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今年夏天火出圈的“武康大

楼雪糕”。

荨 西岸智慧谷的旗舰项目“AI

Tower 西岸智塔 ” 集中布局以人

工智能为主的头部企业、 独角兽企

业、 瞪羚型企业及生态链企业。

本报记者 袁婧摄

■本报记者 王宛艺

■本报记者 张鹏

“冷空气快递”已至，预防“秋季病”切勿大意
下半年首场寒潮“登场”，针对气温断崖式下降，医生呼吁———

本报讯 （记者唐闻佳） 国内多地迎极
速降温， 下半年首场寒潮已 “登场”。 刚刚
过去的周末 ， 上海市民已收到 “冷空气快
递”， 纷纷 “解封” 自己的风衣、 围巾、 绒
线衫， 有人甚至整理出 “秋裤” “小太阳”

等御寒装备。 医生提醒， 季节交替， 疾病预
防是重中之重。

受较强冷空气影响， 上周末上海普降小
雨， 风力增大， 出现 “断崖式降温”。 如此
快速的季节切换， 令很多市民直呼 “想开空
调制热 ”， 这样的天气也很容易诱发疾病 。

医生提醒， 秋季是很多疾病的高发季， 呼吸
道感染、 心脑血管疾病、 慢性关节炎等时不

时会出来 “捣乱”。

“当前正值寒露节气与霜降节气之间。

寒露过后， 露气重而稠， 再过半月， 将凝为
霜降， 自此将告别秋高气爽， 气温将进一步
下跌。”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医院老年
病科医生谢吟灵提醒， 当前也是慢性胃炎和

十二指肠溃疡病复发的高峰期， 消化系统疾
病患者的饮食宜温和， 少吃辛辣、 刺激和寒
凉的食物， 多吃新鲜果蔬， 多喝开水。

谢吟灵分析，应对“秋季病”，高血压等慢性
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尤其是老年人群要按时服
药，注意保暖，还要预防“老寒腿”。中医认为“病

在腿上，险在心上”，老人一旦出现下肢乏力、行
走沉重等症状，易引发险情，要及时就医。

职业人群要注意休息 ， 劳逸结合 。 此
外 ， 秋季易使人伤感 ， 即 “秋愁 ”， 因此 ，

保持良好心态， 在天气好时结伴出游、 登高
远眺， 可适当调节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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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级投入撬动千亿级产出
这个“全市第一”怎么来？

徐汇区规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上半年实现营收逾千亿元，蝉联全市第一

原创游戏《原神》，近期入选 2021-2022

年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 13 种语言版本，

在全球 150 多个国家或地区同步发行 ，在

40 多个国家或地区畅销榜排名第一———

它，来自上海科技型文创企业“米哈游”。

10 年时间，扎根于徐汇区的米哈游从 3

个人的大学生孵化项目， 成长为拥有 3500

多名员工的“上海百强企业”，更从一个角度
折射出上海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的一
派生机。

人才、 资源集聚， 文化产业集群， 更
重要的是其带来了理念和资源的加速交融
“破圈”。

以徐汇区为例， 今年上半年， 规模及
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 1095.84

亿元 ， 蝉联全市各区第一 ， 占全市比重

21.91%， 同比增幅 32%。

“第一” 背后的数据似乎更有意义———

今年徐汇区通过市、区文化发展专项资金共
支持各类项目 70 个 ， 扶持金额 1945.3 万
元，撬动社会投资逾 5.6 亿元。

千万元级扶持投入，将持续实现千亿元
级大产出。

多点发力，挖掘新业态新潜力

徐汇区历史文脉深厚，各类文化资源集
聚：305 处文物保护单位，253 幢优秀历史建
筑，86 处名人旧居，42 个非遗项目……红色
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滋养着这方土地。

徐汇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伍彦心透露
了更深层密码：利用好城区深厚文脉，放大
城区文化特质， 才能持续滋养文化产业，使
其不断壮大跃升。

