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年 60 多万人次造访，
一个调味品企业何以如此引
人关注？近日，三秦都市报记
者走进太太乐“鲜味之旅”科
普教育基地一探究竟。

太太乐“鲜味之旅”科普
教育基地坐落于上海市嘉定
区江桥镇金宝工业园区，集现
代化花园厂区、鲜味博物馆、
鲜味科学馆、太太乐陈列室与
鸡精生产车间于一体。该基
地融合了最新高端科技，如雾
幕电影、3D展示柜、触屏互动
等，从鲜味的起源、发展、演变，
鲜味与人类、与人生，到现今
鲜味工业，全方面、多层次为
来访者讲述鲜味的“前世今
生”，使“鲜味之旅”的参观更具
丰富性与科技体验感。

在基地的 box 多媒体影
院，不仅可以观看CCTV-7农

业频道播放的人文科学纪录
片——《鲜味的秘密》，还可
现场品尝并分享星级厨师的
美食及烹饪心得，更有外国
人烧中国菜、亲子互动等体
验课程。

除了高端科技展示以及
趣味性的互动体验，作为鲜
味科学科普教育的重要基
地，在太太乐“鲜味之旅”，让
您更能切身体会到鲜味科学
的神奇与奥秘。

在鲜味博物馆和鲜味科
学馆中，很多知识点都来自
2017年出版的《鲜味科学与鸡
精调味料工艺概论》一书。该
书是太太乐30年来鲜味事业
的集大成，也是弥补了鲜味业
界一大空白的指导性书籍，为
来访者提供系统、详细、专业
的鲜味科学展示。

太太乐还每年定期面
向全国科研机构从业人员、
行业专业人士、高等学府学
生群体以及对鲜味充满热
情的社会大众人士举办全
国鲜味科学知识大赛，将鲜
味科学书本知识融合科普
基地文化，以竞赛形式向大
众传播鲜味科学，弘扬鲜味

文化。
“鲜”作为五味之一，如今

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与科学。而太太乐“鲜味之
旅”科普教育基地10年来一直
坚守在鲜味科学传播的道路
上，一直秉承初心，期待着更
多鲜味爱好者的来访。P①

唐明军 李雨倩

传播鲜味科学 弘扬鲜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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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通信,即“第五代移动通
信技术标准”。其高于 4G网络
百倍的传输速率，将无线通信
应用到更多地方，如物联网、智
慧城市、无人机、虚拟现实、增
强现实等。5G技术的应用，将
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
和乐趣。

万物互联时代已临近

物联网,简单来说就是物与
物相连。通过广泛联网，我们可
以精确地追踪一样东西是如何
使用的。据悉，物联网的设计是
用来追踪数据，这是它所处的云
端的本质属性，云端的作用则是
用来处理及保存数据。有数据

显示，未来几年，加入云端的设
备将突破300亿甚至更多。

目前，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已
经逐渐出现相关的应用，如汽
车、健康追踪设备、民用摄像头、
智能电表、水表等。陕西移动物
联网连接数已突破500万，物联
网水电气表、物联网路灯、生态
农业等，通过将实时数据上传云
端，能够随时监测到用户的使用
情况。今后，随着 5G技术的商
用，在各行业和领域都会大规模
开启物联网服务。

智慧城市建设进程将加速

据了解，作为智慧城市的三
大应用场景之一，5G的应用将

成为支持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
必备要素。未来，通过技术的
进步，5G不仅仅带来的是网速
的提高，更多的是通过物联网
将城市融为一体。作为智慧城
市建设的主力军，三大运营商
也在不断加快步伐，积极与各
行业相关部门合作对接，已经
打造了一批智慧城市试点行
业。中国移动在榆林打造的

“能源云”；中国联通承建的西
安“数字交通”平台，以及由中
国电信建设刚刚上线的“三秦
警务云”等。

虚拟技术或将广泛应用

加拿大籍华人科学家、国
际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
实）领域专家舒畅表示，未来手
机在虚拟现实领域中的作用，
相当于一个摄像头和一块显示
屏，数据先上传至云端，之后由

