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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自然类纪录片自今年初开播以来，有

关话题先后九次登上微博核心热度榜单，话题

阅读总量超五亿，获得了积极热烈的社会反

响。出圈密码何在？“寻访中华大地人迹罕至的

自然奇观”“刷新中国界面”，网友的评价里写出

许多人的心声。

六集纪录片《自然的力量 ·大地生灵》今年

初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随后在央视频等平台

上线、发酵。纪实的镜头下，绵延不绝的雪山、

绿意蓬松的草甸、打圈坠落的落叶、奔腾不息的

河流，自然山水一一入画。观众跟随纪录片，从地

理看中国、从自然看世界，更在遍野的生命奇迹

里，一同见证并感受中国生态环境变迁的历程。

拟人化与诗意化叙事，讲述
生态改善的真实案例

一直以来，自然类纪录片面对的挑战便是

如何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脚下的土地、了解将

要去的远方。站在观众的立场理解自然、解构

万物，这意味着纪录片不仅要呈现极致的自然

风光，更要挖掘和说明生态多样性的背后逻

辑。在太阳升起、草木吹动、云海消散之外，植物

是如何生长的，动物是怎样繁衍的？《自然的力

量 ·大地生灵》以拟人化诗意化的手法，每集讲述

不同的动植物故事，描绘四季轮转、寒来暑往。

小狼崽们在寒冷的雪天，靠着妈妈抢夺来

的食物维系生存；羚牛兄弟俩踏草甸蹚河道，一

路跟着父母，在迁徙路途中得到历练；为防止猛

兽侵扰，白头叶猴宝宝第一次尝试长距离攀爬，

跟随家人族群的脚步，在夜晚终于回到悬崖上

的宿地。万物有灵，生命不止。无论是奋力起

跳的华子鱼，还是荒原上四处觅食的母狼，生命

迸发出的力量具有无限感染力，如此，观众才更

真切地感受到动物族群里浓烈的情感连接。比

如在藏狐身上，我们看到新手妈妈的育儿担当；

在乌林鸮夫妇身上，我们分明看见了长久陪伴

的浓稠情感。

不仅拟人化呈现动植物世界，纪录片还以

高新技术加成画面的诗性。在动力三角翼长时

间跟拍下，观众可与大雁一同乘着西北季风一

路南下，飞越几千公里，回到冬季的家园；借助

红外线触发相机，可以暗中观察丛林下隐藏的

秘密，看眼镜王蛇如何上演领地保卫战；通过

4K红外感应摄影机，能近距离看到羚牛的日常

生活。在8K延时摄影的运用下，不断生长的雪

山、绵延流淌的长河、冰雪飘零的北境、鬼斧神

工的丹霞与雅丹，自然伟力不断雕琢地球样貌

的过程，被科技神奇地凝练在眼前。

壮丽山川、田园湖泽，《自然的力量 ·大地生

灵》以地理视角解释着中国为什么要走适合自

己的独特的发展道路，也用让人信服的鲜活案

例，呈现近年来中国生态环境的显著改善：中国

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85%的重点野生动

植物种群得到有效妥善保护，中国野生动物的

栖息地得到恢复，种群得以迅速壮大；野生雪

豹、大熊猫等珍稀濒危物种纷纷“降级”，神秘的布

氏鲸频繁出现在涠洲岛海域；曾经在中国本土灭

绝的麋鹿重返荒野，数量已经达到6000多头……

从记录出发，在人心里播下
“心怀自然、敬畏生命”的种子

纪录片的意义不仅在于记录当下的真实，更

在于揭示真实、探索真实。纪录片《自然的力量 ·

大地生灵》拍摄历时五年，跨越大江南北，从地球

上最大的海洋，到全世界最高的高原，记录祖国大

好河川，讲述自然奇观。纪录片赋予观众一扇新

的窗口，以更宏观的视角去看待地理，以最前沿的

知识来了解中国野生动物。

譬如唐家河境内的羚牛需要学习如何征服高

山，向河谷里转移才能继续活下去；几乎所有的猫

头鹰都无法转动眼球，但能靠转头来移动视线；由

于高海拔山地昼夜温差大，绿绒蒿通过花瓣开合

调节花内温度。这些野生动植物存在于人迹罕至

的地方，我们难以从日常生活中感知到它们。正

是这样，我们才更感叹，中国野生动物栖息地得以

恢复、种群得以壮大，依赖于多年来有效政策的长

期指导。

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纪录片

的独到之处，就是通过一帧帧如画的场景，让观众