从区级财政资金扶持、税收减免、腾笼
换鸟等方面发力……徐汇区拥有市级文创
园区 15 个、示范楼宇 4 个、示范空间 5 个，

总量居全市第一，共有建筑面积约 100 万平
方米，入驻企业 1300 余家，聚焦内容创新，

推动创意产业集聚，新业态、新潜力被不断
挖掘，根深而叶茂，百花齐放。

土生土长的新兴文化业态比比皆是 ：

红色文化沉浸式研学体验场馆， 丰富红色

文化表达； 不追求 “畅销书” 的群岛书店，

成为最专业的建筑书店； 潮酷公园落点于
商圈， 融合露台说唱、 主题派对、 艺术展
览等诸多元素……

结合城市更新，注入时代活力

有“新”的惊喜，就有“老”的重生。

今年夏天，一支“武康大楼雪糕”火出圈
了。细数还有：旅行手账、印章、手工模型、挂
耳咖啡……品类在不断拓展，建筑纯粹的物
理空间被打破，有了更生动的表情。“将历史
文化与物件串联起来，‘建筑’成为了一份知
识、一份礼物。让驻足的人们，能进一步留下
来、走进来，阅读建筑、感悟城市。 ”

其背后的这支文创团队还推出了以《上
海三部曲》为主题的城市行游线路，设计制

作了专属的导览地图和收藏票，以独特的文
学视角阅读上海。

将文化产业作为城市更新的推手。 黑
石公寓历经近两年的升级改造， 推出以音
乐为主题的文化创意主题街区 ， 定位为
“生活中的音乐家”。 一边守护： 抱以尊重
保护的态度， 最大程度修旧如故， 还原建
筑本体魅力； 一边焕新： 将原本封闭的场
地打开 ， 与周边人文环境形成串联互动 ，

注入时代活力。

构筑全要素生态圈，跨
界融通成常态

再过不久，第三届“上海国际艺术品交
易月”即将开启。

这成为徐汇区抓住产业发展窗口期的

好机会，促成线下线上国际级展览展销齐发
生。 一套集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服务链
为一体的“全要素”艺术品产业生态圈，也让
科技与艺术碰撞出火花。

眼下 ，以 “艺术 （Art）与人工智能 （AI）

‘双 A’融合之地”为定位的西岸，由工业遗
存改造而来的城市新地标，丰富了多元的文
化生态，探索出文化与科技、与商业、与生活
互动的更多可能。譬如上海可明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主动跨界融通“艺术”与“科技”，用
户覆盖全国，甚至延伸至东南亚。

“十四五” 时期， 徐汇区将继续以艺术
传媒产业为引领， 以数字化提升、 文化提
质为契机， 做深做强艺术品交易、 现代传
媒、 数字文娱等优势特色领域， 加快发展
新型文化业态， 打造创新驱动、 特色鲜明
的文化产业集群， 打造成新时代 “海派之
源” 文化新标杆。

■本报记者 薄小波

■百年初心奋斗者

人物小传
白清良， 上海北特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工装部主管。 2002年入
职。在生产自动化方面，他不仅改进

了整个公司的生产方式，甚至在整个行业中也起到示
范作用，获得多项国家专利，先后被评为上海市和全
国劳动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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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嘉定区的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里， 第三代倒角机正全速运
转，它不仅可全自动编程操控，还可实现下
料、倒角、检测、封装全自动化。 仅此一项，

每年可为企业降低成本超百万元。 而研发
这款倒角机的， 是农民出身的工装部负责
人白清良。 深耕机械自动化领域 20 余年，

白清良先后获得国家专利 18 项，先后获评
上海市劳动模范、上海市优秀农民工、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等， 去年又被评为全国劳动
模范，成为年轻一辈扎根实业、钻研技术的
标杆。

从黑龙江到上海， 从农民到创办机修
厂、再到科技企业工装部负责人，白清良的
人生经历浓缩着“中国制造”由弱到强，进
而向“中国智造”迈进的历程。

“攀登的路，再难也要有人走”

上世纪 90年代， 白清良还在老家黑龙
江务农，他心里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一
定要会学一门技术，要学精学透。家乡轧钢厂
招工，他成了一名轧钢工人。 之后，凭借过硬
的焊接功夫，白清良在老家开办了一家五金
加工厂，几年光景已在当地“小有名气”。

