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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一周 ， 上海就将迎来
农历己亥年新春佳节 。 大红灯
笼、 吉祥挂幅 、 生肖福猪等中
国传统新年装饰物 ， 早已将申
城的大街小巷妆点出一派喜庆
吉祥的氛围 。 为了让市民更好
地领略申城电信发展的历史文
化底蕴 ， 感受电信百年沧桑巨
变和国家命运 、 城市发展之间
的内在联系,位于外滩延安东
路 34 号的上海电信博物馆 ，

将于 2 月 9 日-2 月 10 日春节
期间对市民免费开放 ， 给假期
里的市民提供一个休闲观光的
好去处。

博物馆里过大年

“初一初二跟着父母拜请访友，初

三初四约好了朋友聚会， 初五我打算

和男友去外滩参观上海电信博物馆。”

凯帝珂广告上海有限公司的吴小姐 ,已

经提前将今年春节的行程安排得满满

当当。 吴小姐告诉笔者， 她在和男友

的三年恋爱期间， 早就将上海各大网

红打卡地逛了个遍， 不过上海电信博

物馆还是他俩第一次去。 趁着春节假

期， 体验一下上海电信给申城老百姓

带来的改变， 成为了不少像吴小姐这

样年轻时尚女性们的选择。

吴小姐表示： “仔细想来 ， 电信

已经彻底地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 平

时我们的衣食住行， 都已经完全离不

开家里的千兆光网和手中的天翼 4G

全网通手机。 甚至我已经很难想象二

十年前，没有手机和网络时父母那辈人

的生活方式。 所以男友一提议我就欣

然答应， 去看看中国电信上海公司是

怎么一步一个脚印地改变我们的生

活。”

据悉， 上海电信博物馆坐落于延

安东路 34 号， 系 1921 年丹麦大北电

报公司在外滩建造的电报大厦 （现为

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展陈面积约三

千平方米。 馆内陈列主要分为五个部

分， 有三楼的 “电报通信”、 “市内电

话通信”、 “无线通信”、 “长途电话

通信”， 四楼的 “综合荟萃” 组成。

陈列品以史料和实物为主要载体，

展示从 1871 年第一条电报线进入中国

后， 上海电信业一百多年来所走过的

历程 ， 突出反映通信生产力的变化 、

发展。 在展示手段上， 除实物、 照片、

文字、 图标陈列， 还运用了绘画、 场

景、 模型以及先进的多媒体技术丰富

展示效能， 营造出感性直观的认知氛

围。 展厅内还有融知识性、 趣味性为一

体的科普项目， 供观众动手参与。

2012 年上海电信博物馆还被上海

市政府命名为 “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 它真实记录了百年电信在曲折中

发展， 在奋斗中振兴， 在改革中转型的

风雨历程。 不但是认识上海电信发展历

史， 感悟电信百年风云的窗口，

也是市民丰富相关历史文化知

识， 激发爱国情愫的理想场所。

吴小姐还告诉笔者 ， 男友

的同学兼好友小孙正好是上海

电信博物馆的工作人员 。 据

小孙透露， 春节期间， 除了

深受广大市民喜爱的百年

电信发展史展示项目以

外， 博物馆还特地增加

了新春互动元素 。 市

民可通过破译电码找

答案 ， 迎新接福抱

走惊喜， 给自己的

新春佳节增添一

份喜气。

与准备初

次到访的吴小

姐不同 ， 米其

林中国投资有

限公司的余先生已经是上海电信博物馆

的 “老朋友” 了。 已近知命之年的余先

生亲自见证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 上海

电信产业所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 余先

生告诉笔者， 自从五年前第一次参观上

海电信博物馆以后， 就喜欢上了博物馆

的氛围， 每过段时间都会像老朋友一样

过来看看。

余先生回忆， 三十年前他刚收到大

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 按耐不住雀跃的

心直奔向附近的邮电局， 想把这个好消

息分享给千里之外的父母 。 但还未进

门， 眼前却是熙熙攘攘的人群， 排队打

电话的人已排到百米之外。 “哪像现在，

只要拿出天翼 4G 全网通手机咔嚓一

拍，就能让每个亲朋好友看到。 ”余先生

感叹道。

等到大学毕业后， 余先生咬咬牙用

自己的半年工资购买了一台传呼机，家

里也终于装上了固定电话， 与远方的父

母之间的联系也变得亲密了许多。 随着

步入 21 世纪，余先生正式成为了中国电

信上海公司天翼手机的首批用户之一，

从此上海通信业也正式步入了 “快车

道”。从 2G 网络的文字交流，到 3G 时代

的图片和网络视频， 再到 4G 时代的高

清视频随时看 ，短短几十年间 ，余先生

与亲人们的沟通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现在想和儿子说话， 打开 QQ、微

信，发个视频过去，连电话都不用打了。

感谢中国电信上海公司不断提升的网络

能力，让我们即使是远在天涯，也能感觉

近在咫尺。 ”