“云端”来进行高速的处理再传
回手机。他向记者描绘了这样
几个场景：早上起床洗漱完毕
后，我们打开专用设备，呈现在
眼前所有的景象都和目前我们
在公司上班一样，同事近在眼
前，沟通也和现实中一样顺畅，
足不出户就可以无障碍办公；
我们在浏览网页时被某个国家
的景点所深深吸引，通过虚拟
现实，只需要不到 3秒，我们可

以随时随地身临其境的置身在
任何国家的任何一个地点，畅
游全世界可能也仅需要几天时
间就可完成。

流量免费时代或将到来

相关业内人士表示，在经
过 4G大规模投资后，三大运营
商纷纷响应国家提速降费政
策，导致传统通话语音以及流
量的利润不断下滑。而 5G 商
用又势在必行，新的一轮大规
模投资即将开始。如何发掘
5G 的市场需求和价值成为运
营商今后的重要目的。

单对手机用户而言，利用
5G 下载一部 2GB 大小的电影
理论上仅需 1秒。按照这样的
网速，每天用户可能会产生非
常大的流量，以目前的资费标
准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手机用户
的需求。因此，运营商或许将
重心转为手机用户提供更多的
服务以及产品，通过手机用户
使用相关产品和服务来达到盈
利的目的，而流量将成为用户
与产品和服务之间的连接渠
道。

面对 5G技术的商用，运营
商通过业务的重新梳理、整合，
手机用户的流量全免时代或许
即将到来。

刘梦锟 本报记者王蒙

11月30日，记者从第20届
中食展西安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第20届中食展将于2019年
5 月 14 日——16 日在上海举
行。此次展会已有 4300 家参
展商预订展位，届时将遍布上
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17个展馆，
截至目前，已有超过 70%展位
被抢订。据透露，本届展会将

有不少陕西企业参展。
据介绍，本届展会将设置

酒类、高端饮品及乳制品、综合
进口食品、休闲食品、绿色农
业、餐饮供应链、国际冷链以及
功能性营养食品八大主题，其
中功能性营养食品将作为全新
主题首次亮相。

近年来，生鲜作为众多互

联网和零售行业巨头布局的焦
点，掀起健康生活变革的同时，
也遭受着冷链断链等问题的制
约。第 20 届中食展将在展会
现场实地展示成熟稳定的冷链
物流技术、完整供应链的构建，
这对于突破行业困局、引领行
业进步将起到关键作用。

在“健康中国”战略的宏观

背景下，加之消费者对天然产
品日益增长的需求，功能性食
品及营养食品迎来了光明的春
天。中食展也将在本届展会上
首度推出功能性营养食品主
题，鼓励食品制造商对消费者
需求做出抢先反应，引领全民
健康生活。

李雨倩 本报记者 唐明军

第20届中食展明年5月举行
七成展位已被抢订

5G时代万物互联越来越近 中国西北国际
医疗中心落地西安

12月 4日，世界顶尖医疗机构约
翰·霍普金斯中国西北国际医疗中心落
地西安启动仪式在西安举行。据了解，
该项目选址西安市雁塔区，预计总投资
70亿元，将按照国际卫生机构联合委
员会(JCI)认证标准建设和运营。

据了解，约翰·霍普金斯医疗集团
创建于1889年，是一家集医疗、科研、
教学于一体的顶尖学术型医疗系统。
其中，约翰·霍普金斯医疗体系下的约
翰·霍普金斯医院在《美国新闻与世界
报道》杂志最佳医院的评比中，排名全
美第一达22年之久。

据介绍，中国西北国际医疗中心是
集医疗保健规划、临床规划、信息系统、
医院运营、人力资源发展、临床教育和
国际认证方面寻求国际合作的绿色环
保医院，也是国内首家通过国际(JCI)标
准建立的医院。该中心总投资70亿元
人民币，占地163亩，是一家综合性三
甲医院。不仅为西安大健康产业发展
注入新的力量，更为引进世界高端人才
回流打开了新的通道。P ② 杨娜

