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三届孔子学院大会举办同期，还举办了孔子学院新技术应用展与汉语教学资源展。“AI汉
语课堂”借助人工智能助推国际汉语教学标准化、均衡化；即将出版的AR节庆卡片，通过增强现实
技术，呈现嫦娥、门神、财神等的3D卡通形象，讲述中国传统节日故事，展现中国传统节庆文化；30
秒内为语言学习者连接所学语种的母语者，通过互动交流，提高语言学习者的学习效率……昨日，
记者现场探访发现，这次展览科技感爆棚，各种“黑科技”将带领参观者进入汉语教学与学习场景，
让汉语学习与中国文化传播变得更加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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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酷！
“黑科技”助力汉语海外教学

第十三届全球孔子学院大会今日在蓉开幕

展览中，记者还看到一堂汉语教
学，据悉，这堂课程是好未来教育集团
集合AI技术为孔子学院汉语教学量身
定做的，可以通过人脸识别、语音合成
等一系列人工智能技术，以人机互动的
形式为汉语学习者提供教学。“这项技
术在汉语教学中的应用，主要是为了解
决国际汉语教育标准不一、资源不均、
师资短缺等问题。”好未来教育集团相
关负责人介绍，这项课程不仅能激发学
生汉语学习兴趣，降低教学成本，最主
要是能让汉语教学不受地域限制，让各
国各地汉语学习者接受到质量相仿的
教学。

除了这些“黑科技”，记者在现场还
看到很多书法学习、熬制中药、猜谜语、
汉语考试等互动体验环节，比如通过猜
与中药相关的谜语、现场制作艾条、艾
皂等，就有机会获得中药艾制奖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茜妮
庄灵辉 摄影记者 刘海韵

据了解，为促进中外人文交
流，推动世界多元多彩的文明发
展，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孔子
学院建设，孔子学院总部在调研
中外企业、社会团体等需求基础
上，于第十三届孔子学院大会期
间将推出“孔子学院合作伙伴计
划”。“孔子学院合作伙伴计划”
既有中长期战略合作计划，又有
具体项目合作方案，内容涉及中
外人文交流等多领域，包括企业
捐资捐赠合作办学，联合培养人
才、提供实习机会和就业岗位、开
展文化交流活动、孔子学院数字
化建设、共建联合实验室等。通过

“合作伙伴计划”，各国孔子学院
将发挥遍及全球的语言教学和文
化交流网络的作用，与国内外合作
伙伴一起打造开放包容、共建共享
的公共平台，为国内外合作伙伴提
供更好的发展空间。同时，国内外
合作伙伴也将充分发挥各自行业
优势和丰富资源，支持和帮助汉办
以及各国孔子学院开展相关业务，
共同为各国民众提供更加优质、便
捷的汉语学习服务和文化交流体
验。大会期间，将有腾讯云计算、四
川新华发行集团等企业与孔子学院
总部进行签约。

孔子学院创办 14 年来，在坚
持汉语教学的同时，积极拓展功
能，有力助推了中国与各国的人
文交流和经贸合作。目前，已有
154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 548 所孔
子学院和 1193 个课堂，各类面授
学员累计1100万人。

国家汉办有关负责人表示，一
年一度的孔子学院大会是全球孔子
学院的盛会，被誉为教育“达沃斯”，
至今已成功举办十二届，旨在总结
经验，密切交流，加强合作，此前历
届曾在北京、厦门、上海、昆明、西安
等城市举行。

紧握手中的竹笋，竖起耳朵仔
细聆听园外的声音，未被咀嚼完的
笋尖还挂在嘴边……28岁的海归大
熊猫“高高”归乡已有一个月，但对
家乡的一切，它还十分好奇。昨日上
午，记者来到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
中心都江堰青城山基地，探访刚结
束隔离检疫的“高高”。

