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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袁询）弯道掉头
本就不该，还造成交通事故的发
生，当事司机后悔不已。2月12日，
三汇镇大件路八字村路段发生一起
交通事故，区公安局交巡警支队三
汇公巡大队值班交巡警立即赶赴
处置。

到达现场后，交巡警看到事故

造成四车受损，其中翻入荒地的垃
圾转运车上 3 名乘客轻微受伤。
为查清事故经过，交巡警查看事故
中一辆小车的行车记录仪视频后
发现，侧翻入公路外荒地内的垃圾
转运车在弯道处掉头，与公路上正
常行驶的另一辆垃圾转运车及小
轿车发生碰撞。碰撞产生巨大的

冲击力，造成掉头的垃圾转运车发
生倾斜，在此过程中，该车辆又与
安装行车记录仪的这辆小车发生
擦挂。经事故初查，掉头的垃圾转
运车越过道路中心实线，在弯道处
掉头，存在明显的违法行为，幸运
的是垃圾转运车上的3人只受了轻
微伤。

交巡警对侧翻到荒地的垃圾转
运车驾驶员进行了批评教育，其将
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和面临相应的
处罚。

交巡警提醒：在弯道掉头，是
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请广大驾
驶员引以为戒，遵守交规，平安出
行。

垃圾车弯道掉头 酿四车相撞事故

（上接2月15日3版）
同年 6 月，向忠发被捕，很快叛变，供出周恩

来在小沙渡路的住处。周恩来虽及时撤离，但在
上海已很难继续栖身。不久，中央决定周恩来停
止工作，等候转移到中央苏区。危难之际，陈云挑
起了重建中央特科的重担。

1931年12月中旬，聂荣臻到达中央苏区。毛
泽东对他说：“你来了好。你来了首先到五军团。
宁都暴动了，你去那个部队，代表军委，到五军团
工作，找上层谈话，做团结安定这个新起义部队的
工作。”不久，聂荣臻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
治部副主任。1932年3月12日，红一军团重组，中
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林彪为军团总指挥，聂荣
臻为政治委员。聂荣臻随即到红一军团工作。

1933 年初，陈云离开上海，来到中央苏区，担
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党团书记。
1934年1月下旬，陈云、聂荣臻出席了在瑞金召开
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
会。在闭幕会上，他们都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遵义会议上共同支持毛泽东

1934 年 10 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
国工农红军开始长征。长征期间，聂荣臻在红一
军团担任政委，陈云则先后担任红五军团中央代
表、军委纵队政委等职。

1935 年 1 月，陈云、聂荣臻等参加了遵义会
议。这次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
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博古等人

“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按照
会前准备，博古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
报告。他在报告中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
检讨，但更多的是强调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

张闻天按照会前和毛泽东、王稼祥拟订的发
言提纲，针对博古的报告作了“反报告”，系统批判
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在会上
作了长篇发言，对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
征初期严重损失的单纯防御战略的错误，进行了
深入分析。

陈云、聂荣臻等也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坚定支
持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陈云在会后写的《遵义政治
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指出，“扩大会议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
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张闻天后来回忆，遵义
会议上，陈云“是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拥护毛主席的正确路
线的”。

聂荣臻在发言中，对李德进行了尖锐批评。列席会议的伍修
权在回忆录中写道：“会议上的其他发言，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是李
富春和聂荣臻同志。他们对李德那一套很不满，对‘左’倾军事错
误的批判很严厉。他们都是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
的。”（未完待续）

（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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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甘晓伟）为缓解
企业招工难、群众就业难的“两难”
问题，近日，燕窝镇人民政府同四川
省广安市万隆镇人民政府、宝箴寨
镇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在燕窝镇合
隆场镇举行“春风送真情·援助暖民

心”现场招聘会。
据了解，本次招聘会共有25家

企业参加，共提供就业岗位236个，
其中燕窝镇本地企业7家，为即将外
出务工人员提供新的工作选择机
会。此次招聘会共吸引1800余人到

场咨询登记，其中达成初步就业意
向的有157人，发放就业、再就业等
宣传资料2000余份。燕窝镇有关负
责人表示，本次活动为两地群众提
供了就业机会，营造了良好的就业
氛围。

燕窝镇

举行2023年“春风行动”现场招聘会

自踏入区融媒体中心的门槛，
开始从事新闻宣传工作，我就憧憬
着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新闻工作
者，能用手中的笔和镜头为党和人
民做有温度、有情怀的报道。

