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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穿干练的深蓝色西装，梳着非洲当地特色发辫，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一声中文“你好”一下子拉近了与

我们的距离。初见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以下简称“圣普”）驻华大使伊莎贝尔·多明戈斯（Isabel Domingos），便

能感受到来自热带岛国的热情与明媚。

作为圣普与中国复交后的首任驻华大使，伊莎贝尔·多明戈斯一直在为促进两国互利合作，增进两国民心相通

积极努力。近日，在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网专访时，伊莎贝尔·多明戈斯畅谈她在中国的工作、生活以及两国友好交

往的动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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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生新业态

2019年被认为是 5G“商用元年”，6月，工信部为
三大移动通信运营商正式发放 5G商用牌照。接着，中
国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均开启了 5G 预约通
道，目前预约用户总计突破1000万。

5G 不再是一个陌生词，它离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近
了。通俗上讲，5G 具有高速率、低时延、万物互联的
重要特征。正是这些特征，催生了一些新兴业态。

在自动驾驶方面，5G 高速率、低时延的特性将为
这一新兴业态提供强大支撑。车联网技术是自动驾驶的
基础，要求车辆与周围环境及云平台之间要有更快的信
息传输。经过测试，自动驾驶汽车在60公里/小时的速
度下行驶，如果延时是 60 毫秒，车的整个制动距离大
概1米左右，如果是10毫秒的延时，车的制动距离就是
17厘米，如果能够达到1毫秒的延时，那么制动距离就
只有 17 毫米。5G 时延低至 1 毫秒，能够更好地确保行
车安全。

专家认为，如果未来自动驾驶技术成熟并广泛应
用，出租车行业可能会重新洗牌，出现自动驾驶、自动
泊车的新型租车企业。

如今，短视频、直播发展火热，这一定程度上得益
于4G技术的应用与普及。如果没有4G网速的支撑，手
机等接收终端并不能播出流畅清晰的视频画面。而 5G
时代又能带来什么？专家预测，更清晰的画质、更流畅
的图像音频、更短的延时，将使VR （虚拟现实）、AR

（增强现实）、MR （混合现实） 以及裸眼 3D 等成为用
户新宠。除此之外，5G 技术还将在旅游、教育、养老
等领域发挥巨大作用。

赋能传统产业

5G 不仅会催生新型业态，也为农业、工业、第三
产业插上腾飞的翅膀。在农业方面，5G 技术万物互联
的特点将助力智慧农业发展。农业生产中，大量传感器

联网，将实现温度、湿度、肥力、家畜健康情况等信息
的精确传递与实时监测，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同时，消
费者还可对绿色无公害作物从田间地头到餐桌的信息进
行回溯查询，吃得更放心。

工业生产方面，未来的工厂车间或许会大变样。得
益于 5G低时延、高可靠的特点，密密麻麻的数据传输
线缆可能消失，飞机、汽车、大型机械部件等生产线将
实现无线缆生产，全程高清自动监控。同时，一些以往
由人工进行操作的高危行业将由机器人取代完成。接入
5G信号的机器人可以实现与控制者同步操作。

医疗护理行业会有大变化。今年3月，位于海南的
神经外科专家通过中国移动 5G网络实时传送的高清视
频画面，远程操控手术器械，成功为身处中国人民解放
军总医院的一位患者完成了帕金森病“脑起搏器”植入
手术。这预示着，远程会诊、远程操控等内容将是未来
5G应用于医疗健康的趋势之一。5G+VR+AR给人带来
的身临其境体验如果应用于临床教学，将大大缩短外科
医生的培养时间。

电子商务方面，网上购物将大不相同。3D 虚拟
体验可以让顾客虚拟试衣，解决网购服装无法试衣的
问题。

建好5G生态体系

在 5G 技术普及的过程中，尚有很多关隘需要打
通。其中一个问题是基站数量相比于 4G大大增多，需
要巨额网络建设资金。在这种情况下，三大运营商也在
探索网络设备等方面的共建共享。中国联通与中国电信
合作共建5G的最终敲定，标志着5G共建共享迈出了实
质性的一步。

此外，5G 的商用还需要一套完整的生态体系。专
家表示，目前，中国的 5G应用生态发展刚刚起步。一
方面，从消费者领域来看，4K/8K 超高清视频、3D 视
频、VR 视频及游戏等内容制作产业的发展相对滞后，
内容相对匮乏。另一方面，5G 与垂直行业深度融合还
存在认识和技术壁垒。“5G不仅仅是运营商的事，也不

仅仅是设备厂商的事，而是整个社会的事，需要通过丰
富多彩的垂直行业应用，一起构建5G生态系统。”中国
移动研究院副院长黄宇红认为，“5G 不再像 4G 那样只
是‘修路’，修好了，应用随便跑。5G 是‘造城’，既
要有基础能力，又要根据各自不同的应用，提供定制化
的服务。如果对应用不了解、不匹配，就难以保障应用
所需要的服务品质。”

业内人士表示，从 5G 智能终端的产品研发与普
及，5G 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与部署，到垂直行业的智
能化改造，这一切都需要协同发展，整个产业链上下游
通力合作，方能助力5G健康快速发展。

