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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投入商运
标志着我国在三代核电技术领域跻身世界前列

据新华社北京1月30日电 （记者
高敬 张华迎） 中核集团30日宣布，全
球第一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福建福
清核电5号机组已完成满功率连续运
行考核，投入商业运行。

“这标志着我国在三代核电技术
领域跻身世界前列。”中核集团党组书
记、 董事长余剑锋说，“中国成为继美

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家之后真正掌
握自主三代核电技术的国家。 ”

“‘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的商运，

对优化中国能源结构、 推动绿色低
碳发展，助力碳达峰、实现碳中和目
标具有重要意义。 ”余剑锋说。

他表示， 作为我国核电走向世
界的“国家名片”，“华龙一号”是当

前世界核电市场上接受度最高的三代
核电机型之一。 首堆投入商运为“华龙
一号”的批量化建设和走向世界奠定了
坚实基础。

据介绍 ，“华龙一号 ” 设计寿命60

年 ，所有核心设备均已实现国产 ，所有
设备国产化率达88%， 完全具备批量化
建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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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第一天， 70 名来自中西
部基础教育的一线教师带着他们的
“教育梦想”， 与华东师范大学 67 个
基层党组织结对圆梦。 “这项 ‘教育
筑梦’ 计划就像乡村振兴路上的 ‘加
油站’， 将为教育扶贫持续不断地注
入新力量。” 华东师范大学开放教育
学院党总支书记赵健说。

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 作为汇聚
大量人才与科技资源的智力高地， 高
校已探索形成了教育扶贫 、 智力扶
贫 、 科技扶贫 、 产业扶贫 、 健康扶
贫、 消费扶贫、 文化扶贫等具有 “高
校品牌” 的扶贫路径。 正如沪上多所
大学的青年学子为所到之处带来科
技、 思想和希望， 他们也通过亲身参
与这场伟大实践 “读懂中国”。

变“输血”为“造血”，
激发脱贫内生动力

沪上各高校发挥学科优势和核心
科技力量， 因地制宜带动当地产业发
展。 在各地扶贫一线的身影中， 有来
自各高校的两院院士、 国家重点实验
室的教授和成千上万的普通大学生。

他们带着专业知识， 在扶贫一线开展
联合科研攻关及科技成果转化， 助推
种养业、 手工业、 农产品加工业等传
统产业发展升级。 变 “输血” 为 “造
血”， 激发脱贫内生动力。

生长于海拔 1700 ?生态种植区
的苹果被酿造成了香槟色的果酒， 在
高挑的玻璃瓶中泛着诱人的金色光
泽。 这款颇受年轻人欢迎的果酒， 来
自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生命科学学院
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上海工业
菌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专家吕红团队
与云南省永平县阿庆嫂食品有限公司
的合作。 “一说扶贫产品， 人们总是
想到土特产 。 我们希望依靠科学技
术， 建现代化的生产线， 生产国际时
尚的产品 ， 带动当地水果种植业发
展。” 吕红谈及科技扶贫时， 反复强
调 “产业链的良性循环”， “我们提
供技术， 推荐人才， 尽最大的努力去
回应企业发展的诉求， 再通过企业带
动当地整体经济的发展。”

上海交大将院士工作站、 专家工
作站落户到洱源县生产企业， 并选派
专家 、 大学生实践团进村 “送教上
门” “送科技服务上门”， 有效解决
了农业科技发展的 “最后一公里 ”。

自 2003 年起， 先后有师生 1000 余人
次驻守大理等地。 同时， 上海交大云
南 （大理） 研究院等多个科技协同创
新平台实施科技扶贫项目 11 项， 推
动生物技术 、 环境保护 、 车厘子种
植、 小公牛综合利用、 黑蒜加工等新
兴产业， 为洱海恢复山青水绿以及洱
源县农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在和上海相距 2000 多公里的云
南省盐津县牛寨乡，东华大学科技扶贫送去的“两污”治理妙方，

已覆盖 21 个村社区， 解决了当地 3000 余人的生活垃圾及污水
排放问题。学校专门设立 3 个“盐津专项”科研项目，用以解决盐
津县特色的乌骨鸡产业发展与冷链物流、 中草药产业发展及包
装设计和环保新技术研发。同时，调动资源帮助当地发展电子商
务。 2017 年，盐津县被评为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从被帮扶地区走出的大学生，接棒成为
下一代教师

