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借着夏天的风，阳台音乐会诉说城市对人的情意
上海五五购物节夜生活节的收官活动之一，黄浦江畔首个大型都市印象秀启幕

会说话的光影， 见证
城市与人的同频呼吸

是夜，灯光秀为狂欢开场。依托 3 栋

沿江建筑， 平日里朴素的墙体成了光影

魔术秀的绘板。灯光变幻中，近千架无人

机组成方队， 轮番启航点亮黄浦江上空

的夜幕。它们时而描绘出浦东 30 年开发

开放的浓缩一幕，时而又化身巨人，发足

从陆家嘴奔跑向前滩。 “会说话”的光影

投进孩童、青年、老者的眼中，各有故事。

活动主办方、三湘印象总裁王盛说：

“今年是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三十周年，三

湘印象正是伴随着上海这座城市的发展

一路成长起来的。”从一片阡陌农田到一

座现代化新城， 浦东不仅是中国改革开

放的象征和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也

是实践人民城市理念的一个样本。 城市

与企业、城市与人的同生共长，企业家深

有体会。

对于著名歌唱家、 上海音乐学院院

长廖昌永， 他对城市的感悟更是具体入

微的。 他感慨：“我是新上海人。 30 多年

时间，我融入上海，也见证着上海给予每

个人人生出彩的机会。”突如其来的疫情

打破了生活固有的规律，身在上海，他为

这座城市处变不惊的精细化管理深深折

服， 也切身感受着城市里人民 “人人为

我，我为人人”的强大凝聚力。他说，身处

这样的上海，一曲《向往》是他发自肺腑

的歌颂。那歌里唱道，“点燃希望的星火，

把梦想照亮”，歌唱家的脚下，就是一座

悦纳梦想的人民城市。

昨晚，许多人对这一幕印象至深：一

架虹桥飞越浦江两岸， 一头连着徐汇滨

江一头落在浦东前滩， 东西两岸都是上

海在新一轮发展中的“未来之光”。 无人

机队联结的， 何尝不是上海与时间的携

手。 从浦东开发开放的起点， 到未来的

“城市 3.0”，会说话的光影，见证城市与

人的同频呼吸、彼此成就。

邀市民登上舞台 ，用
艺术观照人的精神需求

廖昌永之外，民乐家方锦龙、钢琴家

宋思衡、 知名歌手周冰倩、 青年歌手平

安、“好声音” 冠军吴莫愁等轮番为昨夜

的音乐会献艺，但登上“阳台舞台”的，不

止于这些艺术大咖， 更有几十位普通市

民；不仅有生活在上海的人，也有与上海

同饮一江水、乘着“知音号”驶来的武汉

人民。

导演樊跃这样阐述构思理念：“阳台

音乐会始于疫情最严峻时，意大利人民用

他们爱音乐的灵魂，给生活带去了精神的

力量。 我们以阳台为媒材，同样希望走通

从艺术到生活再到‘人’的心灵之旅。 ”

这就难怪，宋思衡演奏的《长江协奏

曲》牵出了无数人的乡情；周冰倩翻唱的

《往后余生》道出了“珍惜每一天、过好每

一天”的广泛共鸣；而 Moment 无伴奏合

唱团《喜欢上海的理由》与廖昌永领唱的

《我和我的祖国》得到了最多人自发的应

和。在主创们看来，政府牵头、企业资助、

艺术家与老百姓共同参与， 这是疫情给

艺术带来的新启示， 也是艺术应当观照

人的不变使命。

关注人的精神需求， 亦是上海在五

五购物节中特别推出夜生活节的初衷之

一。 过去的 20 多天，“上海夜生活节”将

城市的许多空间逐个点亮。看一场夜秀，

吃一次深夜食堂， 感受一趟博物馆奇妙

夜， 逛一次升级版的夜市小巷……每一

处，是温情与生机，也是浓浓的上海味与

国际范。这样注重人本价值的城市，谁能

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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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滴自动驾驶服务在沪上线，本报记者“亲测”体验———

