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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向应原名关致祥，字和亭，满
族人，1902年出生于辽宁省金县大
关家屯一户农民家庭。1924 年加
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赴上
海，进入共产党人创办的上海大学
学习，后改名关向应，志在响应主义
之召唤，为之而奋斗。

青年关向应生活在日本的殖民
统治之下，痛切地感受到当亡国奴
的耻辱。政府的腐败，民族的屈辱，
在他心灵上留下了深刻创伤。“天下
兴亡，匹夫有责，爰本斯义，愿终身
奔波，竭能力于万一，救人民于屠

（涂）炭，牺牲家庭，拼死力与国际帝

国主义者相反抗，此侄素日所抱负，
亦侄唯一之人生观也。”1924年底，
在赴苏联学习前写给其叔父的信
中，关向应抒发了自己报效祖国、献
身革命的宏伟抱负。1925年1月，
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爆发后，关向应任八
路军120师政治委员。他与贺龙等
同志率120师主力，东渡黄河，进入
山西。1937年10月，120师在关向
应与贺龙的指挥下，在雁门关伏击
日军汽车队，粉碎了日军两条交通
补给线，对于迟滞敌人的进攻起了
重要作用。长期的戎马生涯，艰苦
的战斗生活和紧张繁重的工作，关
向应积劳成疾，但他始终忍受着疾
病的折磨，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拼
力工作，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奋斗
不息。1946年7月21日，关向应同
志因肺结核病在延安逝世，年仅44
岁。毛泽东写下“忠心耿耿，为党为
国，向应同志不死”的挽词。

文/新华社记者 白涌泉
（据新华社电）

车耀先1894年生于大邑县，少
年时曾经在一家商号当过学徒，
1912 年加入川军。1926 年 12 月，
川军刘湘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
21军，一批共产党员到刘湘部队工
作，车耀先开始接触共产主义。
1927年3月，刘湘与蒋介石制造了
残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三·三
一惨案”，车耀先愤而离开川军。

1929年，车耀先加入中国共产
党。入党后的车耀先曾担任川西特
委军委委员，利用自己经营的“努力
餐”酒楼作为掩护从事统战工作。
1930 年，车耀先参加了“广汉暴
动”，此后长期在成都从事地下
工作。

车耀先一直同中共川康特委
书记罗世文保持单线联系，协助他

在四川地方势力上层人物中开展
工作，被誉为统一战线“线长”。
1940 年 3 月，国民党在成都制造

“抢米事件”并嫁祸共产党，车耀先
和罗世文同时被捕，被关押在贵州
息烽监狱。

在监狱中，车耀先面对国民党
高官厚禄的利诱毫不动心，面对严
刑拷打毫不畏惧，并同狱中难友一
起与敌人开展斗争。1941年3月，
车耀先和罗世文与韩子栋、许晓轩
等人秘密组建狱中党支部，为在狱
中与敌人斗争提供了组织保障。

1946 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
战，同年7月，车耀先等人被转押到
重庆渣滓洞监狱。8月18日，车耀
先、罗世文二人被秘密杀害。

“投身元元无限中，方晓世界可
大同……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
州永太平。”这是车耀先入党时写的
一首诗，他用生命兑现了自己的誓
言。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为罗
世文和车耀先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周恩来总理亲自为他们题写了墓碑
碑文。

文/新华社记者 叶含勇 侯
鸿博

（据新华社电）

本报北京4月14日讯 记者杨
学聪报道：4月13日，北京世园会
园区进行了 3 万人半负荷压力测
试，来自举办地延庆区组织的“延
庆乡亲”观察团是本次压力测试观
众的主要组成部分。国际园艺生产
者协会秘书长提姆·布莱尔克里夫

（Tim Briercliffe） 同时来到园区
踏勘指导，并对北京世园会筹办工
作给予了高度肯定。

北京世园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次测试是园区第一次迎接普通游
客，利用有组织的观众开展常态化
运营，感受开园面客实际状态，检
验园区接待适应能力、管理流程通
畅状况、各项工作组织能力和设备
运行状况，对测试园区运营意义重
大。近 3 万名观众通过统一乘坐大
巴车、公交、自驾车、步行等方式
来到北京世园会园区参观。

