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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分析

今日看点用商业片的模式营销文艺片，也要谨防商业化的过度营销

曹鹏带“星儿”慈善公演
本报讯 （记者 徐瑞哲）日前，上海市教育发展

基金会、 上海曹鹏音乐中心和上海复旦大学校友会
在南京东路世纪广场合办“为爱放歌”慈善公益演出，

诠释今年自闭症日的主题“消除误区·倡导全纳”。

从铜管合奏《回旋摇滚》《号手志愿者》、五重
奏《男子汉进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到舞蹈《意
大利童谣》《豆豆龙》，此次公演的主要演职人员是
被称为“星星的孩子”的自闭症患儿，他们用乐器、

歌声、舞步传递爱的音符，与观众沟通。94 岁高龄
的指挥家曹鹏亲自执棒，带领上海城市交响乐团、

上海城市青年交响乐团、上海学生交响乐团，以及
天使知音沙龙的自闭症孩子们，共同演绎《天使拍
手歌》《号手的假日》《龙舌兰》等经典曲目。活动最
后，曹鹏指挥台上台下齐唱《我的祖国》奏响最强
音。曹鹏个人还与东方证券公司、刘浩清基金会等
分别向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自闭症项目捐款，

善款总额达 80余万元， 全部用于资助自闭症儿童
康复、培训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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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勇娣）

昨天是世界自闭症关注日。

当天，在闵行旗忠网球中心，

20 个孤独症家庭的父母和孩
子聚到一起，参加以“为爱骑
行 一路相伴” 为主题的蓝丝
带公益骑行比赛活动。 与此
同时， 一系列孤独症关爱活
动也在闵行区各街镇展开。

今年以来， 闵行区通过完善
一批帮扶政策、 落实一批帮
扶项目、 试点一批援助机构
等， 在国内率先构建政府主
导、各部门分工协作、社会力
量广泛参与、立体化的孤独症
群体援助体系。

拓展孤独症关爱渠道
去年以来，在闵行区政协

前期调研的基础上，该区民政
局联合区残联深入开展了孤
独症群体的调研。 调研显示，

孤独症患者人数快速增长，已
引起社会各界关注。 与此同
时， 这一领域也存在突出问
题，比如社会认知度低，早期
干预少，康复机构少，师资力
量薄弱， 大龄照护机构缺失，

家庭不堪重负，援助政策不成
体系等。今年 2月 27日，闵行
区政府制定下发了《闵行区孤
独症群体援助体系建设实施
意见》，通过顶层设计、制度安
排，全方位完善对孤独症群体
的关爱和援助。

目前，闵行区已提出孤独
症群体援助的五大目标， 分别
为完善一批孤独症帮扶政策、

落实一批孤独症帮扶项目、试
点一批孤独症援助机构、 培育
一批孤独症社会组织、 拓展更
多孤独症关爱渠道。 区各部门
将对照现有政策，按照年龄、救
助形式、覆盖范围、救助标准、

资金类别等分类梳理， 完善相
关政策， 使孤独症群体得到精
准和有效帮扶。同时，闵行区充
分发挥公共服务和政府资源优
势，支持建立一批孤独症康复、

教育、安置机构，为各年龄段孤
独症群体提供基本保障服务，

进一步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另外，将引导、鼓励
和支持慈善组织、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开展爱心救济
和志愿服务，实现政府兜底和慈善救济有效结合，拓
展这类困难对象的帮扶渠道和方式。

根据计划安排， 今年闵行区的民政、 教育、残
联、卫健委等多个部门将各自牵头完成一系列重点
项目。不久前，闵行区民政局引入日本立命馆大学
研究孤独症谱系的张锐博士、华师大自闭症研究中
心杨广学教授团队，试点建设区镇两级“孤独症疗
育研究中心”，重点探讨孤独症谱系儿童疗育、教育
课程开发、发展支持等情况，开展群体康复培训、托
养安置和援助就业等试点项目， 填补政策空白。据
介绍，闵行区区级孤独症研究中心选址在七宝文化
公园内，面积 600多平方米，主要定位为孤独症群
体的研究、培训、康复和指导；古美街道的孤独症关
爱中心面积为 200多平方米，主要功能是针对这一
群体的康复、关爱培训和面向家庭的心理咨询等。

挖掘患者和家长同步就业岗位
患有孤独症的孩子， 能否进入普通学校就读？

据透露， 闵行区教育局将通过加强师资专业培训、

优化课程设置和推进医教深度融合等方式，逐步加
强普通学校孤独症教师配备，使更多随班就读的孤
独症儿童能接受正规训练和教育。目前，闵行区已
有 20 多所学校开设面向孤独症孩子的 “随班就
读”，孤独症孩子可部分参加正常集体教学，也有专
门的教师和教室以及针对性的课程训练等。

当前，在不少地方，面向大龄孤独症群体的安
置和就业政策措施几乎是空白。闵行区在调研考察
中了解到，南京市在这方面早有探索，比如当地一
家睿泽残障人士服务中心的大龄孤独症患者在接
受技能培训后，可为社区居民提供收发快递、做咖
啡点心、蘑菇种植等服务项目。接下来，闵行区人社
局将牵头探索开辟“双就业项目”，利用原有福利工
厂、公办职业学校等资源，聚焦大量孤独症患者的
就业需求，探索和挖掘“患者和家长”同步就业的岗
位，实现照护和就业相结合，以缓解患者家庭的看
护和经济压力。

