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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6日讯 这几
天，有不少人在微信朋友圈转
发《长沙地铁卡免费送！庆祝
长沙地铁3号、5号线年底开通
试运行！》一文，文中内容为发
起“长沙公交地铁卡免费送”
的“集赞吸粉”活动。记者向有
关单位核实获悉， 长沙公交、
地铁均未发起该项活动，此外
长沙公交地铁从2019年5月起
就只发行潇湘卡，全面停发公
交、地铁卡。

此文在朋友圈转发一天
后， 有网友投诉此类活动疑
似“诱导分享”“骗粉”。记者
向有发卡权限的单位进一步
核实， 湖南潇湘支付相关负
责人表示：“此次活动并非官
方发起，实际上自2019年5月
1日起，长沙已经对外统一发
行潇湘卡（城市一卡通），全
面停发公交卡、 地铁卡。”长
沙轨道交通集团、 长沙交通
集团同时表示，长沙地铁、长
沙公交运营方未发起过类似
活动。昨天下午，长沙公交出
行官方微博账号也已经发出

提醒。
记者调查发现，该文文末

留有“长沙潮流”的二维码，称
通过此码可免费领取“长沙地
铁卡”，但扫码进去，却是一个
名为“题搜搜”的公众号，账号
主体为“（安徽省）六安市哇哦
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不
久后这个二维码的关联账号
又更换成了“阜师院助手”。扫
码后出现的信息是活动结束
需要添加客服查看获奖名单，
但客服的信息显示地区为上
海浦东新区，且被微信方标注
有涉嫌过度营销、骚扰用户的
提示。有网友指出该文章内容
还可以随意修改,用于导流的
二维码也可以随意更换。

目前，名为“长沙潮流”的
微信公众号由于被多人投诉，
已被封停，名为“题搜搜”的微
信公众号也已经自主注销，停
止使用。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
在参与此类网络抽奖活动时
一定要辨明真伪，以免给自己
和他人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记者 石芳宇

糟心！别信“长沙地铁卡免费送”了
“骗粉”、“赚流量”，发布此消息的公众号被封停 提醒：要辨明真伪，小心信息泄露

滴滴顺风车将在7城市“复出”
多项隐私不再可见 湖南暂无上线时间表

本报11月6日讯 今天，
滴滴顺风车宣布将于11月20
日起陆续在北京、 哈尔滨、太
原、石家庄、常州、沈阳、南通7
个城市上线试运营。试运营期
间，平台不收取信息服务费。

三湘都市报记者了解到，
重新上线的滴滴顺风车将引
入失信人筛查机制，探索与第
三方信用产品企业合作方式，
进一步提升用户准入门槛，并
全面去社交化，上线女性专属
保护计划。目前，湖南地区的
顺风车上线试运营暂无明确
的时间安排。

女性乘顺风车时段
仅限5:00-20:00

滴滴顺风车表示， 经过慎
重考虑， 综合评估了不同城市
的位置和规模等特点， 决定陆
续在哈尔滨、太原、北京等7个
城市上线试运营。

记者了解到， 试运营期
间， 滴滴顺风车平台提供服
务的时段为5:00-23:00，女
性 用 户 的 使 用 时 段 仅 限
5 : 00-20:00。同时，顺风车
平台的订单仅限市内中短途，
里程需在50公里以内。

值得一提的是，滴滴顺风
车还将上线女性专属保护计
划，比如女性用户可以看到合
乘用户的一系列信息，包括驾
龄、车龄、通过人脸识别的具
体时间等。而在长距离出行等
特殊场景下，女性用户必须设
置紧急联系人，平台会要求合

乘用户多次进行人脸识别，提
醒女性用户开启行程分享并
主动对行程进行录音等。

记者注意到，滴滴顺风车
发布的试运营方案， 因女性
乘客使用时间问题引发了争
议。对此，滴滴出行总裁柳青
在6日晚间发布微博表达了歉
意：“作为一位资深女白领，我
也觉得现在的顺风车产品功
能对女同学不太好用；但在安
全问题上，是如履薄冰的试运
行。”同时，滴滴官方回应称，
目前公布的是顺风车小范围
试运行方案，未来正式上线的
方案将根据社会各方的意见
反馈不断完善。

头像和性别等隐私
不再可见

根据产品方案，车主和乘
客注册顺风车均需通过身份
证和人脸识别验证，全部用户
均为实名出行。

为了去社交化，滴滴顺风
车下线了个性化头像、性别等
个人隐私信息，全面保护用户
隐私。 附近接单功能也被下
线， 车主需设置常用地点，只
能在常用地点间接单，并且限
定了每日接单数量。 同时，滴
滴顺风车的合乘选择权将发
生改变。司机和乘客发布行程
后，车主可以向多个顺路的乘
客发出邀请，乘客可以根据顺
路程度、车主的出行次数等确
认是否同行，变成由乘客来选
择司机。 ■记者 潘显璇

