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贝瑞尔·纳伽平就要回国了。

在贵州的这一月被她称作“伟

大的旅程” ， 不仅因为在这里吃到

了从未尝试过的美食， 更因为在这

里她经历了大数据前沿技术的洗

礼。

贝瑞尔·纳伽平来自东部非洲

印度洋上的一个群岛国家———塞舌

尔共和国，是 2018 年发展中国家计

算机软硬件及网络技术培训班的学

员之一。这个由国家商务部主办、贵

州科学院承办的院外培训班自 2003

年开班以来，累计送走了 80 多个国

家的 500多名学员。

7月 19日上午，来自多米尼加、

南苏丹、加纳等 26 个发展中国家的

84名政府官员和技术人员在贵阳市

顺利结业， 他们即将带着在贵州学

到的计算机、 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投

身家乡的建设。

刚结束的 2018 年发展中国家

计算机软硬件及网络技术培训班并

非贵州科学院今年承办的第一个院

外培训活动。

一周之前，2018 年云环境下政

府大数据的管理及应用研修班刚刚

结业，来自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加

纳、 巴拿马等 11 个国家的 34 名政

府官员“满载而归” 。 7 月 19 日下

午，贵州科学院又迎来了老挝、巴基

斯坦、埃及等 7 个国家（地区）的学

员， 他们在这里接受的是食品安全

云平台的相关知识培训。

从计算机网络技术到大数据，

从中国语言文化到云计算， 来自世

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学员在贵州接

受了大量前沿知识培训， 智慧的火

种犹如星星之火播撒到世界各地。

据贵州科学院副院长李丹宁介

绍，贵州科学院自 2003 年开始承办

商务部援外人力资源培训项目以

来， 在贵州科学院历史上开创了一

项具有国际意义的事业。

早在 2003 年很多人对大数据

知之甚少的时候， 贵州就出现了一

位人工智能的“拓荒者” ，他就是已

经 75 岁的贵州科学院研究员张明

义教授。

2014 年， 著名国际学术组织

-- 库尔特·哥德尔学会， 将首次颁

发的终身成就奖奖章戴在了张明义

的胸前， 他成为获该领域重要国际

大奖的首位中国科学家。 正是在他

的努力之下，贵州可以在 2003 年就

承办援外计算机软硬件及网络技术

培训， 将贵州的计算机网络技术和

“云”智慧传播到世界各地。

如今贵州大数据发展如火如

荼， 创造了这一领域发展的许多奇

迹。 在参观完云上贵州等大数据产

业之后， 来自南苏丹共和国的学员

埃伯利·赛比特·阿热瑞说：“我们

亲眼目睹了中国在信息技术领域取

得的巨大成绩， 希望在中国政府的

帮助下， 我们能够运用成功的’ 中

国经验’来发展我们的国家。 ”

自 2003 年开班以来，贵州科学

院组织的援外计算机培训班每年学

员人数控制在 30 人左右。 近年来，

随着贵州大数据产业的发展， 知名

度逐渐提升， 该培训班的名额供不

应求。

“去年就有 80多人报名参加我

们组织的计算机软硬件及网络技术

培训班，但是由于条件限制，我们最

终只录取了 70多人，今年招收了 84

名学员，是贵州科学院援外培训历史

上人数最多的一期培训班。 ”李丹宁

告诉记者，如今贵州科学院组织的计

算机援外培训班规模在全国排前三

位，希望以后能够在商务部的支持下

在贵州成立一个计算机援外培训基

地，打开对外交流的一扇窗口。

贵州科学院组织援外培训，不

仅向各发展中国家播撒知识的火

种， 更是搭建了发展中国家间相互

沟通和合作的桥梁。 正如贵州科学

院院长谭红说：“每年举办的培训

班， 为亚非拉各国专家与中国专家

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搭建了平台，将

有助于计算机软硬件及网络技术在

发展中国家的交流， 有利于促进我

们的共同发展。 ”

