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小、教学点师资有限，学生难享优质教
育资源，这曾是压在上饶信州区灵溪中心小
学校长叶华强心里的一块“大石头”。

“如今，有了电信公司的教育云服务，这
块石头总算落了地。”叶华强说，随着智慧教
育进校园，信州区灵溪中心小学下属的多个
村小、教学点通过网络开设“同步课堂”，在村
里上学的孩子因此有机会和乡镇、县城乃至
市区的同龄学生同上“一堂课”。

● 数据:智慧教育覆盖
我省 3000多所中小幼学校

为实现以教育信息化全面推动教育现代
化，教育部曾表示，各地要提升数字教育资源
的开发和服务供给能力，鼓励政府购买服务。

从 2008 年起，中国电信江西分公司（以
下简称“江西电信”）致力于构建“互联网+
教育”的整体信息化服务能力，近年来不仅
承接了江西教育发展大厦智能化项目、全省
国家标准化考场建设项目等省级重点工程，
还深度参与了我省教育信息化“三通两平
台”建设，即“校校通”“班班通”“人人通”及
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教育管理公共服务
平台。

统计数据显示，江西电信智慧教育覆盖
范围涉及我省 11 个设区市 100 个区县，可为
省内 3000 多所中小幼学校提供翼校通和电子
学生证服务。与此同时，江西电信在我省打
造了 20 个“教育云”区县标杆、800 所百兆光

纤到班标杆学校。
根据江西电信与省教育厅续签的《推进

“互联网+教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
支持“宽带网络校校通”建设，到 2020 年，中国
电信宽带接入的学校全部完成光改提速。在
支持“两平台”建设方面，江西电信将支持省
级公共服务平台规模化应用和区域教育校本
特色资源建设，通过政府、学校购买服务方
式，降低“教育云”建设投入，配合开发教师、
家长、学生使用的各类应用，支持实现区域教
育平台与省级云平台对接。

● 改变：教育部门减
负，学生受益

江西电信教育信息化总监杨悦称，一个
区（县）教育局若要启用信息化平台，起初需
要就机房建设、维护、人员配备等方面一次性
投入 100 万元左右，随后每年的后续升级改造
费用为 20 万元，5 年总花销约 200 万元。但有
了江西电信的“教育云”平台后，自第一年启
用，相关教育部门每年仅需 20 万元维护平
台，5 年产生的总费用为 100 万元。“5 年少花
100 万元，对于教育部门来说，这是实实在在
的减负。”

值得一提的是，江西电信已把光纤接入
省内所有已签订协议的县（区）教育局所辖村
小和教学点，借助天翼云,教师资源不足的边
远地区的村小、教学点也能和城区学校在线
共享优秀教师课件。“以前因为网速受限，大

多数村小不能在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上共
享课件，如今这个问题已得到解决，山区学生
因此能从大数据中获益。”杨悦说。

在“教育云”服务弥补偏远学校教师不足
这一点上，叶华强深有体会。作为信州区逸
夫教育集团成员之一，灵溪中心小学本级学
生共有 1200 多名学生，下辖村小、教学点也有
1000 多名学生。由于教师流动性大，村小、教
学点常年缺英语、音乐、美术等“小科目”教
师。有了同步课堂以后，孩子们终于有机会
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以前要提升学校教育水平，要派老师去
上级学校听课学习。”叶华强说，老师去听课，
学校需要承担其中的交通成本和时间成本。

“教育云”平台搭建以后，不仅村小教师可以
和中心小学教师在线互动，学生也能现场提
问，“云端”另一侧老师能及时解答问题。

灵溪中心小学英语老师小孙经常使用上
饶市信州区智慧教育云平台进行备课，根据
云平台上的课程指导跨校教研，整理出适合
学生的学习方法。他说，利用“教育云”平台，
能够借鉴全市全区名师的优秀案例、课件和
教学设计，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提高自己的
教学水平。

● 未来：教育云推动城
乡教育均衡发展

3 月 31 日，“翼联华彩、云涌赣鄱”天翼云
3.0（江西）暨新兴 ICT 产业生态圈发布会举

行。该发布会由江西电信与华为公司联合举
办，来自政府、教育、医疗、大中型企业等多个
部门及全国数十家新兴 ICT 行业合作伙伴共
计 400 余人参会。“天翼云 3.0 上线以后，江西
的教育云功能将更加强大，可直接推动城乡
教育均衡化发展。”杨悦表示。

江西电信联合华为公司发布天翼云 3.0
的开通，旨在构筑新兴 ICT 产业生态圈，重点
打造行业云产品，该云产品建立在获行业主
管部门认可、行业应用服务提供商汇聚、行业
客户能一起参与等多项基础之上。

