数字经济
创造的时间“减”史

习惯了“揣个手机就出门”的

你，可曾记得这样的场景：

开车 20 分钟到目的地，找车位

却要花上半小时；忘了提前缴费，晚

上回家遭遇停电；排队几天，只为一

张回家的车票……

而今，因为互联网的注入，一切

变得不一样——

在上海浦东机场，停车场用车

牌 1 秒识别实现“无感”支付；在浙

江，公积金 1 分钟可实现“刷脸”提

取；在很多城市，智能导航可进行急

救、走失等信息共享，让救护和寻亲

有了更高的效率……

阿里巴巴数据显示，出行平台

飞猪信用住4年来节约1400万小时

的排队等候时间；通过合理规划路

线，高德每年为用户节约时间超

19.3 亿小时；江苏省支付宝“刷脸”

查公积金一个月，减少市民跑腿时

间 1.5 万小时；全国超过 200个城市

的用户将证件“装”进了手机。

一部时间“减”史的背后，印刻

着互联网演进中各行各业的创新

跃迁。

自 1994 年接入世界互联网至

今，互联网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深

度改变了社会生产与生活，改变了

人们的习惯与认知。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互联网已成为最重要的

基础设施之一。数字经济犹如一个

丝线，将各个领域串联起来。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 至

2018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额、网上

零 售 额 年 均 增 速 分 别 为 17.8% 、

28.8%。以电商为代表的新科技让传

统产业加速数字化升级。

“减掉繁琐、减掉低效与不便，

数字经济正用‘减法’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的‘加法’。”工信部运行监测协

调局局长黄利斌说。

“减法”背后的
效能“加法”

减掉的是时间，增加的是效率

与价值。如果将视角放在每个行业

每个群体，则会得到不同的答案。

加入盒马鲜生3周时间，黄金荚

从无人知晓到供不应求；通过扫码

回收，“全国家庭过期药品回收联

盟”成立以来共回收并无害化处理

的过期药累计超过 50吨；截至今年

4月，蚂蚁森林共在地球上种下了1

亿棵树，种树总面积近 140 万亩

……

互联网的注入，也提升了供应

链和制造的效率。工信部数据显示，

当前，实施智能化改造的试点示范

项目生产效率平均提升近40%。

将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融合，

数字经济带来了更多社会价值和衍

生效应。

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

心副主任于凤霞说，数字经济既创

造了非常大的就业增量，也提高了

就业的质量，成为吸纳和带动就业

的新引擎。以新职业数字化管理师

为 例 ，当 前 从 业 人 员 已 超 过 70

万人。

“数据价值正充分流通，让更多

行业实现质量、效率、动力变革。”工

信部总经济师王新哲表示，以数字

驱动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的需要，

数字经济将推动更高质量、更加公

平的发展。

让数字经济
带来更多“蝶变”

在以分钟来度量发展的数字时

代，如何发挥数字效应，创造更多

“蝶变”？夯实网络基础、搭建良好生

态 、加 速 创 新 孵 化 ，未 来 正 就 此

打开。

工信部数据显示，目前我国超

过 100个城市部署了G比特宽带接

入网试点，行政村通用宽带的比例

达到98%，4G网络覆盖水平全球领

先。近年来持续不断降低电信网络

资费，极大降低了市场应用门槛，激

发了创新的热情。

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闻

库说，工信部将加快高质量网络等

信息基础设施持续演进升级，推动

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

深度融合到各行各业，加快生产活

动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演

进升级。

搭建良好生态，方能激发更多

创新。专家建议，加大降本减负、构

建良好营商环境等一系列举措的持

续性，推动协同创新。

“到 2022 年，形成 20 家创新能

力强、行业影响大的共享制造示范

平台。推动支持 50 项发展前景好、

带动作用强的共享制造示范项目。

共享制造协同发展生态初步形成。”