各国学员来到贵州， 不仅目睹

了贵州大数据产业的飞速发展，也

对中国国情和贵州省情有了更加深

入的了解。

贵州科学院组织了 2018 年云

环境下大数据的管理及应用研修班

30多名学员到安顺市西秀区考察金

刺梨产业助推脱贫攻坚发展情况，

组织了 2018 年发展中国家计算机

软硬件及网络技术培训班学员到贵

阳市乌当区百宜镇罗广村了解当地

村民的生活状况。

了解到贵州贫穷的过去和飞速

发展的现在， 看到贵州仍然有很多

百姓没有脱贫，贝瑞尔·纳伽平感慨

说：“十年前的贵阳就像我们现在

的国家一样面临着贫困， 如今贵阳

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为什

么我们不可以呢？ ”

在每一次培训班开班之前，贵

州科学院都会组织学员进行一次国

别报告， 让参加培训的学员充分了

解世界各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现

状。李丹宁说，学员们的国别报告也

让他了解到，一些非洲和东南国家，

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已经走在了世界

前列。

“中国向来以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为己任， 高度重视与

发展中国家经贸交流合作， 主动积

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 帮助和促

进发展中国家发展建设。 ” 贵州省

商务厅副厅长黄筑筠说， 作为世界

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针对发

展中国家举办援外培训， 体现了自

身的情怀与担当。

在 2018 年发展中国家计算机

软硬件及网络技术培训班结业典礼

上， 当学员们听到黄筑筠说欢迎大

家将贵州当成第二故乡， 常回家看

看时， 很多学员情不自禁起立热烈

地鼓掌。

这些不远千里来到贵州的学

员，都是传递友谊的使者，不仅把计

算机和大数据相关的技术带回国，

也把中国人民的情谊和中国加强友

好合作的愿望带回国。

参加培训的学员，大多来自“一

带一路” 沿线的发展中国家，对于

“一带一路” 这样的国际经济合作

与发展新模式，他们都十分感动、高

度赞同。

在 2018 年云环境下政府大数

据的管理及应用研修班结业典礼

上， 即将离开的巴基斯坦学员贾伟

德·伊克巴尔·汗高度赞扬了中国的

“一带一路”倡议，他说：“希望今天

的结业典礼是彼此友谊和合作的开

始，建议将大数据和云计算纳入‘一

带一路’ 合作，让更多‘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受益。 ” 埃伯利·赛比特·

阿热瑞也表示， 南苏丹矿产数量和

类别都非常丰富， 期待中国和更多

的投资者到南苏丹合作、发展。

实际上，在“一带一路” 倡议的

号召下，贵州科学院也积极对沿线国

家实施科学技术援助并结出硕果。

据贵州科学院对外合作处处长

吴溶介绍，今年 5 月，老挝科技部与

贵州科学院召开科技合作座谈会，

就共建老挝信息技术培训中心、建

设 LIMS 实验室管理系统、 专业技

术人才培养等方面达成合作协议。

今年 6 月， 贵州科学院又与巴基斯

坦在大数据教育、 审计教育等方面

达成合作意向。

贵州科学院援外培训班工作的

开展得到了广泛的好评， 很多学员

回国之后， 依然通过微信与贵州科

学院保持联系， 并强烈要求将这样

的培训班开到国外去。 吴溶告诉记

者， 贵州科学院今年共计开设了 4

个援外培训班， 计划明年走出去办

班，更好地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进行科学培训援助。

当代贵州记者 汪枭枭

结出友谊的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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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生态环境部近日通报

了 2018 年 6 月和上半年全国空气

质量状况， 首次将排名城市的范围

扩大至 169 个地级以上城市。 在

“2018 年 6 月 169 个城市空气质量

排名前 20位城市”名单和“2018年

1-6 月 169 个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前

20 位城市” 名单中，贵阳市均位居

第十二位。

据了解，按照国务院《打赢蓝天

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有关要求，生

态环境部在原有 74 个重点城市空

气质量排名基础上， 将排名城市范

围扩大至 169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包括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长三角地

