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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
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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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超强寒潮影响下上海电网

故障报修量有所增加， 但电力部门

在工业互联网赋能下及时完成抢

修， 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正在各行各

业显现。

昨天举行的 2021 工业互联网

创新发展促经济数字化转型大会，

打响了 2021 年上海经济数字化转

型的“发令枪”。未来，上海将打造更

多典型应用场景， 加快推动新一代

信息技术和制造业深度融合、“5G+

AI+工业互联网”协同创新、工业互

联网和消费互联网 “两网贯穿”，形

成一批引领性工业场景。

工业互联网平台实
时在线监测制造过程

“寒潮天气里，整个电网经受了

严峻考验，当发生故障抢修时，必须

用质量最好的物资来保证抢修工

程。”国家电网上海市电力公司物资

部副主任吴永焕介绍， 一些抢修工

程要用到电缆， 而此时电缆的质量

就是“生命线”。他说：“以前，一般是

物资到了现场，在线做检验，再去安

装，一旦物资有质量问题，可能就会

影响工程进度。而现在，我们通过工

业互联网平台， 把物资质量控制的

防线前移到供应商生产制造和出厂

检验环节，物资一旦到了工程现场，

可以立即用于抢修安装， 保证电网

快速恢复供电。 ”

从 2016 年开始，国网上海市电

力公司上游的电缆制造厂家启动工

业互联网数字化转型工作， 主要是

对电缆制造商厂端的产线做数字化

改造，加装各种数字化传感器，通过

对产线生产、制造、检测全过程的数

据化感知， 了解整个生产工艺全过

程，打造电缆制造的透明工厂。

而在电力的“前端”，上海电气

也利用智慧供应链， 短时间内就能

让用户买到“正品”零部件。 上海电

气总裁黄瓯表示， 在传统火电以及

风电业务中， 企业已充分拥抱数字

化，将多年工业制造、维修的经验数

字化， 统一部署在工业智能云平台

上， 通过数字赋能的综合能源解决

方案，让以往“不听话”的可再生能

源稳定接入电网， 既保证电网的稳

定性、又优化全流程的“细枝末节”，

保证了企业的经济性。

“5G+工业互联网”
初步展现变革性赋能
意义

扫描下二维码，每一块钢板都

能追溯 “前世今生 ”；厂区里 ，无人驾驶运输车在有序运送钢

卷 ；偌大的冷轧热镀锌 “黑灯工厂 ”内 ，机器不停运转 ，现场工

作人员却屈指可数……宝钢股份的上海宝山基地已开通 5G

网络基站， 各生产基地的部分区域也完成了智能机器人的集

中替代 ，初步实现无人化 、集控化和一键化 ，有效提升公司的

智能化水平。

“以热轧产线为例，宝钢一秒钟能生产上百米的钢材，其精

度控制在微米。 ”宝钢合作伙伴、中国联通上海分公司总经理沈

洪波介绍，5G 的低时延、大带宽、广覆盖，让智慧工厂思维模式

有了颠覆性改变，让以往工作环境较差、安全风险较大、劳动效

率较低的现场作业区域有了更多提升空间。

茛 下转第二版

深化沪穗合作携手实现更大发展
于绍良与广州市党政代表团座谈

本报讯 市委副书记于绍良 1 月 11 日与广东省委常委、 广

州市委书记张硕辅， 广州市委副书记、 市长温国辉率领的广州

市党政代表团举行座谈。 茛 下转第五版

游戏产业为什么在上海自贸区越来越“火”

上海自贸区里001号备案企业已助推18款国产游戏出海，
微软、索尼、暴雪也将目光投向了这里———

引擎轰鸣， 赛道上的领跑车领先了对

手3个车身，并把优势保持到了终点……网

名“庆环”的《极限竞速：地平线4》玩家在视

频网站上晒出一段游戏练习视频， 为了参

加2021年 “新春杯” 线上比赛而紧张训练

着。 作为微软Xbox游戏主机的忠实玩家，

他已经参加了超过20个《极限竞速：地平线

4》赛季，堪称铁杆粉丝。

在中国， 有千千万万个这样的主机游

戏玩家。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畅玩的来自

世界各地的Xbox游戏精品，离不开上海自

贸区“试验田”里一家001号企业的功劳。作

为上海自贸试验区“001”号备案企业，上海

百家合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自挂牌以

来，已向海外市场推出了《非常英雄》《蜡烛

人》《符石守护者》等18款国产游戏，同时也

引进了《特技摩托：聚变》《极限竞速7》《光

环： 士官长合集》 等近60款国外开发的游

戏。七年多来，百家合是中国游戏产业高速

发展、游戏产品踊跃“出海”的参与者；同时

也是上海自贸区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推进

高水平开放的见证者。“我们助力国内游戏

企业的发展，也向世界传递着中国文化。 ”

百家合运营总监朱颖告诉记者 ：“这些年

来， 我们深切感受到上海不断优化的营商

环境，对未来发展充满期待和信心。 ”

一站式主机游戏服务商
助力优秀国产游戏“出海”