11月1日，旅居美国圣地亚哥动
物园15年的老龄大熊猫“高高”回到
了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这是
中美大熊猫科研合作协议期满后，
重新回到故乡的首只大熊猫。“高
高”入住的都江堰青城山基地隔离
检疫兽舍，为非游客参观区，环境优
美安静，是老年大熊猫的天然养老
院。隔离检疫期间，保护研究中心为

“高高”制定了专门的饲养护理方案
并安排专职饲养师进行饲养管理。

目前，保护研究中心已经与13
个国家15个动物园建立了大熊猫科
研合作关系，搭建了最重要的大熊
猫国际国内合作交流平台。34只大
熊猫在海外参与了大熊猫国际合
作，在海外繁育成活大熊猫幼仔共
18只。随着“高高”回国，如今已有13
只大熊猫回到保护研究中心生活。

“高高”今年已经28岁（相当于
人类约98岁），是一只老龄且多病缠
身的大熊猫。根据“高高”的身体情
况，饲养员会选择竹子、胡萝卜、苹
果、窝窝头和竹笋等食物，严格按照
先粗后精、少精多粗和少量多次的
饲养原则进行饲喂。

气温的变化对“高高”来说也是

一个巨大的考验。和美国圣地亚哥
相比，都江堰气温偏低，而“高高”对
寒冷的抵抗力也较弱。记者了解到，

“高高”的内舍设有取暖器，将室温
维持在15度左右。“高高”的“床上”
也铺设有软物，覆盖了麻袋，使其在
晚间休息时也能舒畅温暖。

“高高”在美国生活期间曾患
睾丸癌并进行了手术，同时又患
有高血压、心脏病和关节炎等老
年疾病。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
心兽医王承东表示，在隔离检疫
期间，基地根据圣地亚哥动物园
的治疗经验制定了相应的治疗和
保健方案，每日监测“高高”的体
况，并按时投喂药物。下一步，兽
医团队将对“高高”进行定期体
检，并根据具体情况及时调整饲
养方案和治疗措施。

预告预告
双胞胎大熊猫
“福凤”“福伴”回乡

两年前，“福凤”和“福伴”在奥
地利维也纳美泉宫动物园出生。这
是迄今为止在境外自然交配且全母
兽育幼存活的唯一一例大熊猫双胞
胎。在结束了两年的奥地利生活后，
双胞胎于12月2号踏上了返乡之旅。
今日上午，双胞胎大熊猫“福凤”和

“福伴”将会抵达卧龙中华大熊猫苑
神树坪基地。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实习记者
黄伊舲 摄影记者 刘海韵

28岁海归大熊猫“高高”
结束隔离检疫
双胞胎大熊猫今日归乡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进驻
四川省开展“回头看”工作即将结
束，新一轮的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
强化督查将无缝启动，全省各地抽
调的 66 名环境监察执法业务骨干
将组成现场督查组对 10 项问题进
行强化督查。昨日，“成都平原、川南
及川东北地区2018-2019年秋冬季
蓝天保卫战攻坚行动强化督查动员
会暨督查人员培训会”在成都召开，
在分析当前大气污染防治形势的同
时，安排部署秋冬季大气强化督查
工作，由此也打响了为期 2 个月、4
轮不间断的蓝天保卫攻坚战。

“虽然全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取得积极成效，但也要看到，我省大
气环境质量并不稳定，加之冬季气
象不利，大气环境形势不容乐观，必
须充分认识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
的重要意义，扎实做好强化督查工
作。”四川省生态环境厅总工程师赵
乐晨表示，瞄准工业污染治理、扬尘

管控等重点问题，在督查过程中将
采用“蛙鸣系统”、无人机、VOCS红
外热成像仪等先进技术，锁定污染
源，精准发现问题。对督查发现的问
题、约谈和整改落实情况，向社会公
开。同时，曝光环境违法典型案例，
宣传好的经验做法，主动接受社会
监督。

