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荩 徐汇区实验小学STEAM课程上，老师指导学生们通过

有趣的小实验，了解鸟类喙的工作原理。 本报记者 袁婧摄

■本报首席记者 张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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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推动中朝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0周年向金正恩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9月9日，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

国庆 70 周年向朝鲜劳动党委员长、 国

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

习近平在贺电中说 ， 值此朝鲜民

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 ，

我谨代表中国共产党、 中国政府 、 中

国人民， 并以我个人的名义， 向委员

长同志并通过你， 向朝鲜劳动党 、 朝

鲜政府、 朝鲜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和

诚挚的祝愿。

习近平表示，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 年以来， 朝鲜人民在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取得了显著

成就。 近年来， 委员长同志带领朝鲜

党和人民， 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采

取一系列积极举措并取得重要成果 ，

朝鲜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

时期。 我对此感到由衷高兴。

习近平强调， 中朝两国是山水相

连的友好邻邦。 茛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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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淞沪抗战而闻名天下的四

行仓库， 而今已悄然成为一个特

殊的人工智能 （AI） 实验室。 在

这栋积淀深厚的历史建筑中， 百

联集团建立了一个以孵化科技型

创业企业为主的众创空间， 不到

一年的时间里， 它与众多小企业

一起打造出 “AI+零售” 生态，

让人耳目一新。

老建筑、新面孔

80年前淞沪抗战时留下的

弹孔在四行仓库的外墙上依然

历历在目， 可移步建筑内部人

们发现， 除了抗战纪念馆之外，

另外一半空间已经过改造成为

创业者的集聚地。 在一间半开

放办公室里， 神策数据十多人

的团队正在细细梳理商业数据，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桑文锋说：

“人脸识别加上数据分析， 有望

让新手店长迅速达到有十年经

验老店长的管理水平。”

神策入驻的这片空间 ， 名

叫 “百联全球商业互联网科创

中心”。

作为一家以数据分析见长

的创业企业， 神策希望帮助商业零售企业把手中的数据用

活。 桑文锋说， 很多线下商业企业空有数据； 神策想做的，

就是让他们借助店内摄像头的画面， 判断消费者喜好， 梳理

出客群特征， 最终帮助店家优化经营策略。

利奥科技的办公室距离神策不远， 20多人的团队正研发

一系列的人工智能硬件， 包括智能鞋镜、 智能试衣镜等。 对

消费者来说， “魔镜” 能让他们迅速完成 “虚拟换装”， 从

而体会各种搭配效果； 而对店家而言， “魔镜” 不仅能促进

购买， 也是他们搜集消费者数据的感知末梢———经过人工智

能的加工， 这些数据将告诉商家卖什么东西最合适。

在四行仓库的众创空间， 目前入驻的企业有 “硬” 有

“软”， 有专注底层也有偏重应用。 看似五花八门， 但归根结

底都是围绕着零售的科技型公司， 特别是人工智能、 大数

据、 物联网等方向的企业。 自从去年9月众创空间正式启用，

不到一年的时间已吸引了超过40家创业企业， 80多年的老建

筑每天都被一张张年轻的脸庞照亮。

影响力、开放度

百联在四行仓库开办的孵化器， 是目前少有的垂直型众

创空间。 也就是说， 它聚焦于一个特定行业 （零售业）。 要

让这样的空间运转起来， 牵头方必须有足够影响力， 同时要

足够开放。 在国内， 兼具这两种特点的企业并不算多。

茛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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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管理，让“美丽”增进民生福祉
静安区持续推进美丽家园、美丽街区建设，为市民打造高品质生活

在静安区 ， 有一项起步于 2015 年的

“美丽家园” 工程， 当年就获中国人居示范

奖， 并于 2016 年、 2017 年连续两年获上海

住宅小区综合治理测评和住宅小区社会满意

度测评 “双冠王”。

按照市委市政府提出的 “努力成为城市

精细化管理示范区”， 静安区持续推进 “美

丽家园” “美丽街区” 建设， 从破解体制机

制障碍入手， 率先出台 “一路一策” “一小

区一方案” 精细化管理标准体系。 今年起，

又率先依托物联网、 大数据和云计算， 实现

科学研判、 智能预警。

为迎接即将召开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 ， “美丽 ” 的速度正不断加快 ：

区内重要路段两侧保障建筑和外立面整

治紧锣密鼓 ； 十多个老小区多层建筑电

梯加装稳步推进 ； 388 幢优秀历史建筑

“一幢一册 ” 编制完成 ， 管理进入常态化 ；

归并小区 、 劝退不合格物业均完成年度计

划……

问题导向，汇总百姓最急迫问题

住在静安区的老百姓，对于“美丽家园”