优秀的国产游戏要“出海”，并非仅仅翻

译成外语那么简单，还需要符合当地人的语

言习惯以及文化传统； 茛 下转第五版 《极限竞速》系列的游戏场景。 （百家合公司供图）

“上海出品”《在一起》：
从众志成城创作，到凝聚为人民创作的信念

最新发布的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视听大

数据 《2020 年年度收视综合分析》 显示，

抗疫题材时代报告剧 《在一起》 创下多个

纪录。 继在去年 10 月上旬完成东方卫视

等六大卫视的首轮播出后 ， 该剧在湖北

卫视 、 吉林卫视 、 辽宁卫视等频道重播

11 次， 每集平均综合收视率 2.531%， 全

剧综合到达率 28.52%???三个月时间完

成多轮播出， 且每一次都有无数观众为之

牵动情肠。

与此同时， 该剧的蒙文译制片在蒙古

国国家公共广播电视台等媒体播出后， 蒙

古国观众真诚点赞并纷纷留言， “剧里反

映的中国抗疫经验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

“中国人民的众志成城、 共渡难关， 让人

感动……” 而在新加坡、 越南、 北美、 欧

洲、 澳洲等全球范围内， 剧中传递的中国

人民团结抗击疫情的人文情怀也温暖着许

多人。

一部电视剧何以反复触动人心？ 跟随

观众们重温的脚步， 文艺界也在复盘该剧

的创作历程 ， 许多关键词被再度提起 ，

“凝聚国内一流编导演团队” “迅速反映

时代” “真实的人民史诗” 等。 将幕后的

感人事串联起来， 一条玉汝于成的道路越

发清晰???在国家广电总局的组织指导

下 ， 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保驾护航

中， 上海的影视创作者以 “在一起” 的团

结精神、 以书写史诗的匠心， 展开了一次

特殊的创作； 而众志成城的创作过程本身

以及 《在一起》 播出后赢得的广泛认可，

又反哺着参与其中的创作者尤其是年轻

人， 让他们在今后的实践中进一步凝聚起

为人民创作的坚定信念。 茛 下转第三版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
荩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刊第三版

我国森林和草原将拥有专属守护者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意见》 荩 刊第三版

别让“滤镜”遮蔽了经典的原味之美
《浮生六记》译注版图书因“精加工”而惹争议，面对“阅读理解能力降级”的忧虑，学者提出———

“风生竹院”翻译成“竹林里起风”，

“入房”译为“回到自己房间”……清代

文人沈复《浮生六记》的“精加工”版本

你读得下去吗？ 对此，传统文化研究学

者鲍鹏山打了个比方， 认为出版这类

“翻译版”白话文小说，就像“孩子刚学

走路时，给他们推销拐杖”。

近日， 以鲍鹏山为代表的多位学

者集体 “发声” 引发热议。 不少学者

表达了忧心： 看似精美的白话文 “翻

译”， 无法完全还原古典文字的韵味与

美感 ， 而一旦读者习惯于被 “喂养 ”

如此 “精加工鸡汤式 ” 的浅白写作 ，

更会加剧碎片化时代整体 “阅读理解

能力降级” 的趋势。 但另一方面， 市

面上动辄销售几十万册乃至近百万册

的 《浮生六记》 译注版背后， 也折射

出不容忽视的庞大市场需求。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评论家王纪

人认为 ， 这一现象提醒业内再度思

考???究竟怎样的经典导读才算真正

“解渴”？ 撤掉语言加工后的 “滤镜”，

能否诞生叫好又叫座的普及读物？

改写后的《浮生六记》更
接地气还是画蛇添足

“一个蹩脚的现代翻译者一旦翻

译或缩写古代经典， 经典就不再是经

典。 你看的 《浮生六记》 作者就不是

沈复而变成了翻译者。 就像白话翻译

的唐诗宋词， 翻译过来的李白诗歌还

能说是李白写的吗？！” 鲍鹏山的观点

也代表了 学 界 的 一 类 激 烈 批 评 声

音???能根据注释读下来的原文， 就

尽量不要翻看白话版； 这是对历史悠

远而文辞优雅的母语， 最基本的尊重。

沈复在 《浮生六记》 里用回忆的

笔触讲述人生， 其中他与妻子芸娘的

部分尤其动人。 评论家吴尚智对比了

改写版和原著后发现， 前者文字远不

及原文简洁典雅， 虽看似唯美， 但有

画蛇添足之嫌 。 比如 ， 原著第一卷

《闺房记乐》 中描写自己与芸娘分别：

“芸虽时有书来， 必两问一答， 中多勉

励词， 余皆浮套语， 心殊怏怏。” 少年

夫妻暂时分离的心境跃然纸上。 而热

销的文白对照版 《浮生六记》 翻译成

了这样： “芸虽时时有书信寄来， 总

是规规矩矩， 只问平安与否、 道家里

甚好勿念???都是些勉励的话语， 我

也回写浮谈套话， 心里很是怏怏。”

“如此对原文的破坏， 只能用大

煞风景来形容了。” 他直言， 就像本来

美味的饭菜味道有了大大的损失， 吃

下去的加工食品里还有翻译者的口水。

在学界看来， “翻译版” 《浮生

六记》， 不光意味着语言质感的削弱，

也损失了原文所携带的复杂丰富信息。

以 “握手未通片语” 一句为例， 译作

版改写为 “我俩执手相看， 一句话都

说不出来”。 但相较 “一句话都说不出

来 ”， “未通片语 ” 有更多联想的空

间???究竟是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还是 “一句话都没有说”， 抑或 “一句

话都不必说”？

茛 下转第三版

《在一起》海报。 制图： 李洁

■从上海出发，特殊使命
的文艺创作彰显了“拿起背包
打起行囊马上出发”的斗志

■不止于一时收获，一批
年轻的文艺工作者在作品中
锤炼，作品也在让他们成长

转版导读

■本报记者 许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