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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国内第一款专为青少年定制的搜

索引擎——“花漾搜索”App今天

正式发布。它可以阻断暴力、色

情、赌博等不良信息，为孩子打开

美好的网络世界。

“花漾搜索”是新华社中国搜

索打造的。作为国内首个应用人

工智能技术筛选屏蔽涉及青少年

不良信息的App，它还搭载了基于

大数据和深度学习技术研发的

“主流算法”，适应分众化、差异化

传播格局，在广大青少年中弘扬

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花漾搜索”推出智能机器人

全程陪伴式搜索，可一键搜索全

网适龄内容，随时随地答疑解

惑。根据青少年年龄、性别、兴趣

的不同，“花漾搜索”也可以智能

推荐精品课堂、趣味视频、动画动

漫、运动才艺等多个领域的优质

内容。此外，“花漾搜索”还通过

提供智能工具，管理阅读时长，保

护青少年视力，并通过推出家长、

教师标注工具，为青少年提供个

性化内容过滤机制，为青少年健

康成长保驾护航。

来自中宣部、中央网信办、教育

部、共青团中央、中国关工委、中国记

协和新华社的有关负责人，在发布

会上共同启动“花漾搜索”上线。

据悉，“花漾搜索”在今年“六

一”儿童节前试运营以来，累计下载

量已超过1000万。发布会上，新华

社中国搜索还与腾讯公司联合推出

DN.A新腾行动，打造数字化、个性

化青少年互联网教育体系。新华社

中国搜索也将联合具有社会责任感

的优秀内容提供方，为青少年打造

绿色、纯净的移动网络空间。

据新华社贵阳7月11日电 娄

山关，一个在中国广为人知但又有

些陌生的名字。

它，距遵义城区约50公里，是

连接重庆和贵州交通要道的重要

关口，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它，因红军长征在这里打响两

次战斗而彪炳史册、蜚声中外，成

为人们向往的革命圣地；

它，也因关上千峰万仞、重峦

叠峰、峭壁绝立、地势险要，而代指

“难以攻克的艰难险阻”。

为什么红军会在如此易守难

攻，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

说的娄山关两次与敌军激战？现

在娄山关又是什么模样？带着这

些问题，记者从遵义城区出发，沿

G210公路直奔娄山关。

进入娄山关古镇，公路旁旅

店、客栈鳞次栉比，这里已经被打

造成了红色小镇，每年前来参观的

人将近30万。

再行车10分钟，就到了娄山

关红军战斗遗址陈列馆，来访者在

这里重温历史。

1935年1月7日红军长征途

中占领遵义。次日，朱德命令红军

部队“向娄山关侦察前进，驱逐和

消灭该地敌人”。1月9日红军从

关南发起总攻，迅猛杀上娄山关。

这场胜利为具有“伟大转折”意义

的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有利条

件。

娄山关的第二次战斗发生在

1935年2月。二渡赤水后，红军回

师攻占桐梓，夺取娄山关，二占遵

义城，击溃和歼灭敌人两个师又八

个团。《红军长征史》记载，这是在

毛泽东等指挥下，发挥红军运动战

优势所取得的长征以来最大的一

次胜利。这一胜利，极大地鼓舞了

全军的士气，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特

别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气焰。

在红军占领娄山关后，毛泽东

即兴填词《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

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但实际上，数十万敌军仍然尾

随其后。前方还有金沙江、大渡

河、雪山、草地等在等着红军。

后来毛泽东在这首词的自注

中写道：“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

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

沉郁的。”

从陈列馆出来，在愈大的风雨

中，继续前行就来到娄山关山脚，

从这里步行上山。

如今的娄山关，两侧依然悬崖

陡峭、峻岭横空，顶峰处依稀可见

布有弹痕的战壕和掩体，它们已被

当地政府纳入战役遗址的保护范

围。穿行于险峰夹峙间的关隘古

道已被拓宽并平铺上坚硬的柏油，

往返车辆不停从刻有《忆秦娥�娄
山关》的石壁前经过。

重读这段笔走龙蛇、豪迈奔放

的文字，中国革命转折时的悲壮与

欣喜，迎着雨雾滚滚而来，使84年

后的访问者感到时不我待。

81岁的肖开基老人住在娄山

关脚下，是一位义务讲解员。肖开

基退休前是娄山关景区的卫生管

理员，特别喜欢听老红军讲长征故

事，退休后，他依然风雨无阻向来

娄山关的人们讲述那段历史。

“长征很不容易，我要把这里

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他们好好

珍惜现在。”肖开基说。

国内视窗

据新华社上海7月11日电
我国第一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科学

考察破冰船——“雪龙2”号11日

在上海交付，并将于今年底首航

南极，我国极地考察现场保障和

支撑能力取得新的突破。

当天，在红白相间、雄伟靓丽

的“雪龙2”号上，自然资源部举行

了媒体通气会。据国家海洋局极

地考察办公室主任秦为稼介绍，

“雪龙2”号建造工程由自然资源

部所属的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组织

实施，按照“国内外联合设计，国

内建造”的模式，由芬兰阿克北极

有限公司承担基本设计，中国船

舶工业集团公司第七〇八研究所
开展详细设计，江南造船（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建造。