的认知，通常是由一场社区座谈会开始的。

“美丽家园” 落地过程中， 居委会和设

计团队首先深入小区调研需求， 开展很多不

同形式的座谈会 ， 分楼栋 、 分角色 、 分需

求， 将小区需要解决的种种问题梳理出来，

经过座谈分析汇总出最集中 、 最急迫的问

题， 然后请专业设计团队用设计理念展示解

决方案。 三分之二以上百姓表决通过后， 这

个项目正式上报政府立项。

比如， 针对区内 1.6 万户没有独立厨卫

设施的非成套老公房， 静安区在全市率先探

索并启动以彭浦新村地区为试点的 “拆落

地” 成套改造。 今年上半年竣工的彭三四期

成为首个 “拆落地 ” 且 “多层改高层 ” 项

目———拆除原有 15 幢老公房后， 建起 6 幢

高层居民楼， 并新建了停车场、 食堂、 活动

中心等配套设施。 8 月底启动的彭三五期则

是本市迄今最大的成套改造项目， 签约首日

即生效。 茛 下转第六版

■本报首席记者 顾一琼

临汾街道社区服务中心“最强大脑”联合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分设12个应用场景，实时

显示社区内各类警报情况。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编者按 备受
瞩 目 的

2018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将于9月17日起在上海举
行。随着全球顶级资源的
不断汇聚，东海之滨、黄浦
江畔有望领风气之先，提
前一步领略人工智能时代
的精彩。事实上，人工智能
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
我们的社会和生活。 从今
天起，本报推出“探访上
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系列
报道，走近一个个创新单
元，展现人工智能领域的
活力与魅力，同时通过追
根溯源，为人工智能进一
步发展给出提示。

荩 均刊第五版

■万玛才旦作品《撞死了
一只羊》 获威尼斯电影节地
平线单元最佳剧本奖

威尼斯电影节
在争议中落幕

“上海出品”助力
西藏题材影片

■本报首席记者 樊丽萍
记者 张 鹏

“家门口学校”留住越来越多好老师
在上海，越来越多优秀年轻人立志从教，越来越多特级教师支援郊区学校

今天是第34个教师节。 在向广大人民教

师表达崇高敬意的同时， 每一个关心教育的

人心底都埋着一个深深的愿望： 教育兴则国

家兴，践行教书育人的使命，迫切需要一支高

素质的教师队伍， 能否让更多优秀的年轻人

立志从教，让更多好老师培育出更多好学生？

在上海，教师岗位的吸引力在增强，教师

队伍育人活力不断激发， 越来越多热爱教育

的高学历、高素质年轻人加入教师队伍，更多

特级校长、 特级教师等高端教师愿意到相对

薄弱学校支援。记者昨天从市教委获悉，2018

年本市新评了83位特级校长， 目前正在公示

中， 其中有33人将自愿流动到上海百所公办

初中“强校工程”学校和郊区乡村学校。

在家门口的好学校， 师资质量正在稳步

提升———这成为上海很多家长共同的感受。

博士、 海归纷纷加入教师队
伍，“四位一体” 培训机制助新老
师快速成长

出生于1994年的侯雁楠， 去年底获得香

港大学教育专业硕士学位， 今年成了黄浦区

思南路幼儿园的一名新老师。不仅如此，这所

幼儿园还“预定”了一位“海归”老师。该幼儿

园园长吴闻蕾透露：“一位刚从英国学成归来

的硕士目前正在实习， 顺利的话明年就可以

正式入职。”

无独有偶， 浦东新区一所公办初中的校

长也笑逐颜开：今年学校招收的新教师中，有

一位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由此，这所初中学

校的在职教师学历也刷出了“新高度”。

据悉， 目前上海各级普通学校共有教职

工29.10万人，其中专任教师20.51万人。在这

些专任教师中， 又有约16万人任教于中小学

和幼儿园。

年纪轻、学历高，是目前上海市中小学教

师群体的一个显著特点。

茛 下转第六版

■ 在我们的生命中，总有一些人是永生难忘的，其中一定有一位甚至
几位老师。本报记者走访新获殊荣的上海市教育功臣、教书育人楷模、特
级校长等，听他们讲述“生命中难忘的恩师”，分享“师道传承的力量”

“人的一生总会遇到几位好老师”

荩 刊第七版

今天是第34个教师节

为国家和民族蓄积走向未来的力量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立心铸魂兴伟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情系教育事业发展》

■ 继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将 “立德树
人”确立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党的十九大报
告进一步指出， 要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

新时代新期待
祖国需要什么样的栋梁之材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
费占GDP比例连年保持在4%以上。 全面深
化改革！运用40年前扭转中国命运的“关键
一招”，中国教育发出了攻坚克难的冲锋号
令，向着“更好更公平”发力迈进

新时代新要求
如何使教育让人民满意

■ 从 “‘四有 ’好老师 ”到 “引路人 ”，

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群体的角色定位和使
命担当不断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为教师队
伍的建设及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指明了目标
和方向

新时代新召唤
教育应肩负怎样的时代使命

荩 刊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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