这份钻研不懈的劲头， 在上海创业之
初立马派上了用场。 2002 年，白清良来到
上海，进入北特科技当维修工。 当时，生产
车间的砂轮倒角工序效率低且粉尘严重，

白清良利用周末休息时间，边加工边安装，

经过 3 个多月的努力工作，终于在 2008 年
完成了第一台倒角机的设计。 这台机器不
仅能自动磨削， 还解决了工人近距离操作
的安全问题。

但是， 当时企业的生产效率还是不过
关。 没有资金支持，白清良决定自掏腰包，

发奋研制各方面都合格的设备。 经过苦思
冥想， 他完成了与第一台完全不同工作原
理的倒角机图纸。 企业负责人被他的坚持
所打动：“冲你这份执着， 我们一定尽快把
设备赶出来。 ”

试验大获成功，原本人工操作 10 秒做
一件倒角，现在只需 1.7 秒，粉尘问题也有
效解决，公司一下子订制了 3 台。

白清良的坚持最终化为累累硕果，他
先后获得十余项国家专利， 其中发明专利
有两项。

“产品越改才会越好，这就
是工匠精神”

第一代倒角机面世后仅半年， 白清良
就着手对其进行了改进，可靠性大幅提升，

后来又逐步加入智能化控制、 流程全自动
等内容，不断迭代。

“创新就是要不断追求突破、 追求革
新，敢于颠覆传统，敢于挑战经验，始终相
信任何事都会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产品越
改才会越好，这就是工匠精神。 ”在后来的
“嘉定工匠”评选答辩现场，白清良这样阐
述对工匠精神的理解。

2010 年，北特科技设立工装部，白清良和同事们以此
为平台，先后研制了无心磨床自动上下料装置、冲床全自动
冲切设备、数控和滚丝机共用的自动上下料装置等设备。每
台设备的背后，都是不断的否定与再创新。他说，“生产中的
经验会被固化到设备之中，问题会被解决，质量、效率、安全
性等都是我们创新的维度。 ”

效率最高的是 2014年， 白清良带领设备工装部全体员
工共同努力，制作和改造的 50台套自动化工装，直接为企业
节省大笔的人工和采购成本，并间接创造利益约 300万元。

白清良颇为自豪，工装部成立至今，共研制出 8 个类型
的自动化设备及生产线，共计 120 余台套，为公司节省成本
和创造效益以千万元计。

“行业的进步要靠众人共同努力”

骄人的成绩面前， 人们难以想象， 白清良仅有初中学
历。别人看似简单易懂的图纸和三维图形，在他这里一度犹
如“天书”，“我的起步太低，低到没法去问别人问题。 ”白清
良回忆，别人和他讲图纸，他需要补几何透视，讲设计，他需
要补物理知识，设计软件、专业外语等当时更无从谈起。

面对以前没有接触过的复杂机械结构与装配精度要
求， 白清良在工作空闲时请教老师傅， 每天回到家里还要
查资料， 学习机械维修相关知识。 设计倒角机时， 绘图成
了他的拦路虎， 以致前后花了 3 个月才拿出最终的图纸。

自学成才的白清良名声渐响， 嘉定区华亭镇总工会和
北特科技为他建立了工作室， 也有年轻人慕名而来向他拜
师学艺。 对自己的徒弟和部门里的年轻人， 白清良从来都
不藏着掖着， 从为人处世到技术设备， 全盘托出。 有人学
成跳槽 ， 他也不气不恼 。 别人不解 ， 他自有一番道理 ：

“机械行业留人本就不易， 年轻人去了别的企业， 能促进
行业整体水平的提升， 我损失的不过是一个徒弟， 别的企
业可能因此有较大改观。” 这份胸襟和情怀让他在行业里
颇为受人敬重。

如今年岁渐长，他又有了新的梦想———让劳模精神、工
匠精神后继有人，他也正尽全力，培育更多的技术人才，撑
起“中国制造”的明天。

智救溺水男子，Z世代少年好样的！
一封感谢信寄到华东师大松江实验高中，高一学生罗响假期善举浮出水面

“2021 年 10 月 4 日 ，我和我的爱人永
远也忘不了这一天，更忘记不了我们的救命
恩人陈捷同志和罗响同学。他们给了我第二
次生命，感谢学校培养出这么好的学生！”这
两天，华东师范大学松江实验高级中学收到
一份感谢信。 老师们这才知道，原来学校里
有这么一位智勇双全的好学生。

