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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移动人”专题报道

“对不起，您的网络不给
力，语音信息无法发送。 ”微
信的普及， 让语音聊天成为
一种时尚， 但是如果网络稍
微不坚挺，信息就无法发送。
有一天在杭州的朋友打电话
告诉我一个解决方案。 她在
移动体验区感受到 4G 的强
大力量。“以后在外面逛街看

到好看的衣服，拍下图片，立
马可以分享给朋友们了，网
速可快了。 ”

除此之外， 作为一个爱
家人士， 我喜欢家人之间其
乐融融的状态， 她们在一起
看高质量的视频， 一起玩网
络游戏， 真是无忌的童年。
然而这一切并不需要我给她
们满世界找来碟片 、DVD，
也不用为她们准备几个游戏
机。 朋友给我推荐的移动 4G
可以实现声音、动画、视频交
融传输，等到 2014 年 3 月份
长沙地区全面实现 4G 网络
的时候， 我的家庭生活将其
乐无穷。 到时候一部手机能
给我们带来的欢乐， 真让人
期待。

■江晨

“移动 4G来了”专题报道4G 时代：我们的快意生活

4G， 呈现的是人类智慧的成
果， 必将深刻的改变人们的生活，
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将会为
社会创造巨大的福利。

何谓 4G�？ 就是第四代移动通
信技术的简称。 比较显现的、我们
能明显感知到的是：下载一部 40G
容量的蓝光 3D 影片不到 2 小时；
下载一部 2.8G 的大英百科全书只
需要不到 8分钟； 一首 7M大小的
高品质歌曲不到 1 秒……这样的
速度用来看视频， 当然是小菜一
碟。 此外，实时更新的高清视频、在
线游戏、基于云计算的应用和传递

X 光片的远程医疗服务等随着 4G
的到来，也将走进我们的生活。

作为由中国主导的全球 4G 主
流标准之一，TD-LTE 肩负着自主
创新及扛起民族大旗的重任，中国移
动数十万员工为此付出了艰辛努力，
目前已在全国建成 20余万个基站。

跟随中国移动如火如荼的 4G
网络建设浪潮，早在牌照发放之前，
湖南移动就“快人一步”，率先在全
省迈出了 4G 网络建设的步伐。 今
年上半年就已在长沙部分高校及热
点商业区设立多个 4G 体验点，让
市民免费尝鲜。 春节前， 全省将有

15 家移动服务厅可为市民提供 4G
演示及体验服务。今年年底前，湖南
移动将建成 8000 个 4G 基站，实现
长沙市 4G 全覆盖；到 2014 年 3 月
份，长株潭地区可实现 4G 商用，到
明年“5·17”电信日，全省县一级城
市将全面实现 4G商用。

有了 4G 网络， 必须要有支持
4G的移动终端。 目前，湖南在售的
移动 4G 手机机型已达到十款，包
括三星 N710D、 索尼 M35t、 中兴
U9815、酷派 8736、HTC�8088、华为
G716、天语 Touch�1、海信 X6t 等。
价格则从 2099 元至 5288 元不等。

随着大量国产手机入市， 到 2014
年下半年，1000 元以下的 4G 终端
就会成为主流机型。 当然不得不提
的是即便在极速网络的体验之下，
4G资费与 3G相较不大。从整体上
讲， 将来肯定可以用 3G 资费甚至
2G资费享受到 4G的服务。

即日起，用户只要拥有支持 4G
网络的手机， 不用更换原有移动手
机号码，只需将原普通 SIM 卡更换
为USIM卡， 就可以拨打电话。 同
时，4G 手机还可以实现多模切换，
也就是说，即便没有 4G 网络，也同
样可以在 2G、3G网络下使用。

4G时代的到来， 很多人问我，
你准备好极速冲浪了吗？ 其实现在
我们人手一到两部手机，还有平板
电脑， 笔记本电脑等数码产品，怎
么把这些玩意儿连接起来，一直是
我在研究的。