据悉，本次强化督查为期 2 个
月，采取异地交叉督查形式，从全省
各地抽调 66 名环境监察执法业务
骨干组成现场督查组，对“散乱污”
企业综合整治情况、重点领域管控
治理情况、燃煤锅炉综合整治情况、
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情况、工业企业
环境守法情况、错峰生产落实情况、
重污染天气应急措施落实情况、环
保督察涉气问题整改情况、群众投
诉的突出大气环境问题办理情况、
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强化督查
问题整改情况等 10 项督查内容进
行强化督查。督查范围以成都平原
地区8市（成都、德阳、绵阳、遂宁、
乐山、雅安、眉山、资阳）为主；涵盖
川南4市（自贡、泸州、内江、宜宾），
川东北 5 市（广元、南充、广安、达
州、巴中）和工业重镇攀枝花市。督
查时间为 2018 年 12 月 3 日至 2019
年 1 月 29 日，共安排 4 轮次不间断
督查，每轮次持续半个月。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12月2日，四川省人民医院胸外
科护士长高虹在纽约返回北京的航
班上，偶遇一位老年患者突发心脏
病，万幸及时服用硝酸甘油后得到缓
解。而在11月18日，高虹所搭乘的北
京到纽约的航班上，一位东南亚籍的
年轻小伙也突发心律不齐，高虹和浙
江一位麻醉科医生在机上一同对患
者进行了紧急救治后，患者病情得到
了缓解。

回忆这次往返旅程上的特殊经

历，高虹认为，事情是小事，自己是举
手之劳，但这时刻提醒了自己作为医
护人员的职责。

高虹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11 月 18 日，自己搭乘国航航
班，由北京前往纽约，在飞机飞行了
10余小时后，机上广播突然响起，一
位乘客突发疾病。“因为飞机上有一
个医生，我想我是护士，刚开始犹豫
了一下没去。”高虹说，但作为医护人
员，自己还是有些担心，便也上前去

看看。突发疾病的是一位东南亚籍的
年轻男性乘客。当时，已有一位浙江
的麻醉科医生正在了解情况，高虹配
合医生，使用机组上的急救设备给患
者测量了血压、心率等生命体征情
况，发现乘客有些心律不齐，乘客也
表示很难受。“在给他吸氧，身体放平
之后，情况很快就得到了缓解。”高虹
说，随后自己就回到了座位上。

原本以为就是飞机上的一个小
插曲，没想到，在回程航班上，高虹又
遇上了乘客突发疾病。12月2日，从
纽约返回成都，飞机已飞行 10 余小
时，进入中国境内。一位老年男性患
者突发不适，手脚冰凉，神智昏厥。

“询问他的家属，表示他有心脏病
史。”高虹说，在询问得知家属有携带
药物后，自己协助家属将硝酸甘油给
患者服下，又让老人平躺，吸氧，“几
分钟之后，患者就缓解了，大概20分
钟，患者神智恢复了。”此时，机长询
问，飞机已在哈尔滨上空，如果患者
有诊治需要，可以备降哈尔滨机场。
高虹在仔细查看了乘客的情况后，表
示以现在的情况暂不需要送医。随
后，飞机顺利降落在北京机场，患者
由机组人员护送下机，家属也一直向
高虹表示感谢。

高虹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作为医护人员，遇到有患者突
发病情，帮助救治，这是本职，也是一
件举手之劳的小事，但这次往返纽约
的国际航班上都遇到了患者突发急
病，也让自己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医
护人员的责任。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于遵素 受访者供图

与央督无缝对接！
四川打响2018-2019年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

往返纽约均遇乘客突发疾病
成都护士高空中参与救治

AI汉语课堂、AR节庆卡片……

这种汉语教学科技感爆棚！

“相传，嫦娥的丈夫后羿射下
九个为祸人间的太阳，解救了百
姓。神仙为了奖励后羿，送给了他
一颗长生药。后羿把药交给嫦娥保
管，没想到，有歹人趁后羿不在家
的时候，去强抢长生药。嫦娥拼抢
不过，只能把药吃掉，于是她变成
了仙女，独自飞向月亮。”刚走进展
览的体验区，就能看到一些纸板做
成的门神、财神、嫦娥等中国传统
文化人物形象，但不同于一般平面
图的是，通过相应手机 APP 扫描
后，这些纸板就会变成3D卡通形
象，在展区的阵阵国乐声和艾草香
气中，通过语音讲解功能为人们讲
述中国传统节日故事。