近日，工信部就共享制造公开征求

意见，并表示将推动重大科研设施、

基础研究平台等创新资源开放共

享，支持企业深入开展“双创”。

“既要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的

开放创新平台，也要推动数字经济

领域的全球交流合作，共享数字时

代的机遇。”王新哲说。

（新华社 张辛欣）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会开幕式 9月 8日晚亮

相河南郑州奥体中心。多姿多彩

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舞台新技

术、新手段深度融合，让本届民

族运动会开幕式呈现三大亮点，

为全国观众打造视听盛宴。

亮点一
各民族多彩文化集中亮相
突出中华民族一家亲

本届民族运动会开幕式紧紧

围绕“中华民族一家亲 携手奋进

新时代”主题展开，开幕式文体

展演共分3个篇章，分别是“礼赞

中华”“出彩河南”和“拥抱梦

想”，节目取材自各少数民族非

物质文化遗产表演项目。

在礼赞中华篇章，藏族、维吾

尔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展演传

统音乐舞蹈，以世界非物质文化

遗产《十二木卡姆》为代表，搭建

民族同庆盛会舞台。而出彩河南

篇章展示河南厚重的文化底蕴，

以黄河之水、纵横枢纽、威武少

林等特色元素，彰显中原大地源

远流长的华夏历史文明。

在拥抱梦想篇章，各族同胞

共同浇灌石榴树，展现56个民族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寓意“中华民族一家亲 同心共筑

中国梦”。

运动会开闭幕式两名总导演

之一丁伟介绍，本届民族运动会

开幕式，创意地将各民族传统文

化、中原历史文化和时尚文化融

为一体，充分展示新中国成立70

年来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

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展示中

华民族共同体在党的领导下奋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精神风貌。

此外，在开幕式代表团入场

时，除运动员列队入场，各代表

团还带来30秒的驻停表演，短短

几十秒，集中展示各民族传统体

育文化特色。驻停表演通过展示

多姿多彩的中华文化，进一步彰

显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这也

让开幕式入场仪式成为最具观赏

性的特色环节。

亮点二
新科技、新手段

为观众打造视听盛宴

开幕式的不少“黑科技”让演

出更加惊艳。威亚数控技术让演

员的登场方式别具特色，维吾尔

族舞蹈家踏着飞毯从空中悄然落

下；藏族背鼓从空中而来，众人

绕鼓而舞；脚踩平衡车的演员在

场地中穿梭……新技术、新手段

为观众带来全新视听体验。

丁伟介绍，开幕式用全新舞

台技术手段包装少数民族传统文

化，将两者有机结合，真正意义

上做到文化和科技、内容和形式

的深度融合创新。

在舞台设计方面，“我们以多

层次环绕中心悬挂的‘同心圆’