区、汾渭平原、成渝地区、长江中游、

珠三角等重点区域以及省会城市和

计划单列市。从本月起，每月发布空

气质量相对较好的前 20 个城市和

空气质量相对较差的后 20 个城市

名单， 每半年发布空气质量改善幅

度相对较好和相对较差的 20 个城

市名单。

据悉，2018年 6月，全国 338个

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

为 72.8

%

；1—6月，平均优良天数比

例为 77.2

%

。

6 月，169 个城市中， 唐山、晋

城、太原、邢台、邯郸、石家庄、安阳、

晋中、临汾、吕梁、滨州、保定、阳泉、

淄博、菏泽、新乡、焦作、北京、莱芜、

郑州等 20 个城市空气质量相对较

差；海口、黄山、珠海、丽水、深圳、舟

山、雅安、厦门、惠州、拉萨、中山、贵

阳、台州、福州、昆明、内江、南宁、资

阳、益阳、江门等 20 个城市空气质

量相对较好。

1—6 月，169 个城市中， 临汾、

石家庄、邢台、咸阳、晋城、唐山、邯

郸、安阳、太原、运城、西安、保定、阳

泉、渭南、焦作、晋中、新乡、鹤壁、郑

州、淄博等 20 个城市空气质量相对

较差；海口、黄山、拉萨、舟山、深圳、

厦门、丽水、珠海、惠州、福州、中山、

贵阳、台州、咸宁、昆明、衢州、大连、

益阳、南宁、江门等 20 个城市空气

质量相对较好。

（本报记者 杨林国）

生态环境部通报上半年169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

贵阳好空气 排全国第十二位

本报讯 日前，贵州省图书馆面

向全社会专业策划设计机构或设计

爱好者征集、 评选外语角

LOGO

（徽标或商标）。

此次征集活动通过网络方式征

集，作者需在 8 月 31 日前向官方邮

箱：

gzstsgwwb@sina.com

提交作品。

据介绍， 征集作品需符合国家

有关法规和社会主流价值观， 体现

贵州省图书馆外语角的特色和文化

内涵等。 作者需提交 A3 彩稿版面

图，手绘、电脑绘制均可，手绘需扫

描并上传至邮箱， 并附上作品的电

子文档（

JPG

文件）一份。

（本报记者 陈玲）

省图书馆征集

外语角LOGO

“一带一路”上飘起“贵州云”

播撒智慧的火种

搭建沟通的桥梁

2018年发展中国家计算机软硬件及网络技术培训班结业典礼现场

昨日下午 3点，烈日当头，南明

河城区河滨公园段， 贵阳市河道管

理处的工人们仍然在辛苦修补南明

河破损行道、打捞水草、清理卫生死

角，力保南明河长治久清。

据悉，从 6月底至今，贵阳市河

道管理处开展了水草清除工作，目

前工人们从南明河城区段打捞了共

计 300余吨水草及垃圾， 平均每天

十吨左右。 本报记者 杨林国

河道清洁工

打理南明河

本报讯 7 月 22 日，2018 年贵

阳国际马拉松赛在观山湖区奥体中

心激情开赛， 来自全球 25000 多人

在奥体中心排成三个方阵， 依次为

全程马拉松、 半程马拉松和迷你马

拉松方阵。 其中，中国农业银行贵阳

分行组织了 140多名员工参加。

本次赛事共设 3 个项目： 全程

马拉松(42.195 公里)、半程马拉松

(21.0975公里)、迷你马拉松(3.5公

里)。 其中，全程马拉松 5000 人，半

程马拉松 10000 人， 迷你马拉松

10000人。

早上 7 点 30 分，发令枪一声枪

响， 来自全球的 25000 人井然有序

地跑过起点。 在迷你跑方阵的前段，

中国农业银行贵阳分行 40 名员工

举着“坚韧不拔 拼搏进取” 八个大

字的巨型横幅稳步前进。

据了解， 该行在马拉松赛道沿

线设点，为运动员们提供补给服务。

赛前还组织 140 多名员工参与全程

马拉松和迷你跑。

在比赛终点， 农行组织员工合

影留念。 据介绍， 本次活动虽然短

暂， 但每一位参与的农行员工对运

动的热情不会褪去， 大家没有在乎

输赢，都在享受跑步的过程，顺利到

达终点即是胜利。 （李媛）

农行贵阳分行 140 人大方

阵助力国际马拉松激情开跑

“农”情助跑

“行”动筑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