当天，演练现场1、2、5、6号门票
检闸机入园 78 条通道全部开放，确
保游客顺利入园。为满足园区 3 万
人购物、用餐等消费需求，园区内已
具备开业条件的商户均进行试运
营。此外，为充分满足观众乘坐电动
观光车的需求，演练当天安排 30 辆
电瓶车投入运营服务观众。

压力测试现场共组织来自延庆
北邮世纪学院和延庆区团委的志愿
者555人，按岗位分为18个业务口
100 个岗位点，主要为参观者提供
问询服务、秩序引导、接待协助、
语言翻译、媒体服务、组织方工作
协调、参观协助、活动组织协助等
八大类服务。

为更好地从游客视角发现园区
运营管理服务的不足，参与本次压
力测试的部分观众将填写纸质版或
电子版调查问卷，为促进运营管理
服务质量的持续改进与提升建言
献策。

当日，提姆·布莱尔克里夫一行
抵达园区，对北京世园会筹备情况进

行检查督导，实地踏勘了中国馆、永
宁阁、国际馆以及国际展园和中华展
园，现场听取了筹备进展情况汇报，
并进行指导。提姆表示，北京世园会
筹办工作进展顺利，令人钦佩。距北
京世园会开幕仅剩2周左右，整个园
区面貌焕然一新，充满魅力。北京将
为世界打造一届极具特色、意义非凡
的盛会。

据了解，目前北京世园会园区工
程建设总体完成，中国馆、国际馆、生
活体验馆、植物馆、永宁阁等工程建
设全部完成，“一心、两轴、三带、多片
区”的世园会园区已经成型；服务保
障工作全面展开，建立健全了各类工
作专班，制定了安保、电力、交通、新
闻宣传、后勤等服务保障实施方案，
运行管理、礼宾接待、游客服务、安保
团队等 12 个团队近 4000 人全部到
位；各项活动安排初步确定，北京世
园会将举办包括重点活动、日常活
动、专业论坛和国际竞赛活动、世界
民族民间文化荟萃活动、科技创新活
动 5 个大类的 2500 多场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的活动；目前世园会开幕式
和试运行期需要的近 2000 名高校
志愿者已顺利招募完成，正在开展系
统培训工作。

世园会半负荷压力测试进行

图为“延庆乡亲”走进世园会参与测试。 （世园局供图）

关向应：忠心耿耿为党为国

车耀先：用生命兑现入党誓言
4月12日至14日，第五届中国

数字阅读大会在杭州召开。会上发
布的《2018 年度中国数字阅读白皮
书》显示，截至2018年，中国数字阅
读用户总量达到 4.32 亿，人均数字
阅读量达到 12.4 本，人均单次阅读
时长达71.3分钟。我国数字阅读整
体市场规模已达到254.5亿元，同比
增长19.6%，大众阅读市场规模占比
逾九成，是产业发展主导力量。

新型阅读丰富生活

走进大会会场，“数字”气息扑
面而来。视频直播、图片直播……
各类技术手段展现了数字阅读大会
可视化呈现、社交化传播的特点。

在“百年树人”主题展区，屏
幕上的一堂动画课正向观众讲述关
于国歌的故事，这是学而思轻课的

“爱国教育系列”课程中的一篇。作
为普惠型同步学习互动平台，学而
思轻课将教学内容与主流出版机构
的数字教育版权资源合作共研，目
前已为300多个城市、超百万用户
提供了优质的教育内容及动画课程
服务。

近年来，推广全民阅读已成为

国家文化重要发展方向之一。越来
越多的文本内容和越来越丰富的呈
现方式，不断推动着数字阅读行业
多元化发展。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
冯士新认为，数字阅读作为全媒体
时代的新型阅读方式，从应运而生
到蓬勃发展，极大丰富了人民群众
的阅读体验和精神文化生活。

5G技术带来挑战

5G时代的来临，为全民阅读的
数字化新体验带来了新机遇和挑
战。戴上虚拟增强现实设备，读者
马上“置身”于中国历史的影像现
场；翻开一本秦兵马俑画册，屏幕
上立即展示各种秦俑立体造型……
在 5G 智能展区，“5G+阅读版块”
重点展示面向青年用户的 AR 阅
读、面向少儿的智能绘本、面向老
人的智能音响，以及和听书相结合
的5G-CPE设备，充分展现了未来
智慧阅读的可能性。