不一样的新年礼物

英源达科技有限公司的秦小姐，今

年与男友一起

提前请假回到了老家 。

她甜蜜地告诉笔者：“我

们俩打算今年下半年结

婚， 所以春节带他回老

家给亲戚们拜个年。 为

此我们还准备了不少新

年礼物送给大家， 本来

我还担心礼物太多不好

拿 ， 幸好男友告诉我 ，

他早就通过家里的千兆

宽带， 通过电商网站购

买好了最具上海特色的

新年礼物， 并直接快递

到了父母家里。 不但省

去了我们肩背手提的辛

苦， 价格也比商店里便

宜了不少。”

随着中国电信上海公司千兆光网及

天翼 4G 全网通手机的普及， 越来越多

的上海市民都喜欢上了网购这种消费方

式。 尤其是对于 “新上海人” 来说， 网

购完美地解决了礼物的采购和运送问

题， 大大减轻了游子们的负担。

秦小姐称： “在家里的千兆光网帮

助下， 只要打开我的全网通手机， 各种

商品应有尽有。 电商网站还贴心地帮我

做好了年货推荐和分类。 比如给侄子们

推荐的上海特色大白兔奶糖； 给长辈们

推荐的上海童涵春堂的西洋参； 还有给

父母推荐的天翼 4G 全网通手机。 我们

连脑子都不用费劲， 直接挑选后预定合

适的收货时间， 快递师傅会赶在约定时

间内送到。 今年我终于不用再拎着大包

小包赶火车了， 而且最近主流电商网站

都针对新年开展了琳琅满目的促销活

动， 价格比去商场足足便宜了一半。”

据笔者了解， 如今和秦小姐一样习

惯于网购新年礼物的市民已经成为主

流。 在儿女的耳濡目染下， 不少父母也

渐渐喜欢上了网购这种全新的生活方

式。 秦小姐告诉笔者， 这次为父母选购

了二台华为 P20 pro 全网通手机作为新

年礼物 ， 还将父母的手机卡纳入自己

“十全十美全家享 ” 套餐中 。 这下父

母不但手机上网速度高了很多 ， 对

于流量的担忧也不翼而飞了。

秦小姐称：“刚接到新年礼物

时，节俭了一辈子的父母还埋怨

我们浪费钱。可不出一星期，父

母却对新手机爱不释手，现在

逢人就夸我们俩孝顺。 妈妈

现在网购起来比我还熟练，

衣服、鞋子、柴米油盐……

她都习惯了网上购买 ，不

但价格低，还省去了大冬

天出门的麻烦。 ”

年夜饭的新“滋味”

“以前这个时候，家家户户都忙着杀

鸡宰羊， 提前准备年夜饭的食材。 现在

有了千兆宽带， 鼠标或手机轻轻一点，

年夜饭的准备工作就全部完成了。” 提

起年夜饭这个话题， 雀巢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的杨先生显得颇有感触。

在里弄面积狭小的厨房和客厅里，

兄弟妯娌们边话着家常， 边交流着做拿

手菜的心得……这或许是杨先生和大多

数同龄人对过年的共同记忆。 然而随着

互联网在上海家庭的普及， 如今的年夜

饭也多了不少新 “滋味”。 它不仅为我

们留下 “舌尖上的记忆” 和对未来的期

许， 更印刻出了时代变迁的轨迹。

杨先生称： “前几年我们都是去附

近饭店吃的年夜饭， 不过最终大家都觉

得还是在家里吃饭才更有 ‘年味’。 但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 再像我童年时那

样， 为了一顿年夜饭而筹备上小半个月

显然不可能。 好在有了千兆光网， 准备

年夜饭不必再费时费力。 不仅有现成的

美味送上门， 还有高品质的服务保障安

全和卫生。”