自发自觉地在“人与自然”的宏大主题下深入思

考。观众看自然类纪录片，不仅是领略自然之美、

收获自然界的知识、感受天地生灵间的爱与坚韧，

还是对自然法则的敬畏与学习。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生物

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

基础。

事实上，《自然的力量》第一季到《自然的力

量 ·大地生灵》，纪录片不间断地关注、记录中国生

态家园的现状与未来，就是让观众在看见中国生

态环境的变化后，更自发、自觉地保护自然、敬畏

自然。亦是进一步建构起生态话语，借由纪实影像

传播生态知识，助力公众生态意识的养成、强化。

数百万年的时光，造就了中国大地上无可比

拟的丰富与和谐。即便干旱、湿润、贫乏、富饶，无

数种矛盾存在于这片土地，生命仍然生息不止。

南方丛林里的豹猫、长城上空的大雁、青藏高原上

的兔狲、唐家河境内的羚牛，塔利莫湖的华子鱼、

荒原上的狼崽，生命汇聚在一起，不管多么渺小，

都始终迸发着无限的力量。纪录片《自然的力量 ·

大地生灵》则是在记录中，往所有人心里播下“心

怀自然、敬畏生命”的种子，那是中华大地万物生

生不息的奥义。

纪录片《自然的力量 ·大地生灵》引发关注，话题阅读总量超五亿

在遍野的生命奇迹里，感受中国生态变迁

南汇新城的万水路上，昨天迎来华东师

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新建公办高中的开工仪

式，未来将发挥华师大二附中的示范辐射作

用和教育教学资源优势，建设世界一流、科技

领域领先的“未来学校”。

目前，南汇新城已与上海交通大学、华东

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十四五”期间将通过高校附属办学、集团化

办学、委托管理等方式，推动优质教育资源配

置，以增量带动存量资源，整体提升新片区公

共教育服务的能级和水平。令人向往的宜居

宜业之城正在打开开放包容的发展新空间。

社会事业适度超前于城市建设

华师大二附中新建公办高中项目规划包

括36班高中部及24班国际部，拟建设学科教

室、科创实验室、艺术中心、智能信息化场所、

图书馆、50米标准泳道游泳馆等新型学习空

间，计划于2023年5月竣工验收。

“师资方面我们会配出相关人员，也会以

学校标准来招聘老师，这一模式在张江本部、

闵行紫竹、普陀、宝山已成功实行，形成可以

复制推广的经验。”华师大二附中校长李志聪

表示，未来将发挥华师大二附中的示范辐射

作用和教育教学资源优势，助推临港新片区

打造国际创新协同新高地。

在城市功能和城市地标上，南汇新城今

年将超前布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民生

事业发展，继续引进优质医疗教育养老资

源。全年推进56个社会民生类重大项目，实

现10所公建配套学校开工、14所学校竣工。

新项目相继竣工后，临港高中教育将突

破现有短板，迎来质的飞跃。加上将于2023

年竣工的上中东校高中部，以及早前的冰厂

田幼儿园、明珠小学、建平中学、公办初中上

海中学东校等名校的入驻，临港新片区将拥

有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再到大学的“全龄

化、一站式”教育资源。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社会发展处处长王炯

彦说，目前已定下“社会事业适度超前于城市

建设”的方针，到2035年将全面形成优质均

衡的基础教育体系，建成与自身发展相匹配

的一流教育，实现高水平教育开放。未来，临

港将不断拓展教育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融合

吸收教育治理先进经验，打造产城融合、宜业

宜居的现代化新城。

培养千亿元级产业需要的人才

南汇新城目前正着力提升产业发展能

级，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协同发力，努力

形成一批千亿元级产业集群。今年，中芯国际

临港基地、临港和光天地项目、上海国际数据港