上海启动智能网联汽车规模化载人示范应用
自动驾驶离我们的距离正在缩短。

昨天，滴滴自动驾驶服务上线，开始在

上海接受公众体验报名。 这也标志上海

智能网联汽车载人示范应用进入规模

化阶段。 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公安局、市

交通委组建上海市智能网联汽车道路

测试推进工作小组以来，已累计开放测

试道路127公里， 向20家企业颁发道路

测试和示范应用牌照78张， 企业数、牌

照数都位居全国首位， 整体发展水平领

先全国。 聚焦人工智能（AI）这一重点领

域， 上海不断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

链水平， 让自动驾驶等交通出行的新体

验，为人们的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变化。

自动驾驶的汽车行驶平稳吗？整个

过程真的完全无需操控吗？昨天记者来

到位于嘉定区的上海汽车会展中心 ，

“亲测”了一把滴滴的自动驾驶服务。

雷达＋摄像头，覆盖车周
360度区域

在上海汽车会展中心内，数辆车身

喷有“自动驾驶”字样的汽车引人注目。

滴滴出行CTO兼自动驾驶CEO张博

说， 这是滴滴落地的首个未来城市交通

出行项目， 也是滴滴自动驾驶首次对公

众规模化开放服务。 “服务融合了车路

协同、自动驾驶技术、共享出行网络等多

种出行技术和解决方案， 今后会扩展到更

大区域。 ”