感谢信中提到的罗响， 正是该校高一
（2）班学生。今年国庆假期，随父母回老家探
亲期间，罗响与同行亲友一起救下了一名溺
水男子。

从感谢信中记录的救人场景可知，当时
情况一度十分紧急。 而这名 16 岁的高一学
生不仅见义勇为，还在关键时刻用到课堂上
学过的急救知识对溺水者进行科学施救，展
现了 Z 世代上海少年的智慧和担当。

来不及跟妈妈打个招呼，他
带着游泳圈跳入水中

国庆节期间，罗响跟随父母一起回千岛
湖看望奶奶。 10 月 4 日，罗响和妈妈的亲友
外出游玩，没想到，一则生死攸关的故事就
在眼皮子底下发生了。

“我们在河边露营烧烤， 忽然听到有一
位带着三个孩子的母亲在大声呼救，几个孩
子哭成一团，我们这才发现出事了———有人
落水了！”回忆当天的细节，罗响的妈妈依旧
打了一个寒颤。

溺水者方先生在感谢信中忆及当天的

细节：落水后，罗响的同行亲友陈捷从二三
十米的马路上冲下来试图将他捞起。奈何水
太深，方先生体型较胖，且当时已经失去了
意识。很快，陈捷的力气就耗尽了，只能拖着
方先生，将他的头露出水面，人靠在峭壁上。

千钧一发之际，陈捷向岸上亲友发出救
援信号，只有 16 岁的罗响会游泳。 “已经来
不及考虑那么多了。 ”罗响立刻脱掉衣服和
鞋子，带着游泳圈立即跳入水中。

“他甚至都没来得及跟我打一声招
呼。 ”罗妈妈回忆，她抵达岸边时，罗响已经
准备下水。 大概只有几秒钟的时间，脑海里
很多想法闪过。 “真的替孩子担心，遇到危
险可怎么办？！ ”但罗妈妈哽咽地说，就当时
那种危急的情形， 阻拦的话到了嘴边也说
不出口。

救护车还没赶到怎么办？课
堂学过的心肺复苏知识先用上！

“下水后，全身都被冰冷的河水刺痛，身
体有些僵硬。”忆及当时救人的场景，罗响接
受采访时告诉记者，有了这一回的救人经历
才知道，影视作品中看人家见义勇为都觉得
很简单，而真正轮到自己才发现，这是一项
非常艰巨的任务。 仅仅是“把救生圈套在落
水者身上”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就几乎耗
费了罗响和陈捷所有的力气。

五分钟后，两人终于把溺水者方先生拉
回到河滩边。 新的问题随之而来：由于当时
露营地较为偏远，大家打了多次 120 急救电
话，但短时间内，没有救护车能赶到露营地。

当时的方先生已经脸色发紫，丧失了意
识。罗响急中生智，想起中考前，初中 9 年级
在生命科学课上曾学到过心肺复苏等急救
知识，于是就根据课堂上学到的知识，指导
方先生的爱人帮方先生把呛进去的水吐出
来，并进行心肺复苏抢救。

由于抢救及时，一小时后，方先生渐渐
恢复了意识，罗响等亲友也恢复了露营的计
划。体力稍有恢复的方先生给罗响和陈捷深
深鞠了一躬。

“每个男生从小就想做英
雄”，要量力而行科学施救

10 月 14 日，被救者方先生一家给学校
寄来了感谢信，罗响见义勇为的事迹才被学
校知晓。

“其实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我只是
做了应该做的事，换作其他人，在那么危险
的情况下， 只要在自己的能力允许的范围
内，都会伸出援助之手！”这位花季少年羞涩
地说。

班主任赵磊老师听说罗响同学见义勇
为的行为后，非常感动，立即在班级表扬了
这名好少年。 赵磊告诉记者，罗响在班级担
任英语课代表，是入团积极分子。生活中，他
就是一个很讲义气的孩子， 平时乐于助人，

同学遇到困难都会主动帮忙，同学之间关系
融洽。

这次特别的经历也让罗响有了新的感
悟，他说，“每个男生从小就想做英雄，见义勇
为是好事，量力而行科学施救则更加关键。 ”

生 活 中 ，

罗响乐于助人，

同学遇到困难

都会主动帮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