本报11月6日讯 今天， 由省
教育厅指导， 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省教育战略研究中心主办的首届
“教育智库·湘江论坛” 在长沙举
行，300名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人工
智能与教育变革”。

记者了解到，大数据和人工智
能的一个重要功能是跟踪记录学
生学习的全过程，感知和获取学生
数据，经过分析与处理，这些数据
能生成学生“数字画像”，跟踪分析
学生的兴趣方向，帮助教师和家长
进一步了解学生。教育部人工智能
科技创新专家组专家、科大讯飞集
团副总裁王卓表示，随着人工智能
的发展， 教室环境也将更加智能，

可以实现数据采集、 数据处理、智
慧教学。此外，每个学生都将配备
专用智能学习终端，“它将成为学
生学习成长的‘智慧学伴’，陪伴学
生全场景学习，充当学生成长的数
据记录员。”

我省的教育信息化成绩斐然。
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王建华介绍，
2018年，我省获批全国首个国家教
育信息化2.0试点省， 长沙市获批
全国首批智慧教育示范区。为顺利
推进试点省建设， 同年12月28日，
省政府在全国率先出台《“互联网+
教育”行动计划》。

省教科院职成所所长王江清介
绍，在人才培养上，我省多部门联合

实施“人工智能教育基础能力提升
计划”，到2021年，重点支持15所高
校（本科5所，高职10所）建设人工智
能学院，建设100个（本科、高职院
校各50个）“AI+X” 复合特色专业
群，建设50个人工智能实训基地。

王建华透露， 为推进5G条件
下的“互联网+教育”基础环境创
新升级，将强化与移动、电信、联
通、华为等企业合作，推动5G时代
教育应用走在前沿、跨越发展。同
时推进人工智能条件下的“互联
网+教育” 教育教学创新应用，借
力人工智能促进教育公平、 提升
教育质量。 ■记者 黄京 杨斯涵

通讯员 蒋志平

当教育碰上AI,每个学生都将有“数字画像”
我省将推进人工智能条件下的“互联网+教育”创新应用

40多米高的垂直
绝壁，一分半钟内完成
攀登。 截至11月6日，
武警湖南总队机动支
队特战大队在湘中某
地域展开野外驻训已
有20天。（视频截图）

通讯员 丁卫光
魏征 郭屹 摄

90秒攀登
40米垂直绝壁

扫码看武警
战士野外驻
训视频。

按照该校党建“四联”工作的实
施方案，学院党委委员联系8个党总
支，38个教师党支部联系43个学生
团体，42名中层干部交叉联系42个
基层党支部，417名在职教师党员
联系459名学生， 可谓“一级带一
级、一级帮一级”。

该校党委书记吕文明给出了这
样一个观点：“以立德树人为中心，

是学校一直践行的发展理念。 我们
既要形成全面完善的育人队伍，也
要满足个体的多样化发展需求。”吕
文明认为，正是将党建“四联”制度
作为高职院校一种创新的育人模
式，让“三全育人”在党建“四联”中
得以实施， 最终培养一批政治意识
高、专业水平高、文化素养高的优秀
环保人才。

这群党员教师为学生护航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党建“四联”创新育人模式

在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
术学院，无论学生碰到什么问
题， 总有一群党员教师在他
们身后保驾护航。 据悉，2年
前， 该校在全省高校率先推
出党建“四联”制度：学院党
委委员联系党总支； 教师党
支部联系学生团体； 中层干
部交叉联系基层党支部；党
员教师联系学生。2年多来，
党员教师服务学生达8000
多人次，为400多名学生解决
了学习、生活上的难题。

■记者 黄京 刘镇东
通讯员 唐婧

作为云南农业大学刚入校的一
名研究生， 陈潇常常会把学校的所
见所闻发给胡娜妮老师。 陈潇曾是
长沙环保职院环境科学系的学生。
高考发挥失利，她来到高职就读，心
里满满失落。 胡娜妮成为联系陈潇
的党员教师， 她下定决心打开这个
女孩的心结。在胡娜妮的鼓励下，她
不但出色完成学业， 还通过自考拿

到了本科文凭， 大三结束又顺利考
上了研究生。

16岁就读五年制高职的长沙学
生小俊家境贫寒，自卑孤僻，周春雁
老师主动担任他的联络老师， 常常
将他带在自己身边， 在学习生活上
给予各种帮助。渐渐地，小俊“脱胎
换骨”了。他不但拿到了奖学金，还
频频在各种比赛中获奖。

党员教师领航青春，照亮学子前行方向故事

党建“四联”创新育人模式，培养优秀环保人才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