碑林教育局
心灵教育第二期开讲

12月 3日，西安市碑林区教育局
主办的”碑林·立德树人大讲坛”第二
期“心灵教育”在西安市大学南路小学
报告厅举行。

本期讲坛主讲人邀请了全国知名
教育专家李镇西教授、成都市武侯实
验中学原校长、新教育研究院院长、苏
州大学教育哲学博士。李镇西以“教
育是心灵的艺术”为题，从“人是教育
的最高价值”“每一个学生都是骄傲”

“建立民主的师生关系”“缔造教育传
奇”等，结合自己的教育教学经验和管
理的经历，以诙谐幽默、生动精彩的语
言将朴实真切的例子娓娓道来。

据了解，“碑林·立德树人大讲坛”
活动是碑林区教育局于今年推出的一
项重要培训活动。活动定期邀请全国
知名专家开展专题讲座，从教育理念
到教学实践，从教育管理到教育科研，
从专业成长到思维拓展等方面，以专
题讲座、示范教学、主题论坛等形式全
面开拓教师视野。P③ 赵娜

合阳县教育局
努力实现追赶超越

日前，合阳县教育系统召开第三
季度追赶超越点评暨教师专业成长
会，总结第三季度各项重点工作，部
署安排下半学期工作任务。

会上，合阳县教育局党委书记、
局长周治民对追赶超越提出要求。
他提出，追赶超越是工作的主旋律、
主线、主基调，是总要求，是一场马拉
松比赛，不仅比速度，而且比耐力。
他强调，追赶超越要突出教育质量、
内涵发展、教师专业发展、项目建设、
安全稳定和作风建设五个重点。并
指出，抓教育质量要把课改贯彻新理
念、常规落实管理、教师的态度和责
任心、对学生学习时间的统筹、发掘
学生的非智力因素五个方面，实实在
在的在教育教学管理里面体现出
来。抓内涵发展要创新落实好六德
育人模式，常态开展“两节一会两活
动”，要统筹学校人力资源和活动，使
社团成为学生兴趣发展的主阵地，使
功能部室真正发挥应有的育人作
用。要重视家校共育工作，办好“古
莘家长学堂”，实现家校之间的良好
互动，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陆雪娜金巍锋本报记者马秀红

用户体验5G网络下的虚拟现实技术

10 年 60 多万人次造访，
一个调味品企业何以如此引
人关注？近日，三秦都市报记
者走进太太乐“鲜味之旅”科
普教育基地一探究竟。

太太乐“鲜味之旅”科普
教育基地坐落于上海市嘉定
区江桥镇金宝工业园区，集现
代化花园厂区、鲜味博物馆、
鲜味科学馆、太太乐陈列室与
鸡精生产车间于一体。该基
地融合了最新高端科技，如雾
幕电影、3D展示柜、触屏互动
等，从鲜味的起源、发展、演变，
鲜味与人类、与人生，到现今
鲜味工业，全方面、多层次为
来访者讲述鲜味的“前世今
生”，使“鲜味之旅”的参观更具
丰富性与科技体验感。

在基地的 box 多媒体影
院，不仅可以观看CCTV-7农

业频道播放的人文科学纪录
片——《鲜味的秘密》，还可
现场品尝并分享星级厨师的
美食及烹饪心得，更有外国
人烧中国菜、亲子互动等体
验课程。

除了高端科技展示以及
趣味性的互动体验，作为鲜
味科学科普教育的重要基
地，在太太乐“鲜味之旅”，让
您更能切身体会到鲜味科学
的神奇与奥秘。

在鲜味博物馆和鲜味科
学馆中，很多知识点都来自
2017年出版的《鲜味科学与鸡
精调味料工艺概论》一书。该
书是太太乐30年来鲜味事业
的集大成，也是弥补了鲜味业
界一大空白的指导性书籍，为
来访者提供系统、详细、专业
的鲜味科学展示。

太太乐还每年定期面
向全国科研机构从业人员、
行业专业人士、高等学府学
生群体以及对鲜味充满热
情的社会大众人士举办全
国鲜味科学知识大赛，将鲜
味科学书本知识融合科普
基地文化，以竞赛形式向大
众传播鲜味科学，弘扬鲜味