有一次我去广州出差， 着实
体验到移动 4G 带给我的便捷。移
动 IPTV 为我开启了另一个超炫
的世界，打开数字电视，我可以用
手机操作电视， 也可以将电视界
面移植到手机上来。 一切连接在
这个网络里的数码产品都可以互

动起来，沙发上一躺，就看我怎么
指挥了。

当然移动 4G 的精彩之处并
非这么简单， 因为工作性质的关
系，平时会议特别多，大家集合起
来开会又十分麻烦，现在移动 4G
的推出，我们可以人手一部手机，
随时来一次视频会议。 如果移动
4G 来长沙得到进一步发展，我将
让公司实现移动 4G 全面覆盖，实
现业务链接， 设计师可以通过手
机为客户在线演示设计稿， 大大
提高工作效率，节约沟通成本。

我在国外和国内试商用城市都
体验过 4G的网络。 无论是 TDD还
是 FDD标准， 都超出了我的想象。
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 最直观的感
受就是手机上网速度快， 在此基础
上的各种应用，网络互动，变得更加
有趣，有种世界触手可及，没有做不
到只有想不到的感觉。

我在南京的一个移动体验区，
用 4G 手机下载一个 20M 的客户
端软件，只需 3 秒钟；在 4G 手机上
看网络视频随点随播，几乎没有缓
冲。 更让人兴奋的是广州的移动

4G 网络，接入互联网，可以流畅地
看到各路口路况的高清画面。 在广
东， 广东电视台借助 4G 实现了
“2013 年广州国际马拉松赛” 的高
清直播。

再比如说三星公司正在研发
的智能家居远程控制， 就是基于
4G 高速的网络来实现的， 尤为重
要的是它的使用成本将非常低，极
大的提升了大家的生活便利。 我们
可以想象得到在不久的将来，技术
的精湛程度不断提升， 移动 4G 生
活绝对充满了期待。

精湛技术 世界触手可及
湖南移动运营商资深经理 刘强

人生中最美好的 18 个青春
年华， 她无怨无悔地坚守在男人
扎堆的中国移动无线网络岗位，
先后做过监控员、数据分析员、综
合员、网管分析员、技术主管。 她
既是衡阳移动最优秀的技术工程
师之一，也是民意测验中的“高分
女郎”，更是 80 后、90 后可亲可爱
的“班长、师傅、肖姐姐”，她就是
衡阳移动网络优化中心数据班班
长肖文楚。

美丽的追梦者，
把工作当作生命的一部分

肖文楚从不抱怨技术工作的
枯燥乏味，提及网络优化，她就笑
容满面、滔滔不绝，你甚至能看到
她眼中的光芒。

“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当工程
师！ ”肖文楚在读初中时就立志要
当一名工程师，梦想的火焰至今依
然炽热。

工作是她实现梦想的地方，
也是她生命的一部分。 2008 年衡
阳移动当年需要在 11 月到次年
春节前完成 2 个交换机、7 个基
站控制器、1000 基站工程割接工

作， 她带领新进大学生放弃了 3
个月的节假日， 按期完成了超负
荷工作任务。

她曾因做衡阳市通信网络结
构调整、昼夜加班身体严重透支住
进医院。 一次下雨的深夜，她在加
班回家的路上滑倒， 右手手指骨
折，第二天她用左手做事，依然坚
持在岗位上。

肖文楚凭借勤奋的学习精神，
在衡阳移动内部的历次专业竞赛
中，总是名列前茅。 2010 年，在湖
南移动公司首届技术比武大赛中，
她获得无线专业个人二等奖。

培养人才的“幕后功臣”，
带出一支年轻优秀的团队

“分享自己的成果是一件快乐
的事”。 肖文楚是公司的内训师，她
乐于分享，带徒弟的时候，总是无
私地分享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作为
传帮带的“活教材”。