“这是我们公司研发的一套文
化产品，产品主体是一套节庆典藏
卡片，通过相应的APP扫描，就能
将这些死板的卡片变成活灵活现
的3D卡通形象，还配有语音讲解

功能。”四川新华乐知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马小飞告诉记者，
这套文化产品目前主要有中文、英
语、俄语、西班牙语以及泰语等 5
种语言，将于本月正式出版发行，
对于外国友人学习了解中国传统
文化和汉语有很大帮助。

在这套AR卡片产品旁边，还
有一台能够即时连接全球母语者的
产品，这款名为Pop On的语言服
务APP，最大的亮点就是能够即时
连接所学语言的母语者，目前能够
提供中文、英语、西班牙语、日语等
多个语种的母语者服务，“只需一键
呼叫，30 秒内就能连接全球母语
者。”上海沃动科技有限公司商务拓
展经理吴思雯告诉记者，Pop On产
品目前已经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
和地区，1200余个城市，能用中文母
语互动的形式提高学习者学习效
率，激发汉语学习者学习兴趣。

奇妙奇妙//
纸板人物变3D形象
AR技术呈现中国传统节庆文化

体验体验//
AI汉语教学打破地域限制
展览现场互动多

今日，第十三届
全球孔子学院大会在
成都开幕，来自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大
学校长、孔子学院代
表近 1500人参加大
会，共话汉语海外教
学和文化交流。

本次大会将举办
2个专题论坛，8场中
外校长论坛和20个
工作坊，将围绕“孔子
学院办学模式和管理
机制创新”“汉语+与
孔子学院特色化发
展”“孔子学院数字化
建设”“培育多元化合
作伙伴关系”等议题
沟通交流。

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

12月3日上午，四川省“再造一
个都江堰灌区”的向家坝灌区（北总
干渠一期一步）工程在宜宾市翠屏
区宗场镇龙岩洞隧道施工现场正式
动工。工程建成后，将解决宜宾、自
贡、内江三市部分地区的饮用水和
农业灌溉问题。

据了解，四川省向家坝灌区工
程位于四川西南部和云南东北部的
中低山区，依托向家坝水电站蓄水
作为水源，是向家坝水电站工程综
合开发利用的配套工程，是四川水
利建设史上仅次于都江堰灌区的特
大型水利工程，也是四川省“再造一
个都江堰灌区”水资源战略配置的
重要骨干工程。

据悉，灌区工程开发任务以灌

溉为主，兼顾城乡生活和工业供水，
覆盖四川省宜宾市、自贡市、内江
市、泸州市和云南省昭通市共21个
区（县），多年平均取水量17.82亿立
方米，规划灌面530万亩，估算总投
资约 305 亿元。可补充解决灌区内
143 个城镇（其中 8 座县城）和 400
余万农村人口用水问题，并向周边
自贡、内江市区和隆昌县城供水。

一期一步工程建成后，宜宾将
实现灌溉面积22.13万亩，可供叙州
区、屏山县主城区和部分乡镇供水。
向家坝灌区北总干渠一期一步工程
的开工建设，对推动西部地区尤其
是川南城市群加快发展、贫困群众
加快脱贫奔小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罗敏

“再造一个都江堰灌区”
四川向家坝灌区北总干渠（一期一步）工程开工

“高高”正在吃竹笋

汉语桥俱乐部会员参观体验汉语学习AR软件

高虹的朋友圈

机组人员与高虹合影

聚焦
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