从外形看，自动驾驶汽车与普通汽

车最大的不同就是车顶有 “小山包”似

的隆起： 用来感知周围路况的摄像头。

“小山包”上方还有“小风扇”，这是激光

雷达，相当于“眼睛”，可以看清障碍物

与路况，将信息传输给车内“大脑”作出

决策。滴滴自动驾驶汽车顶部安装有激

光雷达并搭载7个摄像头， 能覆盖车周

360度的区域， 通过图像数据来感知周

围障碍物的信息和道路情况，包括障碍

物的位置、朝向和速度等。因此，自动驾

驶汽车对路况的把握会较人类驾驶员

更加精准。

上车前，记者首先签署了一份《自

动驾驶体验告知书》。目前，为了保障安

全，按政府部门相关规定，体验自动驾

驶的乘客必须满足一定条件，且要知晓

可能因天气原因临时取消体验、行驶中

会出现急刹车等各种不确定因素和安

全风险提示。

每辆车配有1名安全驾驶员和1名

测试员，如遇突发情况，安全驾驶员会

接管车辆；坐在副驾驶座的测试员主要

承担测试、讲解等工作。

“活地图”+“老司机”，乘
坐体验令人难忘

从上海汽车会展中心内部道路到大

门口的博园路，这一段由安全驾驶员人工

驾驶，一到博园路上，只见安全驾驶员按

了一个按键， 车辆立即启动了自动驾驶，

从这一刻起直到回到会展中心门口，安全

驾驶员的双手始终是离开方向盘的，也就

是说，车辆一直处于自动驾驶模式。

坐在车上， 车外就是普通的道路，

自动驾驶车与其他车辆混行。记者总体

感受到， 时长约20分钟的自动驾驶途

中，汽车运行较为平稳，包含转弯、刹车

等多个环节，而且安全员的双手全程都

未触碰方向盘。车辆后排座椅前方有两

块电子显示屏，上面会实时显示车辆的

运行状况以及前方信号灯情况等。

“你可以按一下电子屏的按钮，在主

视角、俯视视角、长距视角之间切换，而

长距视角是自动驾驶才能做到的， 也就

是说我们人眼是看不到那么远的。 ”“经

过路口时，监测到对面车道有左转车辆，

你看，车子自动停了下来。 ”……每次车

辆采取相应措施后，测试员都同步予以

讲解。

不过，记者也发现，在经过一些积

水路段的时候，车辆会自动刹车，动作

显得比较生硬。

对此，滴滴的解释是，雨天等极端

场景一直是全球自动驾驶公司需要持

续解决的问题。对激光雷达来说，雨点、

地面上的积水以及溅起来的水花可能

引发噪点，这就相当于“驾驶员”视力变

差， 需要算法有效地去除这些噪点，否

则容易引发各种急刹。 此外，雨天行人

打雨伞，相对来说是长尾的情况，需要

机器有良好的训练数据覆盖，以及充分

的算法冗余才能保证识别。

聚焦人工智能， 提升智
能网联汽车产业链水平

这几年，上海在自动驾驶领域的探

索成效显著。2016年6月，工业信息化部

批准建设的国内首个“国家智能网联汽

车（上海）试点示范区”封闭测试区在上

海国际汽车城正式运营，开展智能网联

汽车测试和智慧交通示范。 四年来，测

试区已累计为近百家国内外企业提供

超过1600天次、1万小时的测试服务。

2018年3月1日， 上海发放首批智

能网联汽车开放道路测试牌照， 让封

闭测试“小路考”的优异者驶出封闭测

试区， 来到车来车往的开放道路接受

“大路考”。

目前， 上海已经形成了嘉定自动

驾驶载人示范、 临港自动驾驶重卡载

物示范、奉贤自动泊车示范以及公交、

环卫自动驾驶示范等联动发展的格

局，在全国实现“五个率先”：一是率先

制定道路测试管理办法； 二是率先开

展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应用； 三是率先

开展智能网联重卡高速公路载货试点

运营； 四是率先布局智能网联汽车核

心产业链； 五是率先发布智能网联汽

车道路测试标准体系。

以嘉定区为例，截至目前，嘉定区可

用于智能网联汽车测试的开放道路已达

到53.6公里，涉及不同类型与等级道路，

测试场景达1580个， 并将智能网联汽车

的活动范围延伸至工业区、商业区、交通

枢纽、住宅区等生活中的各个场景。

目前 ，嘉定区域内已集聚90余家

智能网联汽车相关企业 ， 包括大陆 、

博世 、法雷奥等外资零部件企业以及

地平线 、滴滴等国内零部件 、出行服

务领域企业 。 除了滴滴 ，同行们也正

蓄势待发 。 AutoX、小马智行等自动驾

驶公司也将陆续推出 “自动驾驶 ”体

验项目 。

下一步，上海将进一步围绕产业链

部署创新链、 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

充分发挥好“5G+”“AI+”“物联网+”“云

计算+”等作用，争取形成上海智能网联

汽车创新引领的优势、融通发展的优势

和产业高地建设的新优势。

■本报记者 张晓鸣 薄小波

讣 告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上海中国画院艺术顾问、 上海文史研

究馆馆员、 上海市美术家协会荣誉顾问、 上海市书法家协会艺术顾
问、 上海书画院院长、 西泠印社理事、 海上印社社长， 上海文学艺
术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著名画家陈佩秋先生因病医治无效， 于
2020 年 6 月 26 日凌晨 3 点在中山医院去世， 享年 99 岁。

兹定于 2020 年 7 月 2 日 （星期四） 上午十点在上海市龙华
殡仪馆大厅举行陈佩秋先生遗体告别仪式。

特此讣告。

陈佩秋先生治丧小组
2020 年 6 月 27 日

联 系 人： 张老师、 傅老师、 黄老师

联系电话： 021-64452302、 021-64454223

021-64749977鄢226 （9:00-17:00）

传 真： 021-64452178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初夏，夜幕深蓝，江风习习。

近千架无人机从前滩休闲公园腾空， 在黄浦江面起舞，

勾勒着城市流光。 临江一侧，16 个面江阳台化身 16 座独立舞台，《我和我的祖国》成为这一夜
最深情的告白。

昨晚，上海五五购物节夜生活节的收官活动之一，“印象·都市万物生”公益阳台音乐会在浦
东前滩三湘印象名邸奏响，借着夏天的风，诉说城市对人的情意。

“夜秀”开场，前滩休闲公园吸引着市民近悦远来，曾令全球网友深觉环球同此凉热的阳台
音乐会，这一天在上海慰藉着疫情防控常态化下人们的心。一江之隔，西岸的夏夜漫步者也不禁
放缓脚步，举目东望，灯光秀、无人机，一张张满是生气的脸庞与一座城市的璀璨同样令人动容。