行业云优势何如？首先，它在技术上领
先，能提供云网融合、专项定制、安全可信的
技术保障；同时，它在服务上贴心，能提供个
性化服务、属地化落地支撑，具备数据汇聚与
数据开放的能力。此外，行业云能汇聚生态，
相关主管部门、行业服务提供商、行业客户能
一起参与并推动该行业发展。

基于多年累积的云网融合、专享定制、安
全可信的云服务能力，中国电信在集团层面
专门设立了天翼云计算公司，超过 3000 人的
团队长期从事研究开发。江西电信有超过 2
万人的落地服务人员，其中专门从事信息化
与云服务的团队规模超过 4000 人，提供落地
实施支撑的维护人员近 6000 人。

江西电信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在重点打
造政务云、教育云、医疗云及物联网等行业领
先的行业云标杆之后，江西电信将继续深耕
新兴 ICT 产业，在一些重点行业领域再造一
批新的标杆。

（万仁辉 汤 扉）

江西电信“教育云”，让城乡孩子同上“一堂课”

联想“南昌峰会”暨智能电视新
品发布会召开

3 月 30 日，联想集团创新科技大会系列
峰会在南昌召开。联想创新科技大会系列
峰会以“联接·想象”为主题，传递联想对产
业的深刻洞见，展现联想在智能互联方面的
战略定位与面向未来的投资和创新。本次

“南昌峰会”，联想以场景化方式展现了以智
能电视为代表的智能家居、智慧办公等产
品、极具创新的智能移动终端，针对企业级
用户的“双态 IT”理念以及联想的创新研发
体系。同时，联想还在会上发布了 65I3智能
电视旗舰新品,并与包括爱奇艺、百视通、百
度人工智能等重要合作伙伴共同建立了“大
屏内容服务战略联盟”。联想集团高级副总
裁贾朝晖与多位联想高管表达了联想对智
能互联时代的洞察与布局，1100多位合作伙
伴、媒体及用户共同参加了此次峰会。

联接全球用户与世界的想象是联想今
天与未来的公司使命。基于对产业的深入
研究，联想判断“设备+云”将是未来行业的
战略机会，并全力投入智能互联网的产业研
究和下一代人工智能领域的产品和研发，这
是联想定位未来十年、二十年的战略目标。
贾朝晖表示：“面对正在到来的智能互联网
时代，我们希望通过联想的‘设备+云’模式，
服务于个人的工作和生活、为各行各业带来
改变，进而服务于整个社会，成为智能互联
网时代的推动者和赋能者！”

联想智能互联战略落地南昌通过本次
创新科技“南昌峰会”，联想希望持续与江西
政府、各企业单位加深合作，用更具创新、智
能的“设备+云”产品、平台及服务，与江西一
起共建“美丽南昌、幸福家园”。

联想创新科技大会系列峰会是联想聚
焦智能互联网发展趋势，在全国范围内推
广、普及智能互联网理念的大型实践活动。
该系列峰会不仅是 2017 年联想创新技术和
前沿产品的集中展示地，更是联想推行智能
互联战略的重要平台，“南昌峰会”的举行象
征着联想智能互联战略的欣欣向荣。在“南
昌峰会”之前，联想创新峰会已经在西安、昆
明、南宁等多地举办，在各个地区均产生巨
大反响。 (段 浪)

DUSHI XINKAN

C1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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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众 不 同 的 精 彩

沿途脏乱差令旅客无语

当天 13 时 52 分，记者登上 K391 次列车，
从南昌火车站往进贤站一路驶去。

窗外草长莺飞，农民们正在春播，放眼望
去，满目葱茏。但铁路沿线的部分路段，记者
也看到一幕幕“别致的风景”。

列车行进到进贤县梁家渡火车站附近，一
口大水塘紧靠铁路边，塘边有用木板、塑料布
搭起的简易棚屋，水塘旁不时可以看见白花花
的鸭屎。列车员告诉记者，现在的火车都是密
封的，如果是早些年，难闻的气味会飘进车厢。

车过梁家渡车站不远处，空旷的草地上，
露天堆放的垃圾、十几座非常醒目的坟墓面朝
铁路，大煞风景。

“虽然在车上闻不到，但这种脏乱不堪画
面，从视觉上有碍观瞻。这些老坟旁边应该搞
绿化，尽量掩盖，同时应该禁止在铁路边建新
坟。”一旁的乘客说，坐火车旅行原是件舒服休

闲的事，可是有时候猛一抬头，看到的却是这
样的“景色”，着实无语。

列车驶入进贤温圳境内，一栋栋破败的空
心危房非常醒目。很多房子的屋顶连瓦片都
没有，墙壁东倒西歪，摇摇欲坠，与周边环境很
不协调。

在进贤县民和镇，朝向铁路的一排排旱厕
让车上的旅客感到不爽。

“如果把挨着铁路的这些有碍观瞻的东
西都清理掉，透过车窗看到的是青山，是良
田，那该多好！”一名来自四川的乘客说，垃圾
不仅影响了沿线风景，也拉低了周边居民的
生活质量。而且，还存在很大安全隐患，万一
发生火灾，成片的垃圾和破旧的棚屋就成了
导火线。