“雪龙2”号船长122.5米，型

宽22.32米，设计吃水7.85米，设

计排水量13996吨，航速12-15

节；续航力2万海里，自持力60

天，具备全球航行能力；能满足无

限航区要求，可在极区大洋安全

航行，能以2~3节的航速在冰厚

1.5米+雪厚0.2米的条件下连续

破冰航行。

据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科技委主任胡可一介绍，“雪

龙2”号融合了国际新一代考察船

的技术、功能需求和绿色环保理

念，采用国际先进的船艏船艉双

向破冰船型设计，具备全回转电

力推进功能和冲撞破冰能力，可

实现极区原地360°自由转动。

秦为稼表示，“雪龙2”号装备

有国际先进的海洋调查和观测设

备，能实现科考系统的高度集成

和自洽，在极地冰区海洋开展物

理海洋、海洋化学、生物多样性调

查等科学考察，今后将成为我国

开展极地海洋环境调查和科学研

究的重要基础平台。

“雪龙2”号交付后，将加入我

国极地考察序列，开展船载科考

设备调试等工作。在今年下半年

我国开展的第36次南极考察任务

中，“雪龙2”号将与“雪龙”号一起

编队，共同奔赴南极中山站。左
图为7月11日，“雪龙2”号停靠在江
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码头

我国首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

“雪龙2”号正式交付 首航将直奔南极
据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国防部新闻发言

人吴谦11日就美国售台武器发表谈话，全文如下：

7月9日，美国国务院批准一项价值约22.2

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包括M1A2坦克、“毒刺”防

空导弹等武器装备，美国防部已就此通知国会。

中国军队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美

方提出严正交涉。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

对美国售台武器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美方

的错误行径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

合公报特别是“八�一七”公报规定，干涉中国内
政，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严重危害中美两

国两军关系发展，严重损害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事关中国核心利益和

中国人民民族感情，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中方敦

促美方信守承诺，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

联合公报规定，立即撤销上述售台武器计划，停

止一切形式的美台军事联系，以免给中美两国两

军关系造成进一步损害。中国军队有坚定的意

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外

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行径，将采取一切必要

措施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就美国售台武器发表谈话

社会广角
“把式场”里习武度暑假
7月11日，在北陈屯村“把式场”，拳师陈宏林指导孩

子们学习功力拳。“武术之乡”河北沧州的北陈屯村，是一
个有着近200年习武传统的村庄，当地曾有个百年历史的
“把式场”。“把式场”沿袭晨练暮研的武术传统，是拳师授
徒、村民切磋武艺的场所。每年暑假是“把式场”最热闹的
时期，今年夏天，有40多名孩子在陈宏林的“把式场”学习
武术。 （新华）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记者再走长征路

雄关漫道真如铁
——探访娄山关

国内第一款青少年搜索引擎“花漾搜索”发布

据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对中国科协原党组成

员、书记处书记陈刚严重违纪违

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陈刚政治上蜕变，丧失

党性，毫无信仰，毫无敬畏，对党

不忠诚不老实，搞两面派、做两面

人，对抗组织审查，不如实说明问

题，搞迷信活动；严重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利用职权建造供个

人享乐的豪华私家园林，弄虚作

假，违规多占住房，违规出入、独

占私人会所，长年无偿占用酒店

豪华套房，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

行公务的旅游安排；经济上极度

贪婪，长期利用规划审批的重要

职权大肆敛财，为亲属经营活动

谋取利益，大搞权钱交易，收受巨

额贿赂；生活上极度腐化奢靡，道

德败坏，肆无忌惮追求个人享乐，

严重败坏党的形象。

陈刚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

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

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

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

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

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

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

央批准，决定给予陈刚开除党籍

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

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

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

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中国科协原书记处书记陈刚被双开

▲外卖快递骑手体验交通执勤 7月11

日，在福建省福州市，快递骑手在体验交通执
勤。近期，福州交警开展外卖快递行业骑手交通
违法整治，除向企业通报骑手交通违法行为外，
还组织部分骑手在路口体验交通执勤，以增强骑
手法规意识，规范其交通行为。 （新华）

