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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青白江等区县政府，四川大学、四川传
媒学院、航天云网、中科信息、创维等近20家高校、
高科技领军企业与中国电信成都分公司签署了
5G产业战略合作协议，将共同打造5G行业应用示
范，推进5G场景化模式创新，促进产业发展。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相关人士表示，四川
省将5G作为一个重点产业，在新一代网络技术
产业培育计划中，重点从5G、超高清视频、北斗
系统、网络安全四个方面发力。

成都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相关人士表示，成都
市高度重视5G产业发展，突出抓好“四大主要任
务”、深入实施“十大重点工程”、着力打造“三大
产业基地”，出台六大类各项支持政策，在中国电
信及合作伙伴的支持下，打造“中国5G创新名
城”、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5G产业聚集地”。
2020年，成都将在全国率先实现5G规模商用；
2022年，将建成5G基站4万个，建成5个以上国家
及省级5G产业创新平台，培育5G产业链企业500
家、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企业100家、在行业内
具有影响力的龙头企业10家以上，全市5G产业
规模达到1000亿元，成为全国5G产业发展高地。

另据悉，成都电信还与相关单位共同打造了
5G+数字天空，实现无人机在交管区域疾速巡
航、辅佐交通事务处置。

四川省首个5G综合应用示范网规模建成
成都5G全国首发 创新合作全面启动

4 月 26
日上午，5G
成都·产业创
新合作大会
在蓉召开。会
议宣布，四川
省首个5G综
合应用示范
网规模建成。

大 会 全
面解读了5G
产业发展现
状及未来趋
势，集中展示
四川5G应用
创新成果，促
成近20家产
业链企业签
约，推动构建
5G产业创新
合作生态圈。

在当天的会议现场，通过5G+
8K直播了乐山大佛“出关”的盛况。
据悉，乐山大佛经近半年的修缮，于
4月26日正式整装“出关”，与游客

“重逢”。未来，5G在助力文化和旅
游强省建设领域大有可为。

会上，首发了全国第一首5G宣
传曲《与你相遇》，这首歌由四川电
信员工原创，融入了中国电信在成
都锦江河畔实现5G+8K全球首航，
二环高架上打造全国第一辆5G公
交车等亮点元素，生动展现了中国
电信助力成都5G产业发展的努力
和成效。正如歌词一样：“与你相遇，
Hello 5G。从现在，到未来，心与心
没有距离。”基于5G网络的低时延
特性，完美呈现三地歌手演唱的实
况，点亮5G创新合作的未来。

在会议现场，还集中展示了5G
手机终端，以及5G+工业互联网、
5G+远程医疗、5G智慧公交、5G智慧
交通、5G+无人机、5G+文创、5G+智
能控制、5G+VR、5G+云游戏、5G+
人工智能等近20种5G创新应用，让
参会嘉宾全方位体验5G+智能生活。

记者看到，通过8K+5G直播，
在8K电视上能够极清晰地看到蛋
雕细腻生动的纹理。作为5G时代的
重要应用，以8K为代表的极高清视
频业务，将通过构建完整的生态链
推动文创娱乐产业发展，并广泛运
用于交通、医疗、工业能源、教育等
多个领域。

而基于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小
域精灵“家庭健康智能终端”和中国
电信5G及宽带网络完美结合，构建
医疗服务生态系统，为广大公众带
来随时随地、便捷高效的智慧健康
管理服务。

现场展示了中国电信联合成都
市公安局发布的全国首个5G智慧
交通创新应用，通过5G无人机飞行
编队开展交通管理工作，使指挥平
台获取指令时间从4G时代平均用
时两分钟缩短为20秒以内，实现传
统城市交通管理向5G陆空一体化
协同作战转型。 （庞健）

作为全国首批5G试点城
市，四川成都率先发布了《成
都市促进5G产业发展规划纲
要》，提出到2022年，将成都建
设成为5G网络供给全国领
先、行业应用深度融合、核心
生态高度汇聚、产业聚集效应
凸显的中国5G创新名城。

中国电信四川公司总经
理郑成渝作大会主旨演讲，介
绍了当前中国电信5G优势及
为5G产业创新所做的努力。郑
成渝表示，中国电信四川公司
坚持行业领先和产业聚合，以
应用示范为先导，以平台汇聚
为核心，构建优势互补、开放共
赢的5G产业生态圈，加快四川
5G产业发展。目前，四川电信
光纤宽带和IPTV用户均突破
1400万户，i视视用户突破1000
万户。中国电信四川公司将以
遍及全川的综合信息网络为基
础，发挥5G、IPTV等行业领先
优势，助力“数字四川”建设。

中国电信四川公司5G网
络建设和应用创新一直走在
全国前列，先后建成全国首条
5G精品环线、首个5G电视塔、
首个5G火车站、首个智慧公交
综合体，并在全国首创5G+融
媒体直播，发布首个5G智慧交
通创新应用，实现5G+8K直播
夜游锦江全球首航，并推出
5G IPTV、5G 魔镜视频云平
台、5G云照片、5G+智慧校园、
5G+远程医疗等一系列示范
应用，助力5G融入产业发展和
城市生活。2019年3月29日，中
国电信四川公司在现网环境
下，率先拨通中国电信全国首
例5G 语音通话和视频通话。