而在今日头条、抖音、澎湃、哔哩哔哩、爱奇艺、微博、东方网等互联网平台，更有超千万观众在
“云上”与城市共欢歌。

在拥有 2400 万人口的超大城市上海 ，一台音乐会看似稀松平常 ，即使 “阳台 ”的形式开
创了国内先河。 但放置“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上海 ，我们再度凝视这台音乐
会 ，关于 “城市 ，让生活更美好 ”的答案有了更清晰的注脚———以这台音乐会为例 ，它是上海
疫情始终可防可控带来的安全感 ，是步行 15 分钟就有公园 、有绿地 、有文艺的获得感 ，是伴
随浦东开发开放 30 年、人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的幸福感……

在上海，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人民城市让人民生活更美好的新使命，重点任务和
举措站高望远，但脚下的一步步却是实在且有温度的。 仅此一夜，可见一斑。

主驾驶座上的

安全员在车辆行驶

时两手放在方向盘

旁 ， 前排座椅背后

的屏幕上实时显示

行人 、 车辆等周边

路况。

新华社记者

丁汀摄

著名歌唱家、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昌永登临阳台，与市民代表共同演唱《我和我的祖国》。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上海版“李子柒”缘何选择回归乡村
(上接第一版)去年 3 月 20 日，乡创空间

正式开业的那个晚上，村民们聚了过来，

还打开微信给城里的儿女现场直播：“村

里也有喝咖啡的地方了。 ”

海沈村是自行车奥运冠军钟天使的

家乡，村里打造骑行文化，设置了五彩斑

斓的骑行道、奥运冠军陈列室等。而乡村

创客空间则成了轨道交通 16 号线惠南

东站的一座地标，在这里，坐着地铁来寻

梦成为现实， 骑着自行车来探索成为习

惯。 骑行运动和乡野文化串联起农业和

旅游，催化着农旅融合发展。

人来人往，农村才会更有活力

阮林芳构想的， 并不是只有田野和

咖啡。 “要让年轻人愿意回归农村， 让

他们留在这里， 就要有承载梦想和事业

的空间。” 她说， “海沈村距地铁站近，

我们要打造一片没有大门的乡创园区。”

更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开始加入进

来， 组成了一支扎根泥土的回乡创业团

队， 大家的想法出奇一致： 要圆一圆这

样一个 “乡村梦”。 于是， 阮林芳又把

自己的旅游公司迁到了村里， 希望更多

创意企业入驻， 带动民宿、 餐饮等业态

发展。

人的回归是乡村振兴最本质的推动

力。 村庄人来人往， 才会有源源不断的

活力， 才会有更强的生命力。

“我们村里已经有了自己的网红主

播， 抖音粉丝超过 11 万。” 阮林芳说的

是同样选择 “回归” 的庄志强， 海沈村

最年轻的村委会干部， 也是直播带货达

人。 作为土生土长的海沈人， 庄志强当

兵退伍后投身到家乡建设， 参与并见证

着海沈村的乡村振兴。 “为什么选择回

到家乡， 当一名村干部？” 每次面对这

个问题， 庄志强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

热爱， 因为热爱， 所以有归属感、 认同

感。 “谁不愿意看着自己的家乡越变越

美、 越变越好呢？”

今年， 惠南镇还专门成立了沪乡文

化创意促进中心， 致力于找到乡愁的寄

托， 将融入海沈村等农村发展中的 “沪

乡文化” 挖掘、 传承、 发扬， 同时， 吸

引更多 “沪乡人” 怀揣着乡村的文脉与

情怀， 回归这片土地。

宜居宜业宜游，希望在田野上

夜幕降临 ， “碧水田林 、 黛瓦人

家” 的村庄格局加上道路两旁的灯带，

夜晚中的海沈村呈现出不一样的色彩。

越来越美的农村成了更多人愿意

回来的理由 。 近几年的 “美丽庭院 ”