LED幕成像结构，突出各民族同

胞紧密团结在一个中心，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本届民

族运动会开闭幕式总制作人吴

艳说。

舞台上，75 块总面积超过

3000平方米的轻型透明网幕，通

过威亚数控技术手段，实现自由

升降，以灵活多变的形态呈现影

像，并与 130 余台高清投影机覆

盖上万平方米场地的地面影像相

呼应，立体构成视觉内容，形成

地面、空中、立面多维度的表演

空间。

除去网幕、威亚等技术手段

外，本届民族运动会开闭幕式在

电视播出中结合最先进的虚拟技

术应用增强了电视画面效果，让

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少数民族文

化艺术和现代视觉科技手段的

魅力。

亮点三
点火仪式上演开幕式

“压轴”好戏

本届民族运动会的开幕式

场馆郑州奥体中心首次投入使

用。根据场馆的独特结构，开幕

式独创“幸福路”“团结门”，不仅

为代表团打造了别具一格的入

场形式，还为点火仪式提供了创

新空间。

点火仪式中，本届民族运动

会 的 吉 祥 物 龙 娃“ 中 中 ”沿 着

“幸福路”来到现场，将火种传

递给第一棒火炬手。火炬手都

是 获 得 世 界 冠 军 的 河 南 籍 运

动员。

最后一棒火炬手是奥运会

射击冠军贾占波和奥运会网球

冠军孙甜甜。他们接过火炬，沿

着“幸福路”奔向“团结门”。在

团结门下，伴着鼓声，他们点燃

由 56 片 花 瓣 组 成 的“ 同 心 花

蕊”，火焰飞向火炬塔，第十一

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会圣火点燃了。这场别开生面

的点火仪式，成为开幕式的压

轴好戏，引得会场上响起一片

热烈欢呼声。

（新华社 孙清清）

本报讯（李尚维）“舍不得武

侯祠的那对联，舍不得府南河

的那行柳，舍不得熙攘的宽窄

巷，舍不得旖旎的望江楼……”

9月 8日上午，四川省成都市高

新区石羊街道锦城社区“好声

音”争霸赛激情唱响。

活动现场，来自锦城社区的

7 支合唱队依次唱响属于他们

的“好声音”，《我和我的祖国》

《爱在成都等我》《社区之歌》等

自选曲目唱出了天府眷恋，颂出

了爱国情怀。活动尾声，特邀嘉

宾锦南合唱团一曲《我爱你中

国》让参与活动的社区居民纷纷

跟唱，现场歌声一片。

据悉，锦城社区举办此次

“好声音”争霸赛，旨在为社区

声乐爱好者们提供一个展示才

华的舞台，进一步激活社区居民

追求文化品位的热情，促进邻里

情感交流，不断推进和谐社区建

设。活动特邀请作曲人景雁成为

比赛创作固定参赛曲目《社区之

歌》。经过近三个月的精心筹

备，7支参赛队伍用歌声凝聚出

社区力量，唱响了属于他们的社

区梦和中国梦。

我国科学家首次探明
类星体“燃料供应”之谜

新华社合肥9月 9日电（记者 徐
海涛）近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与中

国极地研究中心等科研机构的科学

家合作，在国际上首次成功观测到类

星体“吸积燃料”的过程。国际顶级学

术期刊《自然》日前发表了该研究

成果。

类星体，是类似恒星天体的简

称，是 20世纪 60 年代国际天文学的

“四大发现”之一。它比星系小很多，

释放的能量却是星系的千倍以上，发

出可在 100 亿光年外被观测到的超

强亮度，成为宇宙中最明亮的天体。

依靠超大质量黑洞的超强引力，

高速吞噬周围的星际物质，部分物质

在被吞噬前转化为能量释放，类星体

将物质转化为能量的过程已经清楚，

但它如何不断获得物质的机理尚不

明确。如果没有源源不断的“燃料供

应”，类星体无法持续发光。但这一供

应过程远离发光中心，难以被天文望

远镜观测到。

近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与中国

极地研究中心南极天文学团队及其

合作者，完成了对这一现象的解密。

他们使用“内流气体探针”，在8个明

亮的类星体光谱中，观测到了氢、氦

元素激发态吸收线，发现这些吸收线

除了宇宙膨胀导致的红移外，还由于

多普勒效应产生了额外的红移。

研究团队根据多普勒红移的大

小，计算出物质向内流动的速度高达

每秒 5000 公里，并进一步计算得知

黑洞“吞吃”的过程可持续上万年。因

此，在此期间类星体可以获得源源不

断的“燃料供应”并持续闪耀。

当皮影戏邂逅VR：
新兴科技为
传统文化注入新生命

新华社天津9月 9日电（记者 毛
振华 张宇琪）头戴 VR（虚拟现实技

术）眼镜，坐上马鞍形的操作座椅，体

验者就沉浸在皮影戏“田忌赛马”的

故事中，参与一场观感俱佳的“赛马”

