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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评论

当日，百度还发布了中国第一款云端全

功能AI芯片“昆仑”。
AI应用的爆发，对运算能力提出越来越

高的要求，基于传统芯片的AI运算加速已经
不能满足需求。因此，百度研发了这款专门
用于AI大规模运算的芯片“昆仑”。

相比最新基于 FPGA的 AI加速器，“昆
仑”的运算能力提升了近 30倍，除常用深度
学习算法等云端需求，还能适配诸如自然语
言处理、大规模语音识别、自动驾驶、大规模
推荐等具体终端场景的计算需求。

一语概括，“昆仑”是中国在大规模AI运
算实践中催生出的芯片，并具备高效、低成
本、多用途的市场竞争力。

著名计算机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
南认为，中兴事件发生后，各界都十分关注我
国芯片产业发展，许多互联网企业和传统电
子企业纷纷表示，要加大资金投入和队伍建
设发展芯片事业，这种积极性应当肯定。
“百度可以发挥他们在AI方面积累的技术
优势，而且做出的芯片可以首先在它自己的
AI平台上得到应用，通过应用推动芯片的发
展，形成一个良性循环。”③9

一组照片背后的亲情故事

7月2日，郑州市民郭女士在微信朋友圈里
发了一组推着轮椅上的父亲逛公园的照片。在
朋友圈中，她写道：“下午带老爸逛我小时候每
天都来的人民公园，从我们家到奶奶家仅隔了
一个人民公园……爸爸说我是在这里学会的走
路。老爸这次出院后语言表达比较困难，语言
能力和两三岁的孩子差不多，但是脾气性格好
了许多，而且还指着玩具要买，吃着棒棒糖、拿
着金箍棒，老爸可爱到不行。”这组照片和文字
引来众多点赞，有人评论“暖哭了”。

记者当天联系郭女士进行了采访。据她
介绍，父亲今年 65岁，1998年突发脑出血，此
后一直由她和母亲照顾。十年前母亲发生脑
梗，照顾二老的重担就落到独生女郭女士身
上。今年初，两位老人先后生病住院，郭女士
要往两家医院跑，加上工作繁忙，最难的时候
她也曾急得落泪。令人欣慰的是，郭女士的丈
夫对老人十分孝敬，在岳父母生病时全力照

顾，陪郭女士一起渡过难关。
最近父母都出院了。当天，郭女士和家人

推着轮椅上的父亲来到熟悉的人民公园散步。
小时候，她和父亲的合影很少，其中有一

张是在人民公园拍的，如今故地重游，她特意
多拍了一些照片。当天父亲心情很好，还很孩
子气地要买玩具、棒棒糖，郭女士说，小时候严
肃的父亲很少和她有这么亲密的交流，能陪着
父亲，看着他开心的样子，也让郭女士觉得找
回了童年稀缺的父女亲情。

一根“棒棒糖”温暖网络

7月 2日晚，河南日报官方微博编发了这
件温暖人心的小事。7月 3日，@人民日报、@
紫光阁、@中国文明网、@中国日报、@大河
报、@河南商报等全国各地百余家媒体官方微
博和政务微博以及众多网友纷纷转发，当天微
博总阅读量超过 1000万次，河南日报新媒体
原创的短视频播放量已达160余万次，还在持
续上升中。

“你陪我长大，我陪你变老。”网友们被郭
女士的这番举动所感动，纷纷留言点赞。

人们常说，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
去，人生只剩归途。陪父亲逛公园、给他买棒
棒糖看似平常，却饱含着儿女对父母深深的爱
意。感动都是相通的，微小的举动也能暖传天
下。③5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崔莉莉）7
月 10 日，由河南省网信办指导、一点资讯主
办的“新时代新河南——2018 一点资讯中国
行”活动将在郑州举行。作为一点资讯河南
地区的最大代理商，河南商报社将承办此次
活动。

郑州是“2018 一点资讯中国行”的第 5
站。一点资讯新媒体生态发布会首期活动6月
在西安启动，目前已经走过了西安、宁波、贵阳、
合肥4座城市，郑州站活动之后，还将陆续落地
福州、武汉、沈阳、济南、成都等 20余个城市。
活动将一点资讯新生态理念与区域城市建设融
合，并通过一点资讯人机智能创新模式、大数据
洞察技术，完备的审核服务体系，助力区域政府
打造城市形象名片。