文化。
“鲜”作为五味之一，如今

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与科学。而太太乐“鲜味之
旅”科普教育基地10年来一直
坚守在鲜味科学传播的道路
上，一直秉承初心，期待着更
多鲜味爱好者的来访。P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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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通信,即“第五代移动通
信技术标准”。其高于 4G网络
百倍的传输速率，将无线通信
应用到更多地方，如物联网、智
慧城市、无人机、虚拟现实、增
强现实等。5G技术的应用，将
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
和乐趣。

万物互联时代已临近

物联网,简单来说就是物与
物相连。通过广泛联网，我们可
以精确地追踪一样东西是如何
使用的。据悉，物联网的设计是
用来追踪数据，这是它所处的云
端的本质属性，云端的作用则是
用来处理及保存数据。有数据

显示，未来几年，加入云端的设
备将突破300亿甚至更多。

目前，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已
经逐渐出现相关的应用，如汽
车、健康追踪设备、民用摄像头、
智能电表、水表等。陕西移动物
联网连接数已突破500万，物联
网水电气表、物联网路灯、生态
农业等，通过将实时数据上传云
端，能够随时监测到用户的使用
情况。今后，随着 5G技术的商
用，在各行业和领域都会大规模
开启物联网服务。

智慧城市建设进程将加速

据了解，作为智慧城市的三
大应用场景之一，5G的应用将

成为支持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
必备要素。未来，通过技术的
进步，5G不仅仅带来的是网速
的提高，更多的是通过物联网
将城市融为一体。作为智慧城
市建设的主力军，三大运营商
也在不断加快步伐，积极与各
行业相关部门合作对接，已经
打造了一批智慧城市试点行
业。中国移动在榆林打造的

“能源云”；中国联通承建的西
安“数字交通”平台，以及由中
国电信建设刚刚上线的“三秦
警务云”等。

虚拟技术或将广泛应用

加拿大籍华人科学家、国
际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
实）领域专家舒畅表示，未来手
机在虚拟现实领域中的作用，
相当于一个摄像头和一块显示
屏，数据先上传至云端，之后由

“云端”来进行高速的处理再传
回手机。他向记者描绘了这样
几个场景：早上起床洗漱完毕
后，我们打开专用设备，呈现在
眼前所有的景象都和目前我们
在公司上班一样，同事近在眼
前，沟通也和现实中一样顺畅，
足不出户就可以无障碍办公；
我们在浏览网页时被某个国家
的景点所深深吸引，通过虚拟
现实，只需要不到 3秒，我们可

以随时随地身临其境的置身在
任何国家的任何一个地点，畅
游全世界可能也仅需要几天时
间就可完成。

流量免费时代或将到来

相关业内人士表示，在经
过 4G大规模投资后，三大运营
商纷纷响应国家提速降费政
策，导致传统通话语音以及流
量的利润不断下滑。而 5G 商
用又势在必行，新的一轮大规
模投资即将开始。如何发掘
5G 的市场需求和价值成为运
营商今后的重要目的。

单对手机用户而言，利用
5G 下载一部 2GB 大小的电影
理论上仅需 1秒。按照这样的
网速，每天用户可能会产生非
常大的流量，以目前的资费标
准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手机用户
的需求。因此，运营商或许将
重心转为手机用户提供更多的
服务以及产品，通过手机用户
使用相关产品和服务来达到盈
利的目的，而流量将成为用户
与产品和服务之间的连接渠
道。

面对 5G技术的商用，运营
商通过业务的重新梳理、整合，
手机用户的流量全免时代或许
即将到来。

刘梦锟 本报记者王蒙

11月30日，记者从第20届
中食展西安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第20届中食展将于2019年
5 月 14 日——16 日在上海举
行。此次展会已有 4300 家参
展商预订展位，届时将遍布上
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17个展馆，
截至目前，已有超过 70%展位
被抢订。据透露，本届展会将

有不少陕西企业参展。
据介绍，本届展会将设置

酒类、高端饮品及乳制品、综合
进口食品、休闲食品、绿色农
业、餐饮供应链、国际冷链以及
功能性营养食品八大主题，其
中功能性营养食品将作为全新
主题首次亮相。

近年来，生鲜作为众多互

联网和零售行业巨头布局的焦
点，掀起健康生活变革的同时，
也遭受着冷链断链等问题的制
约。第 20 届中食展将在展会
现场实地展示成熟稳定的冷链
物流技术、完整供应链的构建，
这对于突破行业困局、引领行
业进步将起到关键作用。