大会现场，5G+8K直播
了乐山大佛“出关”场景，首次
实现了跨域5G直播应用。随
着中国电信5G在四川多个行
业的应用测试成功及应用推
进，标志着四川首个5G综合
应用示范网规模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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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网2019”启动
整治“洗稿”和图片市场

昨日在京举行的2019中国网络版
权保护与发展大会上，国家版权局、国
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
部、公安部四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
侵权盗版“剑网2019”专项行动。

据介绍，此次专项行动自4月底开
始到10月底结束，将开展5项重点整
治：一是深化媒体融合发展版权专题
保护。严打未经授权转载主流媒体新
闻作品的侵权行为，严肃查处自媒体
通过“标题党”“洗稿”方式剽窃、篡改、
删减主流媒体新闻作品的行为，依法
取缔、关闭一批非法新闻网站及微博
账号、微信公众号、头条号、百家号等
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二是开展院线
电影网络版权专项整治。三是加强流
媒体软硬件版权重点监管。四是规范
图片市场版权保护运营秩序。严厉查
处图片公司通过假冒授权、虚假授权
等方式非法传播他人作品的侵权行
为，着力整治图片公司在版权经营活
动中存在的权属不清、滥用权利、不正
当维权等违法违规行为，推动相关企
业合理合法维权，构建健康有序的图
片市场版权秩序。五是巩固网络重点
领域版权治理成果。 据新华社

四川足协：
正协商对四川FC进行托管

在球队股权转让迟迟没有定论的
情况下，四川省足球协会相关负责人
昨日透露，已开始对托管四川FC一事
进行协商。

2019年1月，四川FC队曾两次发
布声明，称出现短期资金困难，公开
向企业或个人发出合作邀约，形式包
括但不限于增资入股或整体股权转
让。此后的多次股权转让要么无果而
终，要么仍没有最终定论。据四川省
足协秘书长胡鹏春透露，目前已经开
始协商对球队进行托管，但还没有签
署最终的相关文件。“要为球队负责，
为球员负责，为社会负责，正在跟球
队相关负责人协商托管，但是也不能
强行来做这个事情，还是要按照企业
的市场行为来操作。目前足协正在筹
款，用于球队近期的部分比赛经费。”
胡鹏春说。 据新华社

惊惊喜喜 需要感谢的人太多
兴奋又有压力，这是虞佳得知自

己入围梅花奖时的心情。申报梅花奖
时四川报了两个人，虞佳在资历上并
不占优势。

最后得知自己入围的时候她非常
兴奋，这一次梅花奖有三个35岁以下
演员入围，这在之前是基本没有过的，
虞佳认为这是对年轻人很大的支持。
她表示，现在中国剧协没有按资排辈
去评价演员，完全从报上去的作品、从
戏的呈现出发来做评价。

但兴奋也伴随着压力，“那么多能
够入围的演员都是优中选优，每个人
都很优秀，站在全国的平台上去演出，
还是会有压力。”

对虞佳来说，得到梅花奖需要感
谢的人太多，这也不是她一个人就可
以做到的事情，成都市川剧院的领导、
同事、同门的支持和努力都让她觉得
自己非常幸运。“戏曲是一门综合的艺
术，需要乐队、舞美、灯光等各方面的
合作，有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不会有今
天入围梅花奖，大家都特别给力。”

“《目连之母》成就了我，我会一如
既往，踏踏实实地学戏。”虞佳入围梅
花奖后，给自己的老师发了这样一条
微信。“梅花奖是对我从学戏到现在十
多年努力的一个肯定，我应该继续学
戏和演出，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给年
轻演员做好表率。”

意外意外 参赛时状况频出
《目连之母》是虞佳的参赛剧目，

剧中通过女主人公刘氏四娘“改嫁”
“认子”“开荤”等情节，着力抒写了人
性、人情、人欲的必然要求与这种要求
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

虞佳觉得这部戏最难的地方在于
塑造人物。刘氏四娘在戏中跨了几个
行当，前期吃斋念佛，需用青衣旦表现
个性，但到了出嫁时需要变成花旦，虞
佳要将每个行旦都拿捏准确。“刘氏性
格鲜明，把四川人的性格完全表现出
来了，坚强、不怕吃苦、敢于尝试。”

去南宁比赛前，因天气忽冷忽热，
虞佳有一点热伤风。“到医院输了三天
液，做了三天雾化才好一点。到南宁参
加比赛时我的嗓子还没有完全恢复
好，我也不太适应那里闷热的天气，所
以当时压力特别大。”

“比赛的剧场非常大，锦江剧场台
宽12米，但比赛剧场台宽18米。”《目连
之母》演出的人很少，没有大型的舞美
和众多的配演，即便在装台时专门设
计了几个框子缩小舞台，虞佳还是觉
得演出非常累，好在结果不错。“一千
多个座位基本都坐满了，演得还是比
较顺利，没有出现任何失误。”