作为覆盖全国 6.1 亿用户的移动内容平
台，一点资讯在人工智能、优质内容、算法分发、
大数据技术等方面建立了领先优势，“搜索+推
荐”的信息流双轮驱动结合地方生态模式创新，
将有助于城市发展。活动现场将邀请各方有关
人士，共同探讨新时代下如何利用移动互联网
平台、大数据技术以及兴趣营销等，促进区域内
容消费升级。

现场还将发布主题为“新城市、新河南”的
2018本地化战略。一点资讯本地化部总经理
赵志勇介绍，一点资讯力求通过对区域市场的
开拓和深耕，和城市一起成长，扩大城市影响力
辐射范围。③8

公厕，是城市文明的展示，是民生的重要内
容。为攻克厕所难找这一城市生活痛点，住房
城乡建设部组织研发“城市公厕云平台”，让人
们动动手指就能轻松找到厕所，解除满大街找
厕所的“尴尬”。

“城市公厕云平台”技术负责人介绍，通过
微信公众号、小程序和 APP，可以为广大民众
提供公厕一键查询、导航服务、如厕评论、问题
反馈等服务，并可实现社会厕所资源的共享。

记者点开“城市公厕云平台”小程序，出现
一张地图界面，上面分布的绿色小图标标示出
周边的公厕。在评论区还能看到用户留下的

“环境舒服，没有异味”“卫生脏，有异味”“设备
损坏”等对各地厕所的评论。

“城市公厕云平台能够提供三大服务：方便
广大民众寻厕；了解使用体验及存在问题；实现
全国公厕数据的统一管理、互联互通、数据共
享，提升公厕的管理及服务水平。”住房城乡建
设部城建司有关负责人说。据介绍，自2017年
11月平台上线运行以来，平台用户数超 10万
人，完成了50万多次的寻厕服务。

良好的用户体验体现在细节中。用户在搜
索框里输入任何地址，周边的公厕一目了然，继
续点击“查看详情”按钮，还能看到该公厕有没
有手纸、WiFi，有没有残疾人公厕、母婴室等。

记者了解，通过“城市公厕云平台”，可以为
公厕管理人员提供公厕基础数据维护、问题跟
踪、日常巡检等服务，还可以为公厕管理部门提
供数据统计和报送工作进展等服务。截至目
前，已完成近19000多座公厕的数据普查。

（据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许会增 张楠）
“郑州市的学生和家长朋友们，我市将全面贯彻
落实国家及我省各项学生资助政策，确保不使
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6月 30日，
郑州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王中立率先登台，
为学生资助政策代言，这也拉开了全省十八地
市教育局局长为学生资助政策代言的序幕。

截至 7月 4日，已有郑州、开封、洛阳、平顶
山和安阳5市教育局局长先后登台代言。精美
的海报，图、文、视频并茂的形式，介绍资助政策
的二维码……这种形式新颖的视频海报一经推
出，便获得大量网友好评。

7月4日，河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宋
振接受采访时说，目前，我省已建立了覆盖从学
前教育到研究生教育各个阶段的资助政策体
系，实现了对所有学段的全覆盖、对公办和民办
学校的全覆盖以及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全覆
盖，实施的资助项目达 30多项，从制度上保障
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为了使更多人了解学生资助政策，我省
将不断创新宣传形式对学生资助政策进行宣
传。”宋振介绍，今年河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
心联合大河网推出“河南十八地市教育局长
为学生资助政策代言”系列视频海报，邀请全
省各省辖市教育局局长为学生资助政策代
言 。 从 6 月 30
日起，在为期 28
天的时间里，每
天推出一期 10
秒 钟 的 视 频 海
报，宣传学生资
助政策。③9

7月10日

河南商报联合一点资讯
要在郑州干件大事

化解身处大街“内急”尴尬

动动手指，厕所不再难寻

十八市教育局长
为助学政策代言

百度无人车量产下线 AI芯片“昆仑”问世

无人驾驶小巴真的来了

河南日报微博首发新闻，引发人民日报等百余媒体、政务微博转发

“给轮椅上的父亲买棒棒糖”真暖

7月 4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百度 AI开发者大会上，百度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宣布：中国首款 L4级自动驾驶巴士“阿波龙”