改变对中国的刻板印象

位于非洲中西侧几内亚湾的圣普，在
地理上与中国远隔重洋。采访伊始，伊莎
贝尔·多明戈斯描绘了圣普这个有“天堂小
岛”美誉国度的多彩画卷：这里有茂盛的
热带植被、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盛产天然
优质的咖啡和可可，还有迷人的海滩，更
重要的是有热情淳朴的人民，“每个普通圣
普人，不管男女老少，身上都洋溢着一种
天然的喜悦和安宁”。

在向中国人民发出赴圣普旅游的热情
邀约之时，伊莎贝尔·多明戈斯也谈到了她
对中国的观察与感受。伊莎贝尔·多明戈斯
说，她曾经对中国的基本印象只是幅员辽
阔、人口众多，“而当真的踏足中国时，我
的刻板印象改变了”。

2017 年，圣普还未正式设立驻华大使
馆，伊莎贝尔·多明戈斯作为圣普政府访华
代表团的成员首次来到中国。通过对北
京、福建、浙江、海南、上海等多地的走
访，伊莎贝尔·多明戈斯和她的同事们发现
中国城市非常整洁，人口虽多却井然有
序。上海和圣普相似的自然环境和淳朴的
人民，更让伊莎贝尔·多明戈斯对中国产生
了浓浓的亲切感，感受到“中国并不像我
曾经想象中的那么遥远、那么陌生”。

如今，伊莎贝尔·多明戈斯正式履职圣
普驻华大使已有一年多时间，她对中国也

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当问起如何向圣普
介绍中国时，她谈起曾经参观过的一个中
国古镇，小镇虽经历千年的风霜，但当地
独特的风俗和文物被很好地保存了下来。
伊莎贝尔·多明戈斯认为：“这得益于中国
政府在文化传承方面做的大量工作，中国
在这方面做得真的很棒！”

圣普人把中国人当朋友

2016 年底，中国与圣普恢复了中断近
20 年的大使级外交关系，两国关系自此进
入新的阶段。伊莎贝尔·多明戈斯认为，

“与中国复交是圣普政府做出的重大政治决
断，同时也是圣普人民的共同愿望”。

伊莎贝尔·多明戈斯讲述了至今仍留在
脑海中的一个场景。2017 年，当中国驻圣
普大使馆正式落成时，一位路过的圣普老
人指着中国国旗向身边的孙子说：“中国是
我们的朋友。1975 年圣普独立时就获得了
中国非常重要的道义支持与援助，这些年
来在圣普首都落成的许多高楼大厦，也都
是中国企业修建的。”伊莎贝尔·多明戈斯
说，这位圣普老人就是中国与圣普两国人
民真挚友谊的见证者和讲述者。

到中国当大使，伊莎贝尔·多明戈斯也
带来了圣普人民对中国的友好感情。伊莎
贝尔·多明戈斯深知，推动民心相通，不应
仅限于政府、企业等层面，还应让两国人
民都参与到增进了解、加深友谊的工作中

来。如今，伊莎贝尔·多明戈斯已经学会一
些简单的中文，她和同事们也在为两国人
民能够跨越语言障碍，实现更多面对面交
流而努力工作。尽管这项工作并非易事，
但伊莎贝尔·多明戈斯充满信心地表示：

“我们将全力以赴。”

中国真心帮助圣普培养人才

虽然中圣普复交还不到3年时间，但两
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取得了十分丰硕的
合作成果。谈起两国合作，伊莎贝尔·多明
戈斯滔滔不绝：中国医疗队在帮助圣普抗
疟工作中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农技专家
们帮助圣普农民实现了农业生产的显著进
步；中国企业帮助圣普修建、优化了很多
基础设施。

而在两国众多合作中，伊莎贝尔·多明
戈斯非常看重两国人员的互派和交流，尤
其是关涉国民经济发展的经贸、教育、卫
生、旅游等领域。“通过相互交流，促进了
两国科技资源共享，拓展了技术产业门
类，夯实了经济发展基础。圣普的技术人
员也增进了自己的专业水平，将自己所学
用于国家发展。”伊莎贝尔·多明戈斯说。

和众多非洲国家一样，圣普拥有大量
年轻人口，25 岁以下的青年更是占到了圣
普人口的 60%。伊莎贝尔·多明戈斯非常关
注圣普青年的教育，在她看来，青年的教
育是决定圣普未来发展最关键的因素。伊
莎贝尔·多明戈斯表示，圣普目前有 100 多
名留学生在华学习，“中国在帮助培养圣普
留学生方面提供了重要支持。”

采访最后，伊莎贝尔·多明戈斯表示，
圣普虽然国土面积不大，但在非洲处于独
特的地理位置，可以成为中非合作交往的
重要节点。

古川俊太郎是日本电子游戏巨头任天堂公司 （Ninten-
do） 的现任社长。1994年，古川俊太郎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
学的政治经济学院。同年，他便加入任天堂公司，一直工作
至今。工作初期，他曾在任天堂位于德国的欧洲总部驻扎约
10年时间，积累了丰富的海外经验。2015年，他开始担任公
司的经营企划室室长，负责任天堂的全球营销业务。