“我似乎每次赛前都要出一些状
况。”虞佳笑着说，“但最后都顺顺利利地
演下来了，而且成绩都不错，所以当时希
望梅花奖也能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34 岁 的 川 剧 演 员 虞 佳 昨 日 获 得 中 国 戏 剧“ 梅 花 奖 ”

成都商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昨日从成都市川剧研究院获悉红星新闻记者昨日从成都市川剧研究院获悉，，在第在第2929
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的舞台上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的舞台上，，成都市川剧研究院的青年演员虞佳凭借成都市川剧研究院的青年演员虞佳凭借

《《目连之母目连之母》，》，获得获得““梅花奖梅花奖”。”。在昨晚的颁奖礼上在昨晚的颁奖礼上，，3434岁的虞佳成为瞩目岁的虞佳成为瞩目
的明星的明星。。

这也是继这也是继20132013年王超年王超、、刘露获得第刘露获得第2626届中国戏剧梅花奖之后届中国戏剧梅花奖之后，，四四
川省戏剧演员再次荣获这一中国戏剧表演艺术最高奖川省戏剧演员再次荣获这一中国戏剧表演艺术最高奖。。此前此前，，成都市成都市
川剧研究院已先后培养了晓艇川剧研究院已先后培养了晓艇、、刘芸刘芸（（二度梅二度梅）、）、陈巧茹陈巧茹（（二度梅二度梅）、）、孙勇孙勇
波波、、刘萍刘萍、、孙普协孙普协、、王玉梅王玉梅、、王超王超88位位““梅花奖梅花奖””得主得主，，共共1010朵朵““梅花梅花”。”。

如今如今，，虞佳成为成都市川剧研究院的第九位虞佳成为成都市川剧研究院的第九位““梅花奖梅花奖””得主得主。。值得值得
一提的是一提的是，，虞佳的丈夫虞佳的丈夫、、成都市川剧研究院副院长王超也是成都市川剧研究院副院长王超也是““梅花奖梅花奖””
获得者获得者，，夫妇两人都摘得了夫妇两人都摘得了““梅花奖梅花奖”，”，这在川剧界还是第一次这在川剧界还是第一次。。

虽然出生在川剧世家，但虞佳
最开始对川剧并不感兴趣。“我 父
亲是川剧团的，我从小也会看，但
那时不是特别喜欢。”虞佳十五岁
时，一个偶然机会就读川剧班后，

“唱腔老师教我们唱腔，那会儿学
的是纸腔，我突然觉得挺好听的。
后来还上了一些戏课，觉得排戏很
好玩，慢慢就发现川剧很有魅力。”

自从学习川剧，十几年来虞佳
从没打过退堂鼓。在班上属于学得

比较好的学生，老师们都喜欢她，
2003年在学校时就参加“长富杯”
拿了一等奖。从攀枝花班毕业后虞
佳就被分到攀枝花川剧团了，后来
在2006年成都市川剧院公招，虞佳
便考回了成都。

虞佳说：“学川剧教会我坚强、
能吃苦。我一直都这样，自己认定
的事就要一直做下去，哪怕中间会
出一些小状况，我不会像现在很多
年轻人那么浮躁。”

坚持坚持 从未打过退堂鼓

虞佳的丈夫王超也是“梅花奖”
获得者，夫妇两人都摘得了“梅花
奖”，这在川剧界是第一次。对于虞
佳所取得的成功，王超非常激动。

“鲜花和掌声凝聚着汗水的浇灌和
辛勤付出，虞佳很努力很刻苦，她很
幸运得到了回报！戏曲演员很辛苦，
特别是我们夫妻都是川剧演员，为
了舞台要放弃更多……我们是川剧
界第一个夫妻档梅花奖家庭，今后
的责任更重，传承传播川剧是我们
一生的理想和追求。”

“获奖的时候他比我高兴，演出
的时候他还比我紧张。”虞佳笑着告
诉记者，王超给予了她太多的帮助。

“我比较单纯，只负责把自己的戏演

得更好，其他方面的工作都是他在
做。”甚至，为了保证睡眠，两人还把
自家的枕头带去南宁。“我演出的戏
对体力消耗特别大，所以每次演出
下来都会需要喝大量的水，他会把
我的水、削好的一些水果都放在旁
边，在舞台的侧边等着我。”

虞佳告诉记者，王超自己也要
演戏，还要时时刻刻关心她的状
态，真的非常辛苦。他一直在鼓励
她：“你的戏没问题，这个戏很好，
很适合参加比赛，很能展示演员全
面的可塑性，又很接地气，很有川
剧特色。”

最后，虞佳的演出大获成功，
让夫妻俩都非常高兴。

突破突破 川剧界第一对梅花奖夫妻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任宏伟 实习生 易沁圆

图片由市川剧院及受访者提供

虞佳的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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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佳摘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