杨先生今年通过千兆光网， 订购了

一份 800 多元的年夜饭套餐。 不但有荤

素搭配的 12 个菜， 而且已经完成了大

部分预加工并准备好了配料。 只要按说

明书下锅简单加工后就能吃 ， 非常方

便。 相比去酒店吃也更实惠、 更温馨。

对于年夜饭的口味 ， 从事食品行

业的杨先生表示 ： “其实现在高档连

锁饭店为了保证菜品的品质 ， 也大多

采用了这种中央厨房加工 ， 门店简单

烹饪后上桌的模式 ， 完全不必担心菜

的口味不好 。 这桌年夜饭虽然省时省

力 ， 但味道和我们去高档饭店吃到的

并无太大区别。”

笔者走访了盒马

鲜生等多家知名电商

网站后发现 ， 从几百

元 到 几 千 元 不 等 的

“包桌回家年夜饭” 深

受消费者追捧 。 既避

免了饭店里人满为患

“翻桌子 ” 的糟糕体

验 ， 也省去了厨房里

的劳累。

杨先生还告诉笔

者 ： “除了预订的年

夜饭套餐 ， 我还通过

千兆光网预订了进口

海鲜大礼包和进口水

果大礼包 ， 准备让父

母和兄弟姐妹们都尝

尝鲜 。 以前家家户户

过年都是鸡鸭鱼肉 ，

现在平时吃得好， 过年没有点新鲜的东

西大家都提不起胃口。”

据悉， 今年各大电商平台上购置的

年货中， 进口海鲜、 水果等食品的占比

较往年增长明显。 波士顿龙虾、 智利车

厘子这些往年 “高高在上” 的进口食品

更多地出现在了寻常百姓家里。 各电商

平台、 线下商家显然被消费者旺盛的需

求吸引， 纷纷加入这场抢占居民餐桌的

“大战”。

不少市民表示 ， 以前这类高档进

口海鲜只有在海鲜酒店里才能吃到 ，

价格也十分昂贵 。 好在随着互联网的

发展， 如今通过宽带或 4G 手机就能轻

松买到来自全球的美味佳肴 ， 价格也

平易近人 。 不但自己吃挺实惠 ， 送人

也很有面子。

■穆亚楠海上信风

中国电信 5G

率先服务上海“两会”
现场可体验 “双千兆” 互联网接入服务

在上海人大会议现场浦东世博中

心， 政协会议现场市委党校内都停放

着中国电信的应急通信车， 距离通信

车不远处安放着中国电信的 5G 试点

基站， 距离基站不远处设立了电信服

务点。 在政协会议电信服务点的工作

人员向参加预备会议的委员们展示，

如何用手机， 通过现场覆盖的千兆光

网和千兆 5G 网络转成的 WiFi 信号，

接入互联网， 收邮件、 发微信、 看视

频， 真正实现了固移融合。

5G 无疑是 2019 年最重要的关键

词之一 。 1 月 10 日 ， 工业和信息化

部党组书记 、 部长苗圩发出明确信

号： 今年将在若干城市发放 5G 临时

牌照， 在热点地区率先实现大规模组

网； 同时加快基站等网络建设步伐，

逐渐覆盖全国。 值此 5G 正式商用前

的关键之年，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认真

学习上海市委主要领导前来调研时的

讲话精神 ， 按照国家统一部署 ， 将

5G 网络作为战略性发展重点。

为了促使上海成为第一批拿到 5G

临时牌照的试点城市 ， 2019 新春伊

始 ，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便积极推进

5G 规模网络建设， 并正式启动了第

一批 5G 核心网 、 承载网 、 业务平

台、 MEC， 其中首选覆盖区域为上海

虹桥商务区 （核心区）。

作为依托虹桥综合交通枢纽、 服

务长三角地区、 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的

高端商务中心， 上海虹桥商务区管委

会在 2018 年 4 月 9 日与上海电信正

式签订 《“打造 5G 示范商务区 ” 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 》 ,共同推进 “5G

