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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岁孩子
难倒明星大咖

虽说一袭银色演出服很霸气，但
稚嫩脸上还是写着拘谨与腼腆——小
谭亮相《非常6+1》之后，没做过多自
我介绍，而是直入主题，与嘉宾讨论转
圈后走直线的技术问题。嘉宾席上的
著名歌唱家刘和刚，直呼不敢应战。

技术展示环节，更是难倒了音乐
人包胡尔查和央视主持人维妮娜两位
明星大咖。一通转圈之后，两位明星
嘉宾都走不稳了，小谭却丝毫不受影
响，一点不头晕。

对于这个出场炫技，小谭还挺不
好意思，直言这是以小欺大——小朋
友重心低，占有优势。而且，玩轮滑
的孩子，平时训练就与转圈打交道，
随便转上百把圈，平衡能力超过常人
许多。

接下来的环节，主持人管彤让小
谭展示一项小能耐。小谭自然拿出了
自己练习轮滑的3招绝技：天鹅蟹——
手上是《天鹅湖》芭蕾舞动作，脚踩轮
滑鞋似螃蟹一般横着移动；第二招变
态玛丽，双脚看不出移动痕迹，却稳当
越过10多个障碍物；最后展示的单轮
茶壶，将一脚抬起，只靠一只轮滑鞋着
地行进，身形似茶壶，颇为有趣。

破解物联网
哥德巴赫猜想
他和团队的成果通过专家鉴定

爱时尚运动
不玩手机游戏
他登上央视和观众们分享经验

上月底，杨永东来到北京，迎来一场大考。他
不怯场，为了这场考试，他准备了近20年。

杨永东是谁？从名片看，他是重庆金鑫智慧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不太熟悉的人认为，他在进行
不可理喻的研究。熟悉的朋友夸他，是个怪才。

而杨永东，自嘲是个疯子——对电子元件、物
联网极度痴迷。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周小平 文 李野
摄

大考 4位院士阅卷
2月 27日，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组织专家团

队，对金鑫智慧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AP-
COS（万物互联智慧操作系统）进行科技成果鉴
定。专家团队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姚建铨以及中
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钟山、张履谦等7人。

专家团队鉴定认为，APCOS属重大技术创
新，整体技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其中具有AI属
性的普适计算内核系统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具有广泛应用价值。

APCOS是什么，能吸引4位院士鉴定？
对此，杨永东用一种生活现象进行解释：冬天

被窝很暖和，夫妻俩都不愿起来关灯，怎么办？丈
夫深夜回家，妻子已经入睡，应该打开什么灯，才
不会打扰妻子休息？不需要动脑筋，只需要动动
手指——万物互联智慧操作系统帮你完成。

“心未想，事已成”，是杨永东理想的一种状
态。但是，对于物联网发展而言，芯片、传感器、通
信协议、应用场景千差万别，再加上技术方案不统
一、体系结构不一致，不仅阻碍物联网发展，而且
局限了互联互通范围。设备与设备之间如何自主
协作运行，是一项必须解决的问题——业内认为，
这是物联网的哥德巴赫猜想。

杨永东认为，APCOS正在破解物联网的哥
德巴赫猜想。APCOS为物联网各种智能设备构
建一套具有思维的操作系统，利用云计算、物联
网、普适计算、区块链等技术，运用独创普适内核，
结合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BCCA协议体系，实现
物联网设备与各种应用系统的无缝衔接，支持海
量设备和动态资源调度与进程管理，提供第三方
接口接入服务等服务功能，满足万物互联的物联
网全产业链市场应用需求，构建了万物互联智慧
操作生态环境，解决了智慧城市建设中万物互联
与智慧操作的技术难题。

“APCOS把不同通讯协议的物联网设备体
系化，独创一套柔性接入万物互联体系BCCA，
不仅提供动态调度、进程管理等功能，而且实现标
准化。”重庆大学自动化学院石为人教授也是鉴定
专家团队成员，他表示，该操作系统已经应用于社
区、校园、养老等领域，今后有望在工业、航天等领
域进一步探索。

杨永东认为，世界由万事万物组成，万事万
物皆为资源，同时也是传感器。融入万事万物，
才能拥抱资源。放空自己，丢掉念想，自然融入
万事万物。欣赏万事万物，自己与万事万物这
个传感器连在一起，自己才是无穷的资源。

今天的我是否过于张扬、是否过于自

信、对别人是否苛刻、预定目标为何没实现
……杨永东有个习惯，每天写日记。他说，
这是进行精神洗澡。

约定的采访时间本来是3月14日下午
2时，因为早就听说杨永东惜时如金，所以
记者提前30分钟到达重庆金鑫科技有限公
司楼下，正好碰到杨永东端着一碗小面，接
待其他来访客人。