铁路周边问题还真不少

50分钟后，列车到达进贤站。从进贤站出
站往右走，是一片较为空旷的农田，一条蜿蜒
的沙子路下穿铁路，伸向远方。

在靠近进贤站的铁路两侧，一堆堆建筑垃
圾非常醒目，包括破烂的家具、生活垃圾，延绵
不断数百米。这些垃圾长时间被雨水浸泡，散
发出难闻的味道。

就在铁路坡脚下，七八辆报废车胡乱摆放
在这里，有货车、面包车和小轿车。旁边有块
铁路设置的碑石，上书“铁路线路，安全保护”
字样。

“报废车不仅煞风景，还存在安全隐患，万
一着火了，就有可能危及上方行驶的列车和线
缆。”一名出租车司机说。

穿过涵洞，记者在一条与铁路并行的小路
上看到，铁路坡脚边堆满了成捆的废弃塑料包
装袋，一字排开，还有一堆堆废旧的木头，近的

离铁轨只有两三米。“一旦孩子在这里玩火，引
燃了这些东西，岂不是要‘火烧连营’了？”当地
居民说，这些容易着火的东西不清理掉，安全
隐患就时刻存在。

离进贤站直线距离约 900 米远的季家庄
桥，桥下就是浙赣铁路。铁路两侧的铁丝网栅
栏下面，堆满了生活垃圾，还有一间间简陋棚

屋，散发出难闻的味道。居民说，这些在铁路
边搭建的小棚子是上厕所和洗澡用，产生的污
水没有进行任何处理，也没有下水道，直接排
到下方的铁路上。

铁路部门设置的栅栏，原本有1.6米高，由
于不少居民就近将生活垃圾倾倒在栅栏下面，
日积月累，有的栅栏高度只剩下 0.8 米左右。
栅栏前，一块写有“禁止穿越行走铁路，严禁损
毁拆盗栅栏”的警示牌并没有起到警示作用。

“铁路线路是封闭的，而栅栏高度被人为
降低，小孩站在垃圾堆上直接可以翻越进入线
路里面去，存在安全隐患。”进贤站铁路派出所
肖姓民警说。

化解难题需路地协同

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铁路
线路安全保护区的范围，从铁路线路路堤坡
脚、路堑坡顶或者铁路桥梁（含铁路、道路两用
桥）外侧起向外的距离分别为：

（一）城市市区高速铁路为10米，其他铁路
为 8米；（二）城市郊区居民居住区高速铁路为
12米，其他铁路为 10米；（三）村镇居民居住区
高速铁路为15米，其他铁路为12米；（四）其他
地区高速铁路为 20 米，其他铁路为 15 米。该
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禁止向铁路线路安全保
护区排污、倾倒垃圾以及其他危害铁路安全的
物质。

铁路沿线的脏乱差现象在外地人心目中
打了折扣。进贤站铁路民警介绍，铁路沿线既
有铁路又有地方管辖范围。要解决铁路周边
环境问题，就必须解决铁路与地方的衔接问
题。发现铁路沿线出现的环境问题，他们一般
请求当地政府协助，由于环境问题比较复杂，
处理起来难度比较大。

本报讯 （记者万仁辉） 3 月 29 日，全国
知名驾校连锁品牌“趣学车”在赣州推出国内
首个智能机器人主题驾校，机器人教练“趣小
智”上岗教学，吸引众人关注和热议。

据悉，智能机器人教练集教学、练车和模
考等功能于一体。机器人教学系统通过视频
及语音的方式，可直观指导学员练车、提供科
学的学车行为分析，从而提升学车效率。

一名就读于江西理工大学大三的学生告
诉记者，不少同学都有学车的想法，机器人驾
校这种新形式符合年轻人的喜好，而且通过
互联网线上约车，可以节省时间。

位于赣州的“趣学车”智能机器人主题
驾校采用机器主题装修设计，且启用了机器
人解答学员问题。据驾校工作人员介绍，

“趣小智”智能机器人教练配备三层防护系
统，新手学车情绪紧张，容易导致驾驶危险，
在紧急时刻，机器人系统可自动刹车，保障
学员安全。

据驾校负责人透露，“趣学车”智能机器
人主题驾校于 3 月 29 日正式开业，当天即有
数百名学员报名，其中有多所高校在校生组
团报名。随后几天，学员将在工作人员安排
下入学，体验机器人教练课程。