一期等多个项目将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领域

完善相关产业链。

如何利用现有的教育资源找到更多产业急

需的人才？在上海建桥学院，学校与上海南麟

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共建的“集成电路产教融合

基地”边开课边生产，通过激励培训优秀学生

完成发明专利，更好支持双方产教深度融合。

“校企合作符合企业培养人才的内在需求，

有助于企业实施人才战略。”南麟集成电路董事

长刘桂芝介绍，目前基地的中测线主要涉及芯

片设计、芯片测试，未来南麟集成还将逐步引入

产业链的其他环节，有利于更全面培养集成电

路产业链上下游的人才。

在上海电力大学校园内，近300名特斯拉公司

员工正在进行岗位专项技能提升培训。这批来自

社会的“特殊学生”将用大约两年时间在特斯拉工

厂和上海电力大学培训学习，获得能力和学历的

提升。这一培训模式来自于特斯拉与上海电力大

学在产教融合上的探索。双方互相开放教学科研

实验平台、工厂生产线等资源，双方可在法律法规

允许的范围内互相挂职和兼职，并开展科研合作。

“聚焦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等重点产业，南

汇新城将基本建成具有较强影响力和示范效应的

国家产教融合示范区，到2025年，培养不低于10

万名具有初级及以上职业技能等级和专业技术职

称的产业工人。”王炯彦表示，有效推动产教深度

融合发展将为特殊经济功能区和现代化新城建设

提供源源不断的新动力，真正实现教育优先发展、

人才引领发展、产业创新发展。

推进56个社会民生类重大项目，10所公建配套学校开工14所学校竣工

南汇新城今年超前布局社会民生事业

松江新城的重大文化项目和民心工程——

云间会堂文化艺术中心，昨天建成并迎来首演

首展。从建筑风格、园林造景，到展项演出的策

划安排，云间会堂的初次亮相洋溢着绵厚的松

江味、时代风，未来有望成为新城乃至长三角的

一个标志性文化中心，从而助力打响“上海文

化”品牌。

云间会堂文化艺术中心是松江区委区政府

高质量补短板的重大项目，地处江南名园醉白

池南侧，占地面积约4万平方米，总投资约10亿

元。得名“云间”，是因为在数千年历史上，包括

“华亭”“茸城”“谷水”等在内，松江被赋予了许

多别称，而“云间”可能是其中最富诗意、最能引

发想象的一个。

云间会堂的构成主要是“2+3”，两大主建

筑分别是云间剧院、云间会堂艺术展厅，同时，

松江区文化馆、图书馆、文化资源配送中心也落

户于此，从而使得整座云间会堂集人文高度、艺

术气息、城市魅力于一体，有能力成为未来的综

合性高品质文化地标。

松江区正以赓续红色文化、融合海派文化、

着力江南文化为指引，打造绵厚历史与新时代

文明交相辉映的人文之城。云间会堂的落成，就

是其中一项重要工作。

在建筑风格上，云间会堂着力突出江南文

化。两栋主体建筑由建筑大师邢同和主持设计，

突显“新中式”美学风格。两片屋顶呈波浪状，犹

如两本打开后倒扣在案几上的书，应和松江深

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同时，起伏的轮廓又宛若松

江标志性的天际线——逶迤连绵的松郡九峰，

尽显山水秀美。建筑外立面上，深浅相间的竖形

装饰如同黑白键，暗扣“琴与乐”的意象，有奏响

时代华章之意。

在室外景观方面，云间会堂运用了大量中

式园林技法，融汇了更多松江元素。南侧广场通

过堆土形成起伏的地形，并以松、云、石为点缀，

在中轴布置镜面水池形成倒影，将松江山水骨

架“九峰三泖”的意境引入园中。正对大门的中

心区域，用缓坡造型突出松景，以双鹿雕塑寓意

松江历史上的两位著名人物——晋代陆机、陆

云兄弟，形成“二陆读书台”景观。剧院与展厅之

间的下沉式中庭，用灵璧石、太湖石和泰山石，

辅以“枯山水”手法，演绎了松江历史上另一人

文典故“天马三高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与著

名园林醉白池相邻，云间会堂还采用借景手法，

将公园的景观引入视线，从而形成一幅气韵连

绵的山水长卷。

昨天的首演首展，可以说在硬件之外的软

件层面也凸显出松江新城历史与当代相辉映的