“今天吃颠倒了，中午本该吃豆花饭
的。”杨永东笑称，他平时喜欢早上吃包子豆
浆，中午吃豆花饭，晚上吃小面，为的是省出
更多时间做研究。

“有梦想，每个细胞就像是擦了润滑
油，不是阻力而是动力。”杨永东说，工作
带来的快乐是最好的休息。“APCOS（万物
互联智慧操作系统）只是取得阶段性成
果，还远远未达到心中的目标。技术不用
担心，如何快速推进市场大规模应用，要
做的工作还有很多，我和团队需要更多时
间予以完善。”

“有梦想，每个细胞就像是擦了润滑油”

《非常6+1》是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王牌节目，
能上节目亮相的，不是身怀绝技便是有感人故事。

18日晚节目中，来自重庆的8岁小学生谭镇
东惊艳全场。他在节目中与观众分享的故事，颇
具社会话题性——玩上轮滑后，他戒掉了玩手机。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李卓然 文 受
访者供图

信念 一切问题根源
2015年，杨永东所在公司进行改制，员

工们迸发出惊人活力。即便后来公司运转出
现危机，甚至半年发不出工资，但是出乎意外
的是，核心团队没一个人辞职，都相信自己的
选择。

杨永东认为，这是因为“独特企业文化让
企业极具战斗力，‘我是一切问题根源’的企
业价值观已经深深烙入每位员工心里。”

“他对事业的执着打动了我。他是一
心干事业的人，让我们的价值追求发生
了变化。而他所做的事，或许真的能改
变世界。”公司员工亚辉在评价杨永东时
这样说。

2018年，金鑫科技推出全球第一款自
主知识产权万物互联智慧操作系统，取得
人工智能及智慧产业领域关键技术成果。
基于这个操作系统，公司研发了智慧楼宇、
智慧学校、智慧社区、智慧城管、智慧工厂、
智慧农业等20多个智慧领域应用，拥有独
创技术上千项。

重庆金鑫科技有限公司APCOS通过
科技成果鉴定后，新华社报道称，这一成
果填补国内物联网操作系统领域空白，具
备支撑规模化全产业链市场应用能力。
依托该项技术系统，有望培育出万亿级物

联网产业。
以前不理解杨永东的亲

友，终于明白了，他正在干一
件大事。

执着 20年初心不改
1970年，杨永东出生在四川省遂宁，从

小痴迷电子产品。痴迷到哪种程度？杨永东
说，在电器维修店看到师傅修收音机，他就会
挪不动腿，能静静看一天。

高考那年，杨永东进入重庆煤校。让他
最开心的地方是图书馆，因为图书馆里有很
多电子类书籍。“一个借书证只有3页空白，
我一个月全部填满。很快，我就把图书馆能
看的电子类书籍看完了。”杨永东说，光有理
论知识不行，他还手痒，想实际操作，于是又
在课余时间钻研硬件产品。

煤校毕业后，杨永东来到煤矿工作。他
反复思考、反复试验，想解决一个问题：如何
把井下的危险地质险情、瓦斯预报及时告诉
矿工，让矿工及时安全撤离险境。为了更系
统化学习，他报考了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电子
和计算机专业。学成后，继续回到煤矿工作。

杨永东称，他是一个没得规矩的人，胆子
很大，想法也很大。“没规矩，不能违法哈。”他
笑着说，从最初研发单片机到越来越多的设
备，他的想法愈发大胆——万物相连。

如何实现万物相连，连起来干什么，设备
与设备之间依靠什么运行？当时，一系列天
问，让杨永东有些崩溃。只有念头，靠自己计
算。不知道如何下手，只能硬着头皮上。

2002年，杨永东建研发团队，开
始培养技术人员。历经成千上万
次失败，受尽众人质疑后，公司
云平台算法技术得到突破，
他们提出的普适内核方法
在实际运用中获得成功。

那些年，亲友觉得
杨永东不正常，长期做
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
的研究。甚至，有人
以为他进入了传销
组织。于是，大家
善意找他谈心，希
望他回到正常生
活中。

儿子爱上了轮滑
父亲推掉很多酒局

有意思的是，小谭爱上滑轮后不再喜欢玩手机游戏，影
响父亲也改掉了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