上海多所高校持续多年向乡村输送优质教育资源， 从被帮
扶地区走出的大学生， 正接棒成为下一代教师。

华东师大 2020 级公费师范生陈敏和沈姝妤， 均来自华东
师大对口帮扶的云南省寻甸县民族中学， 她们是全县高考的理
科状元和榜眼， 但为了实现 “教师梦”， 仍然选择复读一年，

并最终如愿。 茛 下转第二版

上海以365天不落幕公共文化供给
让文化服务融入市民生活的日常

自2013年创办以来，上海市民文化节不断
创新机制、丰富内容、扩大影响、打响品牌

全年共举办8万余项活动，吸引3000多
万人次参与……这是刚刚过去的一年，上
海市民文化节交出的漂亮成绩单。 2020年
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疫情一度打乱了我们
的正常生活， 但这个属于百姓的文化节没
有失约，而是积极开拓公共文化新阵地，打
通各方资源、联动线上线下，为人们送去丰
富的精神文化生活。

事实上， 作为全市最大的公共文化活
动品牌，自2013年创办以来，上海市民文化
节不断创新机制，不断丰富内容，不断扩大
影响，不断打响品牌，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新需求。 在这里，百姓与文化四季相伴，

是真正的主角。

引入多元主体，发动全
社会力量来办文化节

“上海市民文化节最大的创举是实现
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平台化发展。”国家文化
和旅游公共服务专家委员会委员、 上海社
科院研究员蒯大申如是说。以往，很多公共
文化机构和设施， 习惯于自己关起门来做
事情，其结果是：人手捉襟见肘，办出来的
活动规模有限， 也未必对百姓胃口。 2013

年，沪上首创市民文化节，将多元主体引入
到公共文化的“服务大军”中，发动全社会
力量来办文化节。大门打开，源头活水滚滚
而来，各类资源纷纷聚集到这个平台上，使
得上海的公共文化服务从系统内“小循环”

逐步转化为社会化“大循环”。

以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为例，

它并非专业的文化单位， 但基于广阔的场
地资源和广泛的受众基础， 该公司积极参
与举办上海市民文化节的活动，引入艺术
展和各类文艺表演，使得各地铁站点成为
上海市民游客感受艺术魅力的流动窗口。

社会力量广泛参与， 带来的是公共文
化活动的极大丰富，365天不落幕。据统计，

8年来，上海市民文化节累计开展各类活动

40余万项，服务近2亿人次，有逾千家社会
主体先后承办、举办、参与、服务各项活动。

这有效充实了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内容，促
进了基层设施的满载运行，让参与公共文化
成为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平台上，市民不仅
是公共文化服务内容的接受者， 更是文化资
源的创造者。 许多人或许还记得这样一幕：

2013年11月3日，流光溢彩的梅赛德斯—奔驰
文化中心内， 首届上海市民文化节合唱大赛
中入选“百强”的101支优秀合唱团队共13000

多人齐聚一堂， 在著名指挥家曹鹏的指挥下
共同唱响《欢乐颂》。有队员难抑心中的激动，

说：“我一个普普通通的文艺爱好者能到明星
开演唱会的场子里来唱大合唱， 真是做梦也
想不到啊！”市民戏剧大赛、市民书法大赛、市
民手工艺大赛……迄今为止， 上海市民文化
节共举办60余项全民赛事，让一大批怀揣艺术
梦想的市民走出自娱自乐的小圈子，登上高规

格舞台，也以此为契机孵化沪上群文创作。 多
年的深耕迎来了喜人成果：在群众文艺领域政
府最高奖———第十八届群星奖展评中，上海有

3个作品获得“群星奖”，为历届最佳。

自觉打响品牌，为公共文
化服务闯出新天地

“上海市民文化节有非常自觉的打响品
牌意识 ， 这一点很重要 。” 在蒯大申看来 ，

小到LOGO的设计 ， 大到每年主题的设定 ，

上海市民文化节都有着清晰的定位。

茛 下转第三版

“AI+轨交”：上海布局“智慧地铁”前沿技术
为乘客提供更安全便捷高效舒适出行服务，提高政府管理和行业运营效率

《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昨天发布。 其中提出， 全面推进与人工智
能、 数字孪生等新技术相适应的新型基础
设施系统建设和超前布局， 以应用场景为
牵引， 推动新型基础设施赋能和支撑经济
社会发展。