人文气质。云间剧院的第一场音乐会，最大

的亮点是邀请到上海交响乐团现场呈现由作

曲家强巍昊创作的交响乐 《G60之光》 第一

乐章。云间会堂艺术展厅则将首展空间慷慨地

交给了松江历史上的两座“非遗高峰”——缂

丝、顾绣，此外，融汇了长三角诸多艺术家精

湛手工艺的“江南手作大会”也在另一个展厅

同时举行。

据介绍，未来两三个月，随着更多文化设施

和载体的搬入和完善，云间会堂有望转入正式

运营，从而将进一步推动构建松江新城的文化

形象，增强松江人民的获得感。同时，松江区作

为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策源地，依托于云间剧

院，未来还可能引入更多G60科创走廊沿线艺

术团体，成为佳品新作登陆上海的一个重要舞

台，从而在文化层面推动长三角一体化走向纵

深，并持续打响“上海文化”品牌。

松江新城“云间会堂”落成，奏响“上海文化”新城乐章

正在打造“科创中心主阵地”

的宝山区日前传来好消息，经过

一段密集施工期，环上大科技园

科创生态圈建设初具成效，通过

推出“科创宝”、培育技术经纪人

和组建大学科技园联盟，牢牢瞄

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这一关键

环节，孵化更多“硬科技”。

据了解，这也是去年底宝

山 区 成 功 揭 榜 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科技部2021年度全面创新

改革任务清单后产出的新成果。

作为本市唯一一个以区为主体入

选的创新改革任务，宝山区以先

投后股方式支持科技成果转化，

“科创宝”是这一创新架构中的

关键一环。

借由精准算法，快速
匹配到需求企业

最新、最前沿的创新成果，如

果能早一步应用到产业，或许就

能抢占先机。实践中，一头连着

高校、一头连着企业，“近水楼台”

的大学科技园曾被寄予厚望。

不过，市人大代表王志敏在

实地调研后却发现：“目前上海

大学科技园的成果转化普遍较

低，成熟度和适用性都不强，难

以接驳市场。”为此，辖区内拥

有多个大学科技园的宝山区专门

推 出 一 款 新 工 具 ——“ 科 创

宝”。宝山区科委负责人这样注

解，它就像科研成果转化领域

的“淘宝”，更高效便捷直连供

需两端。高校科研者只要在其

后台运用关键词检索，借由精

准算法，就能快速精准匹配到

需求企业。

为搭配“科创宝”上线，宝山

区还定向培养了一批稀缺新型人

才——技术经纪人。“科创宝”上

线后，需要大量既懂技术、也了解

市场的技术经纪人在平台上“开

店”。他们就像是“翻译官”，以供

需双方听得懂的“大白话”解读技

术需求，促成成果转化与交易。

拓展创新平台，助力
科研成果转化提速

孵化“硬科技”，也离不开

一批创新平台。今年上海两会上，不少科技领域

的市人大代表“集体吐槽”——走出实验室的最

初二三年“最难熬”。一方面，不再有课题支

持，缺少各类高校资源助力；另一方面，由于创

新成果尚处萌芽期，也很难被以经济效益为先的

社会资本看中。

然而，这类“种子选手”一旦撑过这段困难期，

或许就能成为新赛道上的“明日之星”。为此，代

表们期待能产出更多开放共享的新型研发机构。

在宝山区相关部门的积极推动下，四家创新

平台日前揭牌成立。其中既有聚焦新药研发的中

试放大平台，也囊括了生物医药公共测试平台

等。这些针对痛点环节“靶向”催生的各类创新载

体，将进一步加速集聚各类资源。同时，这些创新

平台也将成为“科创宝”的新用户，助力科创成果

转化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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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东 师 大

二附中新建公

办高中在南汇

新城开工，项目

将以建设世界

一流科技领域

领先的“未来学

校”为目标。图

为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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