本报南昌讯（记者邹晓华）今年3月，设在
南昌市珠市小学的西湖区中小学校消防教育体
验馆完成建设和调试，并正式对外开放。记者
了解到，这是南昌市首个中小学消防宣传教育
体验馆，也是全省首个带 VR（虚拟现实）体验
的学校消防宣传教育体验馆。

消防体验馆涉及消防知识查询系统、VR
体验逃生、消防知识抢答、火灾初期预案和三维
体验系统以及结绳逃生等多个参观体验项目。
体验馆最大的亮点是“VR+消防沉浸式灭火体
验”设备，体验者戴上VR设备后，如同身在“火

灾现场”中，利用手柄控制灭火器具或者体感互
动来灭火逃生，使体验者能够在游戏中掌握消
防常识。

据讲解员胡珑介绍，利用 VR 技术支持消
防演习，使用这些设备，可以增加爆炸音效，加
强烟雾浓度，消防演习能更身临其境，让一些
看似专业的消防词语不再是模糊的抽象概
念。比如“疏散指示灯”“防烟楼梯间”在虚拟
的火场里面都真实地被还原，不仅让市民知道
这些物件在哪，长什么样子，还能普及如何正
确使用。

跟着机器人教练轻松学开车
全国首个机器人驾校落户赣州

戴着VR设备体验“火海逃生”
南昌首个消防宣传教育体验馆开放

火车上走马观花“别致风景”有碍观瞻
车下实地仔细看“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部分铁路线成了脏乱差的“伤心线”
本报记者 徐黎明文/图

铁路沿线是城市和乡村的窗口。
然而，隔离网旁边的垃圾堆、铁路坡脚
的废弃木材和成捆的塑料包装袋，以及
摇摇欲坠的空心危房，却给途经进贤的
旅客留下了尴尬的第一印象。

3月29日下午，记者通过在火车上
看和下车实地了解，沿浙赣线直面感受
铁路沿线的环境状况，发现存在的问题
还真不少，部分铁路线成了脏乱差的
“伤心线”。

省科技馆周六有场“科学盛宴”
本报南昌讯 （记者蔡颖辉）4月 1日，省

科技馆将给小朋友们呈现一场丰富的“科学
盛宴”。届时，观众不仅有幸观摩到“大型室
内精品实验”“探梦实验室”等经典科普实验
演出，更将第一时间观看到“索尼探梦”独创
的“科普实验影片”。

本周末，由江西省科学技术馆与索尼探
梦科技馆共同举办的“科普万里行”活动将
正式上演。索尼探梦科技馆将为江西少年
们带来 2 场精彩纷呈的科学实验表演，打造
一个充满意义的趣味科普周末。据悉，此次
活动不要门票，活动地点在南昌市新洲路18
号省科技馆内。

余干县杨埠镇借电视剧推介文化节
本报余干讯 （记者余红举 通讯员曹汉

衍）电视剧《三生三世》最近很火，余干县杨
埠镇党政“一把手”扮演电视剧的男女主人
公，推介余干县首届塔尾“三花节”也火了一
把，微信公众号吸引了 10万+的点击率。党
政“一把手”的演出并从线上火到了线下，3
月30日，农历三月三，传统上巳节，杨埠镇党
政干部再度饰演《三生三世》桥段，惹得游客
连声叫好。

一队古装美女伴随花车游行祭拜花神，
稚气的孩童在民乐声中用童音唱起“三花
谣”，农夫和渔民表演起传统的河蚌花灯舞
与车水谣……在余干县塔尾“三花节”上，一
系列别具一格的古风、民俗节目引来无数游
客围观。

据了解，2016年以来，杨埠镇投入700多
万元将打造塔尾村 4A 级乡村旅游景点。
在这里，年代久远的水木桶、木箱、水磨、猪
槽等“古玩意儿”通过乔装打扮，全都成了
秀美乡村的看点；依托银子湖修建人工栈
道、开山搭路设计趣味吊桥、隔库相望搭建
全景台。

婺源铁腕拆违建
本报讯 （记者徐黎明 通讯员吕富来）

3月29日，婺源县组织工业园区、城管、规划、
公安等部门力量，依法对该县工业园区周家
村王某、李某超层超面积建设房屋强制拆除
第4至6层，拆除面积900多平方米。

去年以来，婺源铁腕整治“两违”行为。
出台相关规定，为发展全域旅游打牢“徽派文
化大观园”根基。同时，全面开展城乡环境

“十大整治”提升行动，对高铁、高速沿线可视
范围高空广告牌全部拆除，查处违法建设9.7
万平方米，拆除违法建筑 4.6万平方米，查处
非法买卖土地12宗等，狠刹了违建和非法买
卖土地的歪风，促进城乡环境不断改善。

铁路隔离栅栏里堆满垃圾。

铁路附近堆积的木材废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