今年，闵行区残联还将在切实保障孤独症儿童
康复权利的同时，牵头试点建立孤独症患者日间照
护机构， 以购买社会化服务的方式委托第三方管
理，增加大龄孤独症患者的照护、康复和技能培训
服务。民政部门则将牵头开展家庭关爱工程，重点
关注孤独症患者家庭成员的心理问题和解压需求，

提供专业精神慰藉和心理疏导帮扶，预防不堪重负
导致的悲剧发生。闵行区卫健委还在牵头进一步落
实孤独症早期筛查机制，梳理本区户籍孤独症群体
的基本数、年龄段、病例级、受教育状况等方面的基
本情况和困难问题，为进一步推进和落实保障孤独
症群体的政策措施奠定基础。

大数据、机器人、智能科技等未必是招生就业“爆款”，高校应充实教学内容、提升水平

本科专业增减是道内涵考核“填空题”

■本报记者 徐瑞哲 裘雯涵 彭德倩

教育部日前公布 2018年度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全国各学校共计新
增备案本科专业 1831个， 新增审批本科专业
241个；同时，撤销本科专业 416个。

高校有办学自主权，新增专业目前分类实
行备案制和审批制，大部分新增专业只需教育
主管部门备案即可。经统计，此轮全国新增备
案的本科专业中，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机
器人工程、 智能科学与技术在数量上名列三
甲，共计约 400个；而新增审批专业中，人工智
能和网络空间安全分别有 35 所和 25 所高校
设置，数量居第一第二。那么，大数据、机器人、

智能科技真的就是招生和就业的“爆款”吗？本
科专业的增与减说明了什么？

一些专业新增缘于水到渠成
此次审批结果表明，包括沪上上海交通大

学、同济大学在内的许多学校增设了人工智能
本科专业。同济大学本科生院院长、招办主任
黄一如说，“新专业的出发点在于前瞻考量，必
须要领先于社会发展的需求。”在他看来，类似
人工智能等引领趋势的专业，尤须尽早在课堂
上将基本理论及前沿发展传授给学生，才有可

能培养出急需的行业人才。

事实上，不少新专业的设立并非纸上谈兵，

而是水到渠成， 相关高校在开展专业教育之前
早已开始积蓄科研力量。去年 1月，上海交大根
据国家和上海市的战略部署， 抢抓人工智能发
展的重大机遇设立人工智能研究院，由副校长、

中科院院士毛军发担任院长， 常务副院长杨小
康表示，在研究院基础上，去年 9月上海交大人
工智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也通过专家组认证，

从各科人才到物理资源集聚， 标志着交大人工
智能跨学科研究高地的建设计划全面开启。同
样，去年 12月，依托同济建设的上海自主智能
无人系统科学中心成立，同时开建“智能科学与
技术”高峰学科，培养具有 AI（人工智能）基础
研究和交叉应用能力的优秀人才。

这一年度，上海杉达学院新增学前教育专
业， 这是全国备案数量最多的前 7 个专业之
一，也是唯一的非 IT类。该校教育学院院长范
剑华告诉记者，申办专业前，他们特意调查了
全国和上海幼教教师资源状况，发现随着幼教
需求量激增和幼教行业门槛提升，目前上海学
前教育专业的毕业生只能满足幼教教师自然
和非自然减员数量的一半。从去年起，杉达学
院就已开设教育学的幼儿教育方向并开始招
生，为开设学前教育专业“预热”。范剑华表示，

开新专业也是基于各个学院已有的教学资源，

比如学前教育的“养”和“育”同样重要，杉达国

际医学技术学院的护理专业和康复专业的部
分专业课也适用于学前教育专业。

不盲目跟风，撤销专业须理性
在新增的同时，专业撤销也要给出充分理

由。 今年，13所普通高校撤销了教育技术学专
业，成为继服装与服饰设计之后被撤销数量最
多的本科专业。

“背后的原因，不是教育技术不重要，而是
这个世界变化太快。”范剑华说，随着教育教学
进入数字时代，过去的教育技术有些已经过时，

有些已成为教师的基本功， 原本的教育技术专
业自然面临着转型或淘汰。 上海理工大学教务
处处长朱坚民透露，近年来，上理工自主撤销了
电子商务等 7个专业。 随着新一轮行业技术更
新换代，不少专业面临“越走越窄”的困境，面临
招不到学生或是专业学生大量流失等难题。

当然，对于高校专业的增减，不少专家表示
需慎之又慎，不能盲目跟风，不要因为学生就业
形势不佳就撤掉， 其实很多传统专业需要的是
转型和升级。“专业撤销会对学生、 教师产生直
接的负面影响。”朱坚民说，“学校应更多对接行
业和产业需求，而不是动辄撤销十几个专业。”

没办出特色，热门就会变“冷门”

值得关注的是， 在高校撤销的专业中，涉
及还挺热门的信息技术类专业， 如 12个信息

与计算科学专业及 11个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专业被撤销。同样与“IT”沾边，为何有进有退？

连日来，针对教育部公布的全国高校专业增减
情况，社会也有这样的声音，比如“专业变化是
不是紧跟着热门走”“哪个热了就改成哪个名
字”“会不会换汤不换药”……

“