人工智能应用于数字阅读，也
加速了阅读行业的信息化、智能化
变革。如今，每个人的声音都与
APP、手机终端、智能硬件发生语
音交互，极大地提升了语音采集的

手段。被采集的声音会被收集到
“灵犀云”等智能语音平台。这些平
台可以提供语音识别、语音转写、
语音翻译、语音合成，以及基于语
音能力之后的应用场景。

将来，每一位用户都可以在语
音智能平台上制作自己的音库。这
些个性化的音库可以用来干吗？咪
咕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副总裁王丛刚
很喜欢纳兰词，他说：“音库可以留
存一个人的声音，并用于读书。如
果纳兰性德的声音被留存下来，就
能够听到纳兰性德朗读词集那深情
之声，颇有别样韵味。”王丛刚表
示，5G+万物互联，使所有书都可
以“听”。

科大讯飞消费者 BG 副总裁贺
晓光表示，自己就是数字阅读的得
益者，“我是一个有阅读障碍的人。
难以持续阅读 200 字以上的东西，
所以很多邮件我都没法批阅。但后
来有了人工智能技术，我大量使用
语音合成的方式去听，解决了我的
大问题”。

“我们已身处‘一屏万卷’的数字
阅读时代。”冯士新认为，要继续坚持
守正创新，深入推进数字阅读：一是
要坚持以正确导向引领数字阅读，二
是统筹推动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三
是着力做强优质主题内容的网络传
播，四是创新提升数字阅读发展
水平。

调查显示我国年人均阅读12.4本电子书——

全民数字阅读迎55GG时代
本报记者 黄 平 实习生 徐燕飞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在 4 月 15 日第四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来临
之际，经济日报记者采访到国家安全领域有关
专家，围绕什么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如何防范化
解国家安全风险等话题进行了深入阐释。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立足当下、展望未来的
系统性国家安全观。在许多学者看来，树立总
体国家安全观对确保国家稳定、持续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刘跃进认为，
从范围和边界来看，国家安全涉及国家所有领
域、所有方面、所有层级的安全。刘跃进认为，“以
人民安全为宗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第一要
义，人民安全是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核心价
值，人民利益是我国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目的。
因此，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
视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工作的系统性，更要重视
中国特色国家安全工作的人民性，在“以人民安
全为宗旨”的国家安全价值观的引领下，统筹兼
顾当前国家安全的方方面面，把国家安全工作落
实到人民安全、人民幸福、人民满意上。

从外部环境看，当前世界各种矛盾相互交
织，世界局势非常复杂：不同社会制度之间、不
同发展程度的国家与地区之间、不同文明之间
的矛盾冲突仍然存在，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增
多。从国内环境来看，深化改革过程中不可避
免会遇到经济、社会、科技、自然生态等领域的
困难和挑战。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国内安全研究中心教授
马振超认为，我们面临的风险既包括国内的经
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自然界的风险，也包
括国际经济、政治、军事风险等。这些风险可能
发生合流和叠加效应，也可能发生诱导和联动
效应。因此，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尤其要有效防
范各类风险连锁联动。

马振超认为，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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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4月13日，工人在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西南智慧农业项目蔬菜大棚内查看蔬菜长势。据悉，当地

引进荷兰无土栽培技术，通过智能化管理系统，实时收集棚内光、温、水、气、肥等数据，对番茄、黄瓜、辣椒等

11万株蔬菜的作物生长全过程进行智能感知、分析、决策，实现精准化种植、科学化管理、可视化运营。

姚永亮摄（中经视觉）

左图 4月14日，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邓村乡王家垭茶产业科技园，经过清洗揉捻的茶鲜叶在智能化洁

净生产线上进入烘干工艺。该茶叶智能化洁净工厂投入试生产，这是全球首家茶叶“无人工厂”。

张国荣摄（中经视觉）

智慧农业 提质增效

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
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必须始终保
持高度警惕，既要高度警惕“黑天
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
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
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
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
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
略主动战。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吴
玉军认为，发展是安全的基础。要
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安全问题，善于
运用发展成果夯实国家安全基础。
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在全面深化改

革的今天，新问题、新矛盾会不断出
现，一些潜在风险也会显现，不能因
惧怕面对新的安全问题而停滞改
革、放弃发展。要解放思想，突破思
维定式和思想障碍，向改革要动力，
以改革增活力，通过不断深化改革
化解矛盾，消除危及安全的风险，在
持续发展中保障国家的持久安全。
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将
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
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保持社会
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
展促进社会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