在“健康中国”战略的宏观

背景下，加之消费者对天然产
品日益增长的需求，功能性食
品及营养食品迎来了光明的春
天。中食展也将在本届展会上
首度推出功能性营养食品主
题，鼓励食品制造商对消费者
需求做出抢先反应，引领全民
健康生活。

李雨倩 本报记者 唐明军

第20届中食展明年5月举行
七成展位已被抢订

5G时代万物互联越来越近 中国西北国际
医疗中心落地西安

12月 4日，世界顶尖医疗机构约
翰·霍普金斯中国西北国际医疗中心落
地西安启动仪式在西安举行。据了解，
该项目选址西安市雁塔区，预计总投资
70亿元，将按照国际卫生机构联合委
员会(JCI)认证标准建设和运营。

据了解，约翰·霍普金斯医疗集团
创建于1889年，是一家集医疗、科研、
教学于一体的顶尖学术型医疗系统。
其中，约翰·霍普金斯医疗体系下的约
翰·霍普金斯医院在《美国新闻与世界
报道》杂志最佳医院的评比中，排名全
美第一达22年之久。

据介绍，中国西北国际医疗中心是
集医疗保健规划、临床规划、信息系统、
医院运营、人力资源发展、临床教育和
国际认证方面寻求国际合作的绿色环
保医院，也是国内首家通过国际(JCI)标
准建立的医院。该中心总投资70亿元
人民币，占地163亩，是一家综合性三
甲医院。不仅为西安大健康产业发展
注入新的力量，更为引进世界高端人才
回流打开了新的通道。P ② 杨娜

碑林教育局
心灵教育第二期开讲

12月 3日，西安市碑林区教育局
主办的”碑林·立德树人大讲坛”第二
期“心灵教育”在西安市大学南路小学
报告厅举行。

本期讲坛主讲人邀请了全国知名
教育专家李镇西教授、成都市武侯实
验中学原校长、新教育研究院院长、苏
州大学教育哲学博士。李镇西以“教
育是心灵的艺术”为题，从“人是教育
的最高价值”“每一个学生都是骄傲”

“建立民主的师生关系”“缔造教育传
奇”等，结合自己的教育教学经验和管
理的经历，以诙谐幽默、生动精彩的语
言将朴实真切的例子娓娓道来。

据了解，“碑林·立德树人大讲坛”
活动是碑林区教育局于今年推出的一
项重要培训活动。活动定期邀请全国
知名专家开展专题讲座，从教育理念
到教学实践，从教育管理到教育科研，
从专业成长到思维拓展等方面，以专
题讲座、示范教学、主题论坛等形式全
面开拓教师视野。P③ 赵娜

合阳县教育局
努力实现追赶超越

日前，合阳县教育系统召开第三
季度追赶超越点评暨教师专业成长
会，总结第三季度各项重点工作，部
署安排下半学期工作任务。

会上，合阳县教育局党委书记、
局长周治民对追赶超越提出要求。
他提出，追赶超越是工作的主旋律、
主线、主基调，是总要求，是一场马拉
松比赛，不仅比速度，而且比耐力。
他强调，追赶超越要突出教育质量、
内涵发展、教师专业发展、项目建设、
安全稳定和作风建设五个重点。并
指出，抓教育质量要把课改贯彻新理
念、常规落实管理、教师的态度和责
任心、对学生学习时间的统筹、发掘
学生的非智力因素五个方面，实实在
在的在教育教学管理里面体现出
来。抓内涵发展要创新落实好六德
育人模式，常态开展“两节一会两活
动”，要统筹学校人力资源和活动，使
社团成为学生兴趣发展的主阵地，使
功能部室真正发挥应有的育人作
用。要重视家校共育工作，办好“古
莘家长学堂”，实现家校之间的良好
互动，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陆雪娜金巍锋本报记者马秀红

用户体验5G网络下的虚拟现实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