创建为村里打好了乡村振兴的底板 ，

目前该村是上海市美丽乡村示范村 ，

正在创建上海乡村振兴示范村 。 去年

起推行的垃圾分类， 海沈村积极响应，

实现了 “垃圾不出村”， 作物秸秆等农

业生产废弃物经过机械粉碎后还田 ，

既生态又环保。

希望在田野上。 以骑促旅、 以旅兴

农 、 以农兴文 、 以文兴产 ， 打造成为

“沪乡文化 ” 主题村 、 “自行车运动 ”

特色村和 “乡村创客” 集聚村， 海沈村

将与远东、 桥北三村联合， 实现宜居宜

业宜游的田园综合体的区域发展。

惠南镇党委书记潘秀红表示， 传承

优势农业、 发展农旅产业是乡村振兴的

可持续发展之路， 惠南将以背靠国际大

都市及自然的乡村肌理、 优质农产品等

先天优势来增强乡土自信， 以高标准的

农业、 高品质的旅游保证来增强乡村魅

力， 以三村联动、 搭建多元平台等资源

集聚来增强乡村活力 ， 吸引更多年轻

人、 创业者 “回归田野”， 让 “人人都

有人生出彩机会” “人人都能拥有归属

认同”。

上海：国潮新品
成年轻人追逐的时尚符号
(上接第一版 )通过 “五五购物节 ”，老字号进

一步挖掘出传统文化符号的潜力， 产品创新

度明显提升。 统计显示，5 月老字号品牌举办

了 40 余场新品发布会，推出 300 余款“老牌

新品”。

线上
新平台挖掘国潮潜力

99 岁“高龄”的粽子王五芳斋，近年来用

跨界联名等创新方式打动着年轻消费者，实

现品牌的“逆龄生长”。就在几天前，五芳斋副

总经理徐炜走进小红书直播间， 向年轻消费

者介绍新品，不料巧遇合作对象“拉面说”。

原来，前段时间，老字号五芳斋与新锐品

牌拉面说“合体”，共同推出了一款国潮合作

礼盒， 里面包括两款粽子味拉面和两款拉面

味粽子，并在盒马等新零售门店销售。 此外，

五芳斋也与盒马鲜生展开战略合作， 为后者

量身打造了专供产品———五芳迎瑞礼盒粽，

具有国风设计的礼盒在小红书的直播间一亮

相，就被粉丝们“种草”。

自 2018 年“国潮元年”以来，国潮文化日

益受到年轻消费群体的喜爱， 生长于上海的

新电商平台拼多多也发现， 这里成了一个国

潮上新、艺术文创的集聚地。前段时间，“把历

史穿在身上”的汉服迎来一轮销售高峰，拼多

多推出了“上新啦！ 汉服”活动，由敦煌 IP 授

权中心官方授权使用莫高窟壁画图库， 连接

山东曹县汉服产业带的优质工艺， 碰撞出新

的国潮艺术风尚 ， 短短三天的活动推出了

500 多款新品，汉之古朴、唐之飘逸、宋之淡

雅、 明之端庄……每一件汉服密密的针脚里

都缝满了所处时代的历史文化。

刘敏表示，“五五购物节”期间，各大电商

平台纷纷推出老字号主题营销，设立线上“国

潮老字号”专区、上海老字号馆，发布“老字号

美食攻略”等。 通过直播带货，5 万份梅林午

餐肉、2 万份沈大成蟹粉小笼 5 秒钟售罄。 此

前，天猫发布的“国货之光”中国品牌榜单显

示，在全国年轻人最喜欢的“十大老字号”中，

上海的大白兔、海天、回力、光明、马利和美加

净 6 个品牌上榜， 上海老字号所释放出的国

潮魅力已深入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