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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智博会”开幕
腾讯助力重庆打造“智慧名城”城市名片

腾讯首席运营官 任宇昕

9 月 15 日
上午，2020线上
智博会开幕式
暨峰会于重庆
市礼嘉智慧公
园湖畔里数字
体验中心举行，
腾讯首席运营
官任宇昕出席
开幕式并发表
主旨演讲。

任宇昕在主旨演讲中提到，随着数字世
界与实体世界的融合，生产生活都在被数字
化重塑。未来，纯粹的“线下生活”和“传统
产业”将不存在。数实融合也在广度、精度、
深度上，持续发展。他表示：“首先，数实融
合的广度不断拓展，实体数字化、数字实体
化，相向而行；其次，数实融合的精度不断提
高，企业的数字化升级，从‘台前’的用户连
接，发展到‘幕后’的生产环节重塑；最后，数
实融合的深度不断延展，中小微企业的数字
化规模和程度持续加深，从经济的大动脉到
毛细血管，数字化循环越来越通畅。数实一
体的融合发展，不断向更广、更深、更精细延
伸，促进主动脉与毛细血管的数字化‘双循
环’，给生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养分。”

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

化腾也通过线上方式在开幕式现场致辞，并
在致辞中表示：重庆正在将“智造重镇”和

“智慧名城”打造成自己的新城市“名片”，腾
讯提供全程技术支持的“重庆智慧名城展览
馆”也将在今年智博会期间揭幕，相信会让
更多人领略到智能科技的魅力。接下来，
腾讯西南总部将进一步扎根重庆，深度融
入重庆的创新驱动战略。我们也将加大

“新基建”投入，服务于产业互联网和数字
经济建设，助力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增长极。

据了解，腾讯将全程提供技术支持
“2020 线上智博会‘智慧名城’展览馆项
目”。在智慧名城展馆，腾讯T-DAY用智
能科技和互动创意，打造了一座专属重庆的
未来智慧城市，把山水重庆元素和智慧生活
场景融合一体 ，激发公众对智能科技的兴
趣，增进对智慧城市的了解。

腾讯西南总部也将进一步扎根重庆，深
度融入重庆的创新驱动战略，服务于产业互
联网和数字经济建设，助力在西部形成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除此之外，腾讯云作为2020线上智博
会开幕式线上直播技术支持牵头企业，为
2020线上智博会开幕式、各大重要论坛、赛
事、成果发布提供视频云直播、云点播、云回
放等技术服务，微直播会视频网络链路安全
提供3×24小时安全保障。

智慧名城馆智慧名城馆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
者 钱也）据市气象台预计，今天，重庆中
西部及东南部地区中雨，局地大雨到暴
雨，其余地区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中
心城区小雨转中雨。明天，中心城区中雨
转小雨。

中心城区天气预报

9月16日：小雨，21℃～23℃。
9月17日：中雨转小雨，20℃～23℃。
9 月 18 日：分散阵雨转多云，20℃～

27℃。

今明重庆雨水不停歇

1上课犯错也有掌声

一堂特殊的民法典课在昨天上午9
点正式开讲。说特殊，是因为讲课的老师
是警察，听课的学生是20多名聋哑
人。值得一提的是，何巧今年
才36岁，而这群学生平均
年龄在60岁左右。

有黑板、有老师、
有学生——老师提前
到达、认真备课；学生
端正坐好，没有一个
迟到。“你别说，我真
还有点紧张。”看着黑
板上她写好的板书，何
巧说，这其实并非她第
一次上课。之所以紧张，
是因今天涉及的手语部分
有点复杂。“人格权包括很多权
利，健康权，姓名权，隐私权……”手
随嘴动。何巧说话吐字流利清晰，手语也

“不甘示弱”，50多字的人格权定义用手
语表达得很是流畅。

但也有“卡壳”时刻。“人格权包括荣
誉权……嗯，荣誉？”何巧笑容中多了几
分腼腆。她比划着抱歉，坦荡地告诉大
家她犯了个小错误，她刚忘记了“荣誉”
这个手语词汇。令人意外的
是，身旁的“学生们”却不住
地鼓掌，掌声似安慰，也
似 肯 定 。 为 什 么 鼓
掌？何巧其实懂。

“就如这节课讲
的那样，自然人享有
基于人身自由、人格
尊严产生的其他权
益。”从不把面前这些
挂着和蔼笑容的叔叔
阿姨区别看待，在何巧
看来，他们同为“自然
人”，也应被尊重。“聋哑人为
特殊群体，我告诉他们我说错
了，他们会觉得我在认真对待他们，也没
有敷衍他们。”

2来之不易的活动室

讲课的这间教室不足50平方米，你
可能不知道，能装下师生欢声笑语的这间
活动室来得格外不易。作为一个还建房
小区，三千城常住的140多名聋哑人多退
休自附近的原高压开关厂。去年，因聋哑
人朋友的原活动室噪音太大，业主不堪其
扰。何巧接警后，开始了她的“巧调解”。