秉持着这样的初心，工作几月
后，我便主动参加并通过了全国广
播电视编辑记者资格考试，正式成
为了一名新闻记者。这次学习考试
让我获益匪浅，“马克思主义新闻
观”在我的脑海中烙下了深刻的印
记，我深深地认识到作为一名党媒
新闻工作者，必须要在思想上、政
治上、行动上坚定地与党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为此，我自觉加大了政
治理论学习力度，常看央视新闻、
勤读党报党刊成为了我的日常，单
位组织的政治理论学习，我坚持认
真做笔记，慎思笃行，不断从中汲取
精神营养，提升自己的政治素质，确
保每一篇报道都能把握正确的舆论
导向，每一次宣传在意识形态上不
出现任何错误，保证每项宣传任务
顺利完成。

老话说得好，干新闻工作得“先
做人，再做文”，要想成为一名合格
的新闻工作者，在提高政治站位的
同时，还应具备高尚的职业操守和
道德情操。多年来，我一直坚持新
闻报道用事实说话，为人民服务。
还记得2022年8月，疫情、旱情不期
而至，接踵而来，哪里有新闻，哪里
就有记者的身影，作为电视专题创
作者，我们投袂而起，把镜头对准人
民，挖掘报道基层感人故事，克服采
访困难，赶制出了多期专题特别节
目，弘扬了主旋律、传播了正能量。
作为节目负责人，我和大家一起用
心策划，用情创作，一遍一遍地修改
文稿，字斟句酌，一次一次地筛选画
面，潜心打磨，就想以最佳的方式传
递党的声音，展现人民力量，切实践
行为党为人民的初心。

身为记者，遇上写稿剪片才思
枯竭的时候，我常会想起杨绛先生
的一句话：你的问题在于想得太多，
书读得太少。的确，扎实的业务技
能和广博的知识储备是记者必备的

业务素养，只有足够专业，才能收获
信任。平日里，放在办公桌旁的《电
视文本解读》《纪录片创作实训》等
书籍，我会没事翻一翻，结合工作实
际去理解，去提升；生活中的电视
剧、网络视频也是我的好老师，里面
普通的一段文字、寻常的几组镜头
都能撩动我敏感的神经，让我反复
去揣摩，去思考，积极锤炼“四力”，
让自己在实践中磨砺成长。

从事新闻工作几年来，我也曾
想深耕一个领域，把电视专题做精、
做好，但随着媒体融合发展，老百姓
的收看习惯已悄然改变，移动端短
视频早已超越电视专题，成为了大
众接收信息的主要方式。群众在哪
里，我们的宣传就要在哪里。从
2020 年开始，我们就尝试将电视专
题精简成短视频在移动端推送，但
宣传效果却远不如人意。2022年上
半年，我又开始着手熟悉剪映专业
版软件，力求拓展更多的短视频创
作空间，同时，我还将它安装在了部
门所有人员的电脑上，倒逼自己和

同事们从电视专题向短视频创作转
型，从传统媒体向全媒体记者转型。

全媒体记者除了会写文章、拍
镜头、做视频，还要会直播。去年，
单位领导安排我带领团队运用多机
位直播系统开展直播业务。面对从
未接触过的新设备，从未干过的导
播工作，我虽茫然却并没有退缩。
没人培训技术，我就电话请教供货
商，没有切换经验，我就将央视节目
一遍一遍回放来学习，从设备使用
到后台推流，从现场拍摄到镜头切
换，我和大家边干边学，边实践边总
结，最终将这新的直播方式推向了
市场，并得到了肯定。

随着一次次采访的完成，一场
场直播的成功，我收获了认可的目
光、由衷的赞许和真诚的信任。多
年来，这样美好的时光已屡见不鲜，
它是我内心的荣耀，也是我前行的
动力，我将继续怀揣这份美好，用心
去传递党的声音，用情去感受百姓
冷暖，笃定为党为民初心，在新闻战
线上策马扬鞭，勇毅前行。

初心如磐 勇毅前行
——做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者

○苏晓莉

本报讯（记者 袁询 摄影报
道）为充分发挥儿童之家的引
领和服务作用，锻炼儿童的动
手能力和创作能力，增进亲子
情感交流，营造和谐美好的家
庭氛围，2 月 10 日，南津街街道
东津沱社区在滨江路五道溪公
园开展“亲子手工”活动，丰富孩
子们的课余生活。

在现场，社区志愿者详细
介绍超轻黏土制作方法，孩子
们聚精会神地边听边学，还饶

有兴致地互相交流。孩子们
按照社区志愿者的示范自己
动手，一番搓、揉、捏、按下，一
个个漂亮生动的小动物就诞
生了。孩子们的脸上洋溢着
喜悦的笑容，现场气氛热闹而
温馨。