示范网络” 以及 “智慧虹桥” 建设。

同时 ， 服务于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的首个 5G 基站也落地大虹桥 。

2018 年 11 月 ，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

在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的主会场 、

新闻中心 、 国家馆 、 消费电子及家

电馆 、 智能及高端装备馆等主要场

馆都部署了 5G 基站 ,可满足记者进

行实时新闻播报 。 同时 ， 联合上海

文广集团 （SMG） 实现了 5G 直播

“进博会 ”， 成为首个提供 5G 网络 ，

支持新闻直播 “进博会 ” 的电信运

营商 。 根据规划 ，2019 年内 ， 中国

电信上海公司将逐步完成虹桥商

务区的 5G 网络建设工程 ， 实现虹

桥商务区内新网络与新业务的全

面融合 ，使虹桥商务区成为 “世界

一流商务区”。

2019 年 1 月， 中国电信上海公

司已和上海赛科石油签署协议， 在金

山化学工业区启动建设 “4G/5G 移动

专网”，为化工区加快部署先进、实用

的工业互联网应用奠定网络基础。 逐

步实现园区视频巡检、无线数采、精准

定位、移动作业、应急指挥等应用，共

同推动化工生产制造领域的互联

网+，促进大数据 、互联网 、人工智能

和先进制造企业的深度融合，树立“上

海制造”示范标杆。

在 5G 网络建设过程中， 中国电

信上海公司将充分运用新模式， 实现

5G 基站与市政公共设施的融合发展。

同时， 在目前已经实现千万家庭千兆

覆盖基础上，深化宽带服务质量，完善

资费设置，积极推进（8000 幢）商务楼

宇万兆覆盖，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除大规模推进 5G网络建设外，中

国电信上海公司还将联合垂直行业企

业，继续探索 5G 与工业互联网、智慧

城市等产业的融合应用业务，促进相关

产业升级，加快新技术应用落地。

目前，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在智慧

会展、VR/AR 高清视频、 无人机、 智

能视频监控等 5G 创新应用方面已经

在做积极探索。 首届进博会上， 基于

中国电信的 5G 网络， 诺基亚、 英特

尔等国际一流科技公司向来自全球的

参展商和采购商展示了 5G+AI （人工

智能）、 人脸识别、 5G+云游戏、 5G+

8K 超高清视频点播和 5G+720°VR 直

播等多个行业应用场景下的示例， 有

力地体现了中国电信联合产业合作伙

伴在 5G 上的业务创新。

在进行网络与业务双测试的同

时，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还联合内容运

营商 、 5G 设备及终端芯片提供商 、

IPTV 机顶盒供应商以及 VR 解决方

案等行业内知名企业， 整合不同领域

的产业优势， 推动 5G 应用及产业协

同发展。 此前，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与

百视通、 诺基亚贝尔、 Intel 英特尔、

华为、 中兴、 烽火通信、 爱立信、 晨

星软件、 北京小鸟看看科技等企业携

手创立全国首个 “ 5G+8K 产业联

盟 ”， 同盟内各方将共同推进 5G 产

业纵深发展。

2019 年，中国电信上海公司将进

一步推动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塑造“上

海连接、上海枢纽、上海计算、上海感

知”的品牌形象，争取在 2019 年使上

海成为 5G 创新应用的主要策源地 ，

初步探索 5G 商用模式， 并形成辐射

长三角的示范效应。

2018 年 6 月 1 日，中国电信和其

他两家电信运营商， 与长三角三省一

市政府、铁塔公司联合签署《5G 先试

先用推动长三角数字经济率先发展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 旨在推动打造以

5G 为引领的长三角新一代信息基础

设施体系。

在此框架协议的落地推进工作

中，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在上海市委市

政府的带领下，积极协同浙江、江苏、

安徽三省各大基础电信运营商和有关

方面，积极落实建设数字中国、网络强

国、智慧社会的发展策略，协同长三角

一体化中其他领域（如交通、能源、金

融、环保等）推进情况，遵循“通信规划

适当超前， 信息服务快速跟进” 的原

则，为长三角一体化推进提供全面、便

捷的信息化服务。 力争到 2021 年，基

本建成以 5G 为引领的长三角新一代

信息基础设施总体架构， 把长三角建

成全国乃至全球 5G 网络和应用先试

先用的地区之一， 做到双千兆宽带率

先普及， 国际信息通信枢纽地位基本

确立， 云计算、 大数据、 物联网、 人

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服务能力在

全国领先， 信息基础设施能级比肩全

球主要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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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 “5G 示范商务区”、 首次 “5G+8K” 高清视频直播、 第一批 5G

规模组网、 首届进博会 5G 联合展示、 中国电信 5G 技术白皮书发布……

2019 年， 随着 5G 规模试验的发令枪越来越近， 一张城市级的高质量 5G

精品网络正在上海紧锣密鼓地建设中。 1 月 25 日，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宣

布， 5G 信号已覆盖上海人大和政协会议现场部分区域， 具备千兆光网和

千兆 5G的 “双千兆” 服务能力。

题图： 上海两会现场，

电信的 5G 试点基站已经登

场亮相， 提供 5G 服务。

左 图 ： 上 海 电 信 在

“两会 ” 现场设置服务网

点 ， 为委员 、 代表和工作

人员介绍最新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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