实战。这是记者在 2019 中国旅游产

业博览会上看到的场景。

这款融合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VR技术和传统故事的沉浸式互动游

戏，由文化和旅游部旗下中国艺术科

技研究所日前完成，被选入文化和旅

游部科技教育司 2019 年文化和旅游

装备技术提升优秀案例。

“我们一直在寻找传统艺术与现

代科技的契合点，VR 皮影戏互动游

戏是一次尝试。”中国艺术科技研究

所数字艺术部副教授张晴在现场介

绍说。

记者看到，当体验者戴上 VR 眼

镜，便“穿越”到皮影戏“田忌赛马”

中，传统皮影戏里的人物、车马等一

一呈现在眼前。待体验者将它们放到

“幕布”上后，再从自己的上、中、下三

匹马中选择一匹，“跃身”上马，便可

与历史上的齐威王在虚拟现实环境

中进行比赛了。

“现在一年也就只表演五六场。”

说起皮影戏表演的冷清,皮影制作人

朱超很是无奈。在该项目课题研究前

期，张晴曾向朱超了解皮影雕刻工

艺，用于VR中皮影形象制作。朱超期

待，借用现代科技，可以让更多年轻

人了解并喜欢上这门传统非遗技艺。

长三角研究型大学联盟
发布首批五个合作项目

新华社杭州9月 8日电（记者 朱
涵）由浙江大学倡议，复旦大学、上海

交通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共同发起的长三角研究型大学

联盟9月7日在浙江大学发布首批五

个项目。联盟高校将发挥学科、人才

与创新优势，服务支撑长三角高质量

一体化发展。

首批发布的五个项目为：复旦大

学牵头的智库论坛项目，上海交通大

学牵头的教学实践基地共建共享项

目，南京大学牵头的量子材料与物态

调控创新创业中心项目，浙江大学牵

头的知识产权协同转化创新平台项

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牵头的“面向

未来”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一体化

培养项目。

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院士表示，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将为高校构筑更

加广阔的战略空间，长三角研究型大

学联盟要以更大的力度推进科教先

行、联盟先试，以高质量的教育一体

化、创新一体化支撑长三角的一体化

发展，进而为世界贡献区域一体化发

展的中国方案。

中国学者发明早期
肿瘤标志物检测
新方法

新华社南京 9月 9 日电（记者 王珏
玢）记者从中科院苏州医工所获悉，该所

科研人员新近研发出一种可以高灵敏度

检测微小核糖核酸（miRNA）浓度的新

方法。由于微小核糖核酸的浓度在多种

癌症发生、发展早期就会出现异常，这种

新方法的推广使用，有望帮助更多人尽

早发现和诊断癌症。

微小核糖核酸是一类长度为 18 至

25个核苷酸的小核糖核酸，它在调节细

胞分化、增殖和死亡中发挥重要作用。医

学研究表明，肺癌、胰腺癌、结直肠癌等

多种类型的肿瘤细胞，都会导致人体特

定微小核糖核酸浓度异常。与传统肿瘤

标志物相比，检测微小核糖核酸有助于

在癌症发展的极早期就发现疾病征兆。

也正因此，它被称为寻找早期癌症的“指

纹”。

此次，科研人员采用几十个银原子

组成的团簇作为荧光信号源，来检测微

小核糖核酸的浓度。在没有微小核糖核

酸存在的条件下，信号源发出红色荧光，

当样本中存在微小核糖核酸时，红色荧

光转变为黄色。微小核糖核酸浓度越高，

原本的红色荧光越弱，黄色荧光越强，比

较两种荧光的强弱，就能精确获知微小

核糖核酸的浓度。

“新方法不仅可以检测血液样品中

的微小核糖核酸，还能与影像学检测结

合，指示病变发生的具体位置。跟以往同

类检测方法比，它的分析性能更优，而且

操作便捷、条件简单，应用推广更加方

便。”负责此项研究的苏州医工所研究员

缪鹏说。

相关研究成果已于近日发表在国际

权威传感器类期刊《传感器与执行器B：

化学》上。

锦城社区群众唱响锦城社区群众唱响““好声音好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