事实上， 这几年来， “智慧” 成为上
海轨道交通建设的重要抓手。 比如新开通
的上海地铁 15 号线， 乘客不仅在车头能
看景、 车厢内能充电， 还能在站台显示屏
下方看到即将到站列车每节车厢的拥挤
度， 既便于乘客避开人多的车厢， 也有利
于地铁运行中均衡客流。 这只是智能站台
在现实中的应用成果之一。

记者获悉， 上海市轨道交通无人驾驶
列控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以下简称

“研究中心 ” ） 前天发布了首批 10 个
“AI+轨道交通” 智慧场景。

展示 AI 在智慧轨道交
通领域应用的未来蓝图

据悉， 研究中心是以卡斯柯为依托主
体， 联合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同
济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大学等单位
共同组建的科研实体， 围绕以 “全自动无
人驾驶” 为代表的 “智慧地铁” 关键技术
和应用展开前沿技术研究。

作为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签约
的上海市36 个人工智能重大产业项目之
一 ， 研究中心一直致力于 “AI+轨道交

通” 领域的研究， 并聚焦大数据、 人工智
能、 5G 等新技术与轨道交通行业的创新
融合。

研究中心技术委员会专家、 卡斯柯技
术总监汪小勇介绍， 此次是研究中心首次
发布 “AI+轨道交通” 智慧场景， 包括智
能运控 （智能巡道、 智能避障、 智能边界
防护、 智能水患防护）， 智能车站 （智能
安检、 智能站厅、 智能站台、 智能清客）

和智能化验证与培训 （智能培训中心、 智
能实验平台） 三大类型 10 个智慧轨道交
通场景， 展示了 AI 在智慧轨道交通领域
应用的未来蓝图。

“智慧地铁”将更多关注
客流顺畅和出行服务便捷

“比如， 在智能站台场景下， 可通过大
数据监测车厢和站台的客流， 进行拥挤度分
析与预警， 规划并引导客流， 控制列车的满
载率和站台的客流密度 。 ” 汪小勇表示 ，

“一旦遇到火灾之类的应急情况， 车站的通
风、 广播、 闸机等一系列设备能产生联动，

方便以最快速度疏散乘客。” 此外， 智能安
检则可通过 AI 智能筛查、 危险物品和违禁

品识别、 人物比对等手段， 对可能出现的公
共卫生和安全隐患问题作出精准识别。

为保证全自动无人驾驶的稳定性和安全
性， 研究中心还设有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集成
实验室，对无人驾驶系统各专业之间的接口、

系统功能和性能进行测试， 对无人驾驶运营
场景进行研究和验证，保障了工程质量。

业内人士认为， 未来， “智慧地铁” 将
更多地关注客流的顺畅和出行服务的便捷，

在为乘客提供更安全、 更便捷、 更高效、 更
舒适的出行服务的同时， 提高政府管理和行
业运营效率， 从而真正做到 “为乘客服务”，

从根本上提升大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昨天发布。其中提出，全面
推进与人工智能、数字孪生
等新技术相适应的新型基础
设施系统建设和超前布局，
以应用场景为牵引，推动新
型基础设施赋能和支撑经济
社会发展

左图： 在轨交 18 号线列车车头，

乘客用手机拍照， 一览轨道风景。

本报记者 张伊辰摄

费城交响乐团为演《梁祝》来“取经”、
柏林爱乐乐团要设“上海主场”

世界顶级交响乐团为何
纷纷向上海伸出橄榄枝

在疫情让西方多国演出停摆、 演艺市场
持续低迷之时， 国际一流乐团纷纷把目光投
向中国， 争相对有着深厚音乐文化积淀的上
海伸出橄榄枝， 彰显了全球演艺界对中国抗
疫成就的信心， 也折射出上海这座亚洲演艺
之都的非凡魅力

■爱乐之城的召唤力，让国际一流
乐团要设“上海主场”

■“取经”交流不断线，顶级名团和
上海院团保持密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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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市民文化节“我的小康

我幸福”社区日活动。

②小红书博主用镜头记

录“对话：浪凡130年”艺术展。

③市民文化节静安现代戏

剧谷 “市民剧场”———中外家庭戏

剧大赛上演。 均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制图：冯晓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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