据新华社福州7月11日电 11日上午10时

许，伴随着汽笛声响起，“海峡号”高速客滚船搭

载700多名乘客，从平潭综合实验区澳前码头解

缆启航，驶向台湾高雄港。

平潭至高雄航线总里程178海里，单次海上

航程约4.5小时。该航线开通后，根据客运市场

和气候海况执行不定期航班，届时将及时把航班

信息对外公布。继2011年11月首航台中、2013

年10月首航台北之后，“海峡号”于2019年5月

26日获批开辟平潭直航高雄新航线，从事两岸海

上客货滚装运输。至此，平潭至台湾北部、中部、

南部高速客滚直航航线实现全覆盖，进一步凸显

平潭两岸“黄金通道”功能，将大大促进两岸商贸

和人员往来。

平潭至高雄
海上客运航线首航

据新华社兰州7月11日电 记者10日从教育

部在兰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全国生源地

助学贷款受理工作将于7月15日全面启动，并确

保助学贷款“应贷尽贷”。

目前，国家助学贷款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生

源地助学贷款，第二种是校园地助学贷款。贷款

标准是本专科生每人每年不超过8000元，研究生

不超过12000元。

据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希原介绍，

为进一步方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申办生源地助

学贷款，今年5月份开始，全国各地陆续组织高中

学校开展了生源地助学贷款申请，大大减少了学

生办理贷款时的程序和时间；不少交通不便的山

区、牧区，以及贷款学生数量较多的县、市（区）将

贷款受理点“下沉”至乡镇，把助学贷款办理点前

移到学生“家门口”。

全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受理工作
将在15日全面启动

据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记者11日从工信

部获悉，工信部网络安全管理局会同公安部刑事

侦查局、中央网信办网络综合协调管理和执法督

查局于近日组织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11家单

位签订“重点互联网企业防范治理电信网络诈骗

责任书”，进一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切实加强社

会监督和行业自律，净化网络通信环境。

据工信部网络安全管理局副局长张新介绍，

责任书明确建立完善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治理制

度体系，严格落实用户账户管理要求，建立违规

账户依法关停机制，建立完善诈骗风险巡查预警

和快速响应处置机制，并将防范治理电信网络诈

骗工作责任落实情况纳入企业电信业务经营年

报。张新表示，责任书要求建立完善电信网络诈

骗技术防范体系，加强企业平台电信网络诈骗问

题清理和新业务诈骗风险安全评估。

重点互联网企业签订
防治电信网络诈骗责任书

杭州上线
“城市大脑”停车系统

浙江首个提供“先离场、后
付费”便捷泊车的城市大脑停车
系统近日在杭州上线。目前，这
个系统已覆盖杭州所有区县市，
接入26万余个泊位，实现“一次
绑定、全城通停”。杭州市民可
通过市民卡、支付宝等30余种途
径，开通便捷泊车服务，绑定后，
就可在全市范围开放性的停车
区域享受“先离场、后付费”体
验，即“一次绑定全城通停”，避
免了现在遇到的“多个停车区
域、多个系统、多次注册”的困
扰。 （新华）

四川896家校外培训机构
被列入“黑名单”

记者11日从四川省教育厅
获悉，该省日前公布了校外培训
机构黑白名单和专项治理举报
电话。目前，四川全省校外培训
机构总数达7326家，其中白名单
机构有 6430家，黑名单有 896
家。实行校外培训机构黑白名
单制度是四川规范校外培训机
构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今年
初，四川相继出台《四川省规范
校外培训机构发展实施方案》等
文件，严格校外培训机构的行业
准入条件、设置标准，并明确要
求加强对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行
为的日常监管，全面推行校外培
训机构黑白名单制度。据介绍，
黑白名单定期向社会公布，并根
据校外培训机构办学情况实时
更新。 （新华）

四川一大巴被飞石击中
致3人死亡4人失联

记者从四川阿坝藏族羌族
自治州松潘县了解到，7月11日
14时许，国道213线松潘县岷江
乡境内一辆车牌号为川U36463
的旅游大巴车在行驶途中被山
上滚落的飞石击中，导致车辆失
控，滑入路边草坪。经初步核
实，该车辆载客28人、驾导2人，
截至目前，事件已造成3人死亡、
4人失联、18人受伤，具体情况正
在核实中。接报后，当地第一时
间组织公安、医疗、应急管理等
部门赶赴现场，开展应急处置、
伤员抢救、事件原因调查等工
作，18名伤员被及时送到医院救
治。 （新华）

（上接一版）自2014年起，石
狮市红十字会大力推广救护培

训，广泛深入社区、农村、学校、

企业、机关、家庭等开展普及培

训，且在中小学生素质教育基地

设置红十字救护培训教室，将红

十字救护培训纳入全市中小学

生社会实践课程，定期组织红十

字救护培训师资前往授课，切实

提高急救知识在中小学生中的

普及率。截至目前，我市参与急

救培训的人数已超过33000人

次。石狮市红十字会、石狮市卫

生健康局、石狮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去年联合设置了我市首个

市民急救技能体验点，为广大市

民拓宽学习急救知识渠道，让急

救基本知识得到更大普及。

（记者 谢艳 李荣鑫 通讯

员 高滨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