量产下线，并已拿到了日本订单；百度已研发出中国首款云端全功能

AI芯片，可以适用于语音对话、无人驾驶等应用场景。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霄

当日，7000多名与会嘉宾通过视频直播
见证了第100台“阿波龙”下线。

据了解，这款无人驾驶车辆由百度与金
龙客车合作开发。它没有驾驶位、没有方向
盘、没有油门和刹车踏板，乘客可以围坐成一
圈，并且“充电2小时，能跑100公里”。

“百度对无人驾驶的定义，是完全释放司
机的双手、双眼、大脑，不需要方向盘、刹车油
门等，不需要人类接管，系统仍然可以顺利运
作。”李彦宏称，相对传统汽车，自动驾驶汽车
将以全新的逻辑进化。就如一般的汽车从一
个世纪以前T型车下线时的1000多个零件，
发展到现在的3万多个。而在AI时代，自动
驾驶汽车更多的将会是软件的增长。

目前，这款“阿波龙”已拿到来自日本的
商业订单，同时即将发往北京、雄安、深圳、平
潭、武汉等地开展商业化运营。也许，百姓离

“喜提”无人车的日子真的不远了。

中国无人小巴已量产

新闻事件：
今年 56岁的王曙东，12年前为了照顾患

病的父亲，从省粮食厅辞职。父亲去世后，他把
所有精力都放在照顾母亲上。如今，每天早上
吃过早餐后，王曙东就骑着三轮车载着94岁的
老母亲到郑州市紫荆山公园，先是扶着母亲遛
弯儿，而后坐在地上给母亲做腿部拉伸按摩。
王曙东说，“每次两条腿共做 600下，上下午各
一次，人老腿先老，我得让母亲的腿部保持活
力。”近9年来，王曙东每天都会这样照顾母亲，
如果有事，他的儿子会临时顶替他来照顾老人，
但腿部的拉伸按摩是绝对不能少的一项。

@中国文明网：真暖！

@矜持小女孩儿：你没有七十二变，却堪称齐天大圣。

@禾叔的杂货铺：小时候父亲是我的英雄，长大后

我愿成为父亲的骄傲。

@书予空欢：有那么一天，父母终将老去，甚至会变

成孩子，希望我们会像他们对待小时的我们一样——耐

心、细心、爱心。为你点赞，暖暖的！

@楊海燕HooinYoung：最温暖的小棉袄！

@前路迷茫何去：百善孝为先，这位姑娘做到了。

@明月天骄西门朔：父母在，家就在。

□本报记者 方舟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欢

公园里卖棒棒糖的小贩，可能从来

没想到自己的顾客会是一位65岁的老

人；郑州市民郭女士可能也没想到，自

己一个平常举动，被河南日报官方微博

传播后，感动了无数网友。

河南日报官方微博

首款云端全功能 AI
芯片“昆仑”问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49
万条 7 月 3 日 19 时 22 分，

大河客户端首发王曙东的

有关报道，并被新华网等

央媒转载。

截至 7月 4日 17时，
全网关于“王曙东每天为
九旬母亲做腿部拉伸”的
消息达54900条。

舆情暖焦点
——传播正能量 大河数字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红梅 实习生 谢前进 许峥）

9年坚持：
每天为九旬母亲做腿部拉伸1200次

新闻事件：
7月 3日，带“植物人”妈妈上大学的

底慧敏毕业了，在爱心接力下，这位兰考
姑娘凭借自己的所学及品质，收获了理想
的工作——留郑教书。底慧敏曾被网友
赞为“白发孝女”，她的自强、乐观感染着
所有人。“我刚带妈妈来郑州上大学的时
候，从来不敢想象会有今天这样的生活，
更不敢奢求妈妈依然能够健健康康地陪
着我。”底慧敏感动地说，“当初所有对未
来美好生活的期盼都逐渐实现，一路走
来，我要感谢郑州这座大爱之城。”

10.6
万条

7月 4日，消息被省内媒体

报道后，被人民日报客户端、北

青网、中国搜索等省外媒体相

继转载。③5

截至7月4日 17时，全网
关于“带妈妈上大学的底慧敏
毕业”的消息达106000条。

愿望实现：
带妈妈上大学的底慧敏留在大爱之城

第二届百度 AI开发者
大会现场。②25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杨霄 摄

百度“阿
波龙”无人驾
驶汽车。 网
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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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图 郭女士推着轮椅陪
父亲逛公园，给父亲买了棒棒
糖，“金箍棒”。

小图 小时候的郭女士与
父亲在郑州人民公园合影。

河南日报官方微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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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对无人驾驶的定义，是完
全释放司机的双手、双眼、大
脑，不需要方向盘、刹车油门
等，不需要人类接管，系统仍
然可以顺利运作。

李彦宏
百度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传播数据： 传播数据：

30倍
“昆仑”的运算能力
提升了近30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