二十多年来，古川俊太郎主要负责经营事务，在岗位上
一直兢兢业业。在他成为任天堂的社长之前，甚至并不为太
多人所知晓。2017 年 3 月，任天堂游戏公司首发的旗舰产品

“Switch”让全世界感受到了掌上游戏机的独特魅力。而在一
系列“Switch”游戏的热销奇迹背后，古川俊太郎功不可没。

“Switch”推出前后，古川俊太郎结合他丰富的海外经
验，为产品量身制定出最优的推广方案。他兼顾线上推广并
与线下资深玩家进行口碑打造；他避开与索尼等正面交锋的
硬件战场，转而主打“连贯性场景体验”的细分玩家群体；
他还有针对性地在欧美进行营销，使“Switch”成为在欧美地
区销售最快的主机。社交平台上有网友将古川俊太郎形容为

“销售狂人”。
2018 年，当这样的“销售狂人”接任任天堂社长一职

时，前社长君岛达己这样评价道：“古川的内心坚韧，观点明
晰，善于与他人交流。”古川俊太郎平日为人低调，又很健
谈，很令同事们信服。此外，精准的商业头脑加上一口流利
的英语，使得他一直是公司与投资者之间沟通的先行者。

一步一个脚印，古川俊太郎如今已成为任天堂公司的领
头人。他形容自己是一名从小到大的“玩家”，因为一直很热
衷于游戏机产品。虽然“Switch”自推出以来，在全世界市场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古川俊太郎却表示，自己完全不会去

“迷恋”这款产品，更不会抱着一时的成功便止步不前，仍要
时刻保持“灵活思考”。

古川俊太郎说，他始终愿意将目光投向“下一代”产
品。在他看来，灵活性比创造性更重要。如今，古川俊太郎
最看重的是使用者的体验，他说：“技术正不断发生变化，我
们将继续灵活地思考与应对，从而进一步了解用户、丰富他
们的体验。”

2016 年 12 月 26
日，是中国与圣普
关系史上一个值得
铭记的日子。这一
天，两国正式恢复
了中断近 20 年的大
使级外交关系。两
国复交背后有哪些
故事？圣普回到中
非合作大家庭后发
生 了 怎 样 的 变 化 ？
为挖掘两国外交关
系背后的细节和故
事，“我在中国当大
使”栏目组走进了
圣普驻华大使馆。

伊莎贝尔·多明
戈斯是圣普与中国
复交后的首任驻华
大使，亲自参与了两
国复交的许多工作，
见证了很多感动瞬
间。采访之前，我们
尽可能查找有关圣
普和大使的资料，反
复 打 磨 采 访 提 纲 。
圣普是一个怎样的
国家？圣普人怎么
看待中国？大使怎
么 看 待 两 国 关 系 ？
我们希望通过这一
个个问题，为受众打
开观察两国关系的
新视角，以此感受两
国交往的温度和深
度。为确保采访准

确顺畅，栏目组还专门聘请了一位葡语
翻译“保驾护航”。

在轻松愉悦的采访氛围中，多明
戈斯大使如同“拉家常”一般讲述她
在中国的种种见闻、圣普人民对中国
人的深厚友谊，尤其是复交后两国关
系的快速发展。许多中国企业在圣普
投资兴业，改变圣普的发展面貌；中
国医疗队和农技人员在当地有口皆
碑；不论圣普政府还是人民都对中国
的真诚帮助心存感激……通过这一个
个细节，栏目组希望让受众对中国与
圣普关系形成更真实可感的印象，对

“一个中国”原则在国际社会的人心所
向有更清晰的认知。

多明戈斯大使越讲兴致越浓，采
访时间从预定的半个小时延长到近一
个小时。采访结束后，大使还饶有兴
致地了解起融媒体呈现方式，她希望
通过“我在中国当大使”栏目让中国
人民更加关注并了解圣普，让两国人
民心更近一些。

互联网大咖秀

“与中国复交是圣普人民的共同期盼”
——访圣普驻华大使伊莎贝尔·多明戈斯

海外网 孟庆川

“与中国复交是圣普人民的共同期盼”
——访圣普驻华大使伊莎贝尔·多明戈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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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普驻华大使伊莎贝尔·多明戈斯近照。 海外网 付勇超摄

古川俊太郎：

将目光投向“下一代”产品
海外网 赵 宽

未来5G将颠覆行业改变生活
本报记者 何欣禹

今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隆重召开。雄壮整齐的受阅部队、凌空翱翔的战斗机、振奋

人心的群众游行……这些4K超高清的生动画面通过屏幕纤毫毕现地展现在五湖四海的观众面前，其背后则是一张强大

的5G通信网络支撑。近年来，5G技术从无到有，在科技创新的趋势下发展迅速，不仅为人们生活带来改变，更深刻地

推动行业变革。

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阜溪街道五四村首辆 5G 无人
驾驶公交车投入使用。 谢尚国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