如今， 她曾带过的 10 多名徒
弟，有的被选拨进入省公司，有的
成为分公司的中层干部，其他人也
是分公司营销、技术等岗位的骨干
力量。

数据班里 80 后、90 后的年轻
人很多， 且多是北京邮电大学、中
南大学、国防科大等院校的优秀毕
业生。 肖文楚喜欢这些“好苗子”，
与他们进行心贴心地交流、 指导，
在工作上无私地传帮带，大家亲热
地叫她“肖姐姐”。

让肖文楚备感幸福和自豪
的是，在她的带领下，数据班现
在是衡阳移动网络优化中心“项
目最多，效率最高，技术实力最
强的团队”。

破解设备缺陷屡立“战功”，
创新技术获全省推广

2005 年， 肖文楚自学英语，获

得了本科文凭并能看懂英文技术
资料，从此拥有了攻破技术难题的
“利器”。

2G 通信设备大多来自外国
厂家，一遇到故障，很多同事习
惯 等 着 厂 家 技 术 人 员 前 来 解
决。 而她不同，她在技术难题面
前就像一个豪情的侠客 。 她主
动请缨 ， 加班加点啃下厂家的
英文资料，创新技术方案，多次
成功破解设备缺陷问题 ， 对建
设稳定通畅的无线网络立下赫
赫“战功”。

她有一个成功的案例， 是破
解了摩托罗拉通信设备 OML（核
心网元）故障率高的问题。 该设备
的 OML 一度每个星期都会出现
1-2 次故障。 她进行深入地研究
后提出新思维， 利用国产设备使
OML 由原来的串联连接改为并
联连接，故障率降到一年 1-2 次，
极大地提高了设备的稳定性，降
低了维护成本。 由她编写的《利用
DXC 设备实现 OML 链路连接》
技术论文， 获省公司论文大赛优
秀奖， 此项成果迅速在全省得到
了推广。

忘我的工作，
她对家庭“有不敢言说的痛”

对于工作， 肖文楚无愧于心，
对家庭却常常感到愧疚。 她经常深
夜加班，很少有休息的周末。 她陪
家人的时间极少，至今只跟家人出
游过一次。

“妈妈很狡猾，经常趁我睡着的
时候去加班。”10岁的儿子在日记里
写下的这句话， 让她深感自责，“我
觉得自己是一个很不好的妈妈”。 实
际上，她是位优秀的母亲，她爱学习
的习惯，成了儿子最好的榜样。

2006 年圣诞节晚上，衡阳市中
山南路和中山北路一带成为狂欢
的海洋，话务量瞬间暴增，随时可
能出现通信中断，肖文楚接到任务
对网络进行紧急扩容。 不料，婆婆
此时在家突发眩晕症， 她自以为
“大限将至”，坚持要跟儿媳“见最
后一面” 才肯去医院急救。 直到 3
个小时后，肖文楚才完成扩容任务
赶回家与婆婆见面。 虽然婆婆经过
治疗后很快康复出院，但肖文楚一
直对此事充满自责，“是心中不敢
言说的痛。 ” ■专题报道组

“追梦女侠”肖文楚

“过去和未来，是人类探索未知事物的两极。越来越多的‘异想’逐步变成现实。在消费者刚刚觉得自己弄清了 3G 无线小玩
意的时候，就又到了要掌握第四代无线技术的时候了，第四代无线技术会比我们以前体验过的所有无线技术的速度都更快，也
更具冲击力。 ” 美国学者斯科特·斯奈德在新书《4G 革命———无线新时代》中如是写道。

事实上，当 4G（TD-LTE）时代到来，或许我们要做的不仅是与机器高速对话的准备，更多的是感受其背后研发人员的赤诚
和心血，以及它给我们生活带来的革命性变化。

》

尝新者分享

高层对话

明年 3月长株潭 4G商用，
5月全省商用

湖南移动副总经理 李大川

轻松娱乐
尽享沟通新趣味
泛美（国际）原木家居会所总经理 李海英

无缝连接 生活工作两不误
苹果装饰集团董事长 张福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