在场家长纷纷表示，这样
的亲子活动很有趣也很有意
义，不仅锻炼了孩子的动手能
力，也让孩子在手工活动中收
获了快乐。

东津沱社区

举办“亲子手工”活动

活动现场

“做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者”征文演讲比赛优秀作品之三

近日，AIGC——即人工智能生
成内容，再一次引发公众关注：一款
名为ChatGPT的聊天机器人程序在
社交媒体上不断刷屏。

写论文、生成文案、作画、作
曲……“新华视点”记者调研发现，
人工智能技术正加速发展，开展智
慧含量明显增高的创造性工作。人
们追问，AI将如何改变人类生活？

AIGC应用场景不断拓展

有人将ChatGPT概括为“聊天机
器人+知识检索+文本生成工具”。由
于有流畅自然的多轮对话能力、更接
近人类表达，且具备更强大的问题处
理能力，吸引大量关注。事实上，近年
来，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场景持续拓展。

据创新工场首席科学家、澜舟科
技创始人周明介绍，澜舟科技开发的
孟子模型已在营销文案生成、文学辅
助创作、研报生成、论文助写、数字人
脸生成、新闻报道撰写、智能客服等
领域落地。周明说，孟子模型所学知
识远超个体，“写出”的文案在多样性
和新颖性方面更具优势。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紫东
太初大模型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王
金桥也介绍，基于“紫东太初”大模

型打造的多模态虚拟人“小初”，已
拥有视频生成、智能问答、语音合成
等多种能力。“紫东太初”在工业质
检、影视创作、手语教学等领域也展
现出广阔的落地潜力。

记者从百度了解到，百度正计
划推出与ChatGPT类似的人工智能
聊天机器人服务“文心一言”，这项
工具将允许用户获得对话式的搜索
结果。“文心一言”计划于3月份完成
内测，面向公众开放。

将如何改变人们的生活与
工作？

AIGC之所以能加速发展，离不
开技术的跃迁。

据王金桥介绍，近年来，通过无
监督学习条件下的“大数据+大模型”
方式，自然语言处理、语音识别、计算
机视觉等任务的性能均显著提升。
这些技术的变革使AI越来越“聪明”
和“善解人意”，通过大量训练，在很
多专业领域可表现出超过人类的创
作能力，同时还能与人类顺畅交流。

未来，哪些职业和工作会被取
代？AIGC应用更多落地，将如何改
变人们的生活与工作？

受访专家普遍认为，标准化、制

式化的创作和职业将被更多替代，
而具有独立思考、具备丰富创意的
内容及工作，重要性将更加凸显。

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元宇
宙文化实验室主任沈阳认为，面对
ChatGPT 带来的改变，至少要加强
两种能力：提出问题和优化答案。
对这两方面能力要求高的工作，更
不易被取代。

王金桥认为，对于有明确边界、
领域知识固定的职业，AIGC可更多
取代人类，如数据分析师、客服、导
游等领域，或法律审核、医疗辅助诊
断、各类资料审核等场景。“人机协
同会是长期方向，但要完全代替人
类，未来几十年都不太可能。”

在王金桥看来，随着 AI 蕴含的
知识、数据越来越丰富，可帮助人类
减少重复性劳动。

健康发展需要跨学科跨领
域深度合作

该如何看待 AIGC 及其未来前
景？

有人认为，这是未来互联网世
界的基础设施，将“拉开新时代的序
幕”。也有人抱怨ChatGPT“满嘴跑
火车”，缺乏常识，不能从本质上了

解事物。
沈 阳 用“ 代 际 升 级 ”来 描 述

ChatGPT带来的变革，在他看来，未
来两三年 AIGC 和类 ChatGPT 产业
将高速发展，带来移动互联网功能
的进一步升级和变化。

业内人士认为，整体来看，AIGC
未来有较广阔的发展空间，而目前
在内容质量、投入成本、隐私规范、
版权归属等方面仍存诸多问题。

沈阳说，目前已发现 ChatGPT
存在局限性，如基于知识产权、版权
限制，专业报道内容不够；应对重复
性问题的能力不足等。

周明表示，在长文本生成、视频生
成、融入世界知识等方面，还需更好的
建模方法；通过加大模型参数增强AI
能力，其训练和推理成本高昂，需要探
索更经济、有效的性能改进途径。

此外，隐私保护问题备受关
注。王金桥认为，目前相关应用的
隐私保护还未设立清晰边界，相关
法律也需进一步厘清完善。

周明说，人工智能技术专家需
要与跨学科、跨领域的专家及政府
部门携手深度合作，搭建坚实的监
管框架，才能推动 AIGC 更健康发
展，满足社会需求。

（据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

AIGC应用持续升温
将给普通人生活带来哪些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