“这个时候，我就很庆幸我自学了手

语。”何巧说，6年前，她来到磁建村社区
成为一名社区民警。为了更好地交流，当
发现自己辖区中存在不少数量的聋哑人
后，她就开启了自学手语之路。老师有多
个，领悟却全靠自己摸索。从日常问好、

基本对话学起，和聋哑人朋友打交道
多了，何巧的手语进步神速。“不

会手语能不能去交谈，去调
解？其实也能，但是效果
绝对不一样。”何巧把手
语比作一把钥匙，一张
通行证。“你要拿到，聋
哑人朋友才会试着给
你开那扇紧闭的心
门。”为了解决活动室
问题，何巧的上门调解
放弃了“开门见山”，采

取迂回策略。
从建立感情、建立信任

开始，何巧加入了社区聋哑人
朋友的微信群。“大家好，我是何警

官，你们有啥事，或者需要什么帮助，随时
发信息给我。”她告诉大家，“你们需要我，
我就来；你们来找我，我就一定在。”

3巧调解与调解“巧”

话，绝非简单说说而已。“有一次，郑
爷爷告诉我，他的一位聋哑人朋

友突然失踪了。”清晨6点，76
岁的郑光宇给何巧发来消
息，他想拜托何巧帮帮
忙，看能否查一下3天
前在贵阳失踪的聋哑
人朋友。“按道理说，
这不该我管。但我知
道聋哑人很看重感
情，我要和他们成为朋
友，这个忙就一定要帮

帮看。”
从发起协查通报到致

电贵阳方面，何巧两天的忙
前忙后有了效果：郑爷爷顺利联

系到了他失踪的孙姓友人。作为厂里曾
经的老领导，聋哑人朋友都敬服的郑光宇
甚至主动给何巧承诺，愿意就活动室问题
帮忙协调看看。在何巧的多番努力下，活
动室搬离了原址。居民有了安静的居住
环境，送来了锦旗；聋哑人朋友有了更宽
敞的活动空间，和居民的矛盾也逐渐消
减。于何巧而言，那面“热心为民，巧解矛
盾纠纷，爱岗敬业，玉汝共筑和谐”的锦旗
既是对她最好的表彰，也是让她最自豪的
认可。而就是从那时起，这位看起来很年
轻，办事却兢兢业业，靠谱的女民警在聋
哑人朋友心中扎了根。

“自学手语和他们打交道，我就是
沟通的一座桥”

“无声”片儿警

“好”是比划“大拇指”，“身体”则
是用手在胸口画圈。身着警服的何
巧面带微笑，用手语将她最新学会
的开场白：“你们身体好不好？家里

的人身体好不好？”流畅地表达了出来。
从“你好”“上午好”升级到如今的长

句。几日不见，看见“何同学”手语
又有长进，聋哑人郑光宇连连点头，
带头喝彩得格外起劲，他用大拇指
连连比“好”，大家笑作一团，跟着
鼓掌。

这一幕，无声、和谐却动人。
它发生在沙坪坝区三千城小区里
的聋哑人活动室。何巧是俗话中
的片儿警，也是把磁建村社区中
的聋哑人和社会大众连接起来
的桥。一座沟通从不“堵车”、有
矛盾也从不“加
塞”的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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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地鸡毛”的快乐

在成为一名警察前，学
地理信息系统的何巧曾是
重庆一所大学的老师。从
老师到警察，变的是身份，
不变的是一颗初心。“都是
需要耐心，需要威信，需要
和人打交道的职业。”警察的
威信怎么树立？何巧认为，要
和群众将心比心，像给学生解答
学习中的疑难，警察同样需要及时地
解决群众的困扰。

2019年 5月，以“何巧”名字命名的
“巧姐无声警务室”正式挂牌成立。从
当初的“光杆司令”到如今调解室已配
备 2 名民警 2 名辅警，去年 5 月至今，

“巧姐无声警务室”记录在册的调解案
件达70多起。心系辖区群众，急群众所
急，想群众所想，谈起“巧姐无声警务
室”名字的由来，何巧坦言，“本意是取
了我名字中的一个‘巧’字，实际上也有

着巧妙之意——巧妙地解
决邻里纠纷。”

社区工作琐碎，
但要想处理好“一地
鸡 毛 ”，并 非 易
事。何巧个子小
小却耐心十足，
她郑重地告诉记
者，不管事大事
小，只要能调解
好，处理好，她都

会很享受警察这份
工作带来的成就感。

“你知道吗，今天民法典
课下课之后，聋哑人朋友老

邓郑重地送了我一本手语教材。”手语
书早已泛黄，纸张薄脆得一翻就沙沙地
响，加上两块多的定价，似乎都证明着它
30多年的年代感所言非虚。何巧动容地
把书抱在怀里，爱惜地抚了抚，正色道：

“这就是‘一地鸡毛’给予我的，最真实的
快乐和自豪。”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周荞
摄影报道 部分图片由沙区公安分局
提供

“手”暖聋哑人

老邓送了一本手语
书给何巧

“巧”调解室
里，何巧在
自学手语。

社区里，何巧深
受居民喜欢。

何巧和聋哑人朋友亲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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