当期节目播出后，谭俊奇在朋友圈发了一条消息，感谢
节目组，也感谢教过东东的老师、教练，还感谢了朋友和客户
支持。

客户有什么支持？原来，做服装生意的谭俊奇早些年经
常与客户应酬，晚上喝酒是常事。自从儿子玩轮滑后，他也
逐渐推掉很多饭局酒局。“东东每晚有近两小时训练时间，我
一定要盯着他。他毕竟是小孩子，难免有惰性。”谭俊奇说。

久而久之，朋友、客户都不轻易邀约谭俊奇喝酒了，而是
支持他培养孩子。

“生意没受到什么影响。以前以为生意是喝出来的，现
在明白了，产品好才是硬道理。看嘛，央视播出后我分享到
朋友圈，从来没有这么多朋友、客户给我点赞。”谭俊奇说罢，
掏出手机给记者看，这条消息将近200个赞。

上过央视
小王子更自信

央视录制节目是1月下旬的事，此前，小谭在重庆参加了初选、复赛、分
区决赛3轮选拔。虽然是前期海选，但都是在商场、广场等公共场所举行，
无异一场演出。

记者看了去年11月小谭复赛的一段视频。他在表演结束后回答评委
问题时，场面可以说是相当纠结。

评委问：你跳这段轮滑舞蹈时很自信，为什么说话有点腼腆？小谭只能
“嘿嘿”，打了个哈哈。

评委又问：最大的梦想是什么？小谭紧张了，只答出一个小目标：“上央视。”
评委又问：奥运会想不想去？小谭有点懵。后来他说，当时他连奥运会

是什么都记不起了。
小谭对记者说，这两年他参加过好几次全国性比赛，观众也不少，但从

来没有像这次复赛那样窘迫过。“太不一样了，比赛时，裁判叫我上去，我就
开始，然后下场就好了，这次完全不知道要说什么。”

到北京录制节目的十来天，小谭显然变得自信许多，也会说了许多，尽
管台上仍显得紧张，但话多了不少。记者了解到，这并非完全是编导设计，
其中小谭临场发挥不少。

记者采访过许多体育明星，深知他们的成功无不是天分加上刻苦训
练。像小谭这样主动加练的，自然会取得相应好成绩。因为轮滑花式绕桩
技术过硬，小谭早早赢得了“花桩小王子”美誉。在过去一年里，他先后斩获
中国中学生轮滑锦标赛小学C组花式绕桩冠军、中国自由式轮滑锦标赛花
式绕桩少年丙组亚军等殊荣。

近期，轮滑项目入选2022年杭州亚运会，这个项目正在受到越来越多
的家长和孩子认可。

回到3个多月前，在重庆参加《非常6+1》复赛时，评委问小谭最后一个
问题：“想进国家队吗？”

“想！”这也是小谭回答得最干脆的一次。

要玩手机
就不能玩轮滑

表演绝技之后，小谭介绍了秘诀——放下手机，忘掉
游戏。

玩轮滑可以戒掉手机、忘掉游戏？小谭父亲谭俊奇介
绍，3年前，孩子眼睛查出散光，这才让他练习轮滑，从开始
训练就约定不玩手机，防止视力变差。

幸运的是，小谭迷上了轮滑。后来，因为小谭越来越
爱玩轮滑，父亲与他的约定也就变成了——如果玩手机，
就不准学轮滑。

考虑到小孩子很难抵挡游戏的诱惑，谭俊奇觉得堵不如
疏，不能简单粗暴地制止孩子玩游戏。他经常这样对儿子
说：“如果你今天训练表现好，我就奖励你玩半个小时游戏。”

效果让谭俊奇吃惊，儿子玩了一会儿手机游戏，觉得
没意思，干脆放下手机加练滑轮。

谭俊奇认为，坦白地说，儿子不算沉迷游戏，说是因为
玩轮滑而戒掉手机游戏，或许有点夸张。但是，用一项积
极健康的运动让孩子少玩手机，确实是个好办法。

这个方法得到了嘉宾席上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社
首席教育专家卢勤老师的肯定：“我今天觉得，东东有个最
大的贡献，就是用轮滑运动代替了玩手机的快乐。运动为
什么让人感到特别快乐呢？人在专注运动的时候，大脑会
分泌一种物质叫做多巴胺，它会让人产生愉悦。这种愉悦
会让人忘记一切，非常投入地进行运动。当你运动完之
后，脑子就特别清醒，学习特别专注。所以，现在很多孩子
缺少运动，越不运动又玩手机，就更不运动了，学习时就没
那么大劲头。东东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感谢你为所
有的孩子树立了一个榜样！”

▲变态玛丽

▲单轮茶壶

▶去年斩
获全国冠军

▲谭镇东在央视录制现场

▲APCOS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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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节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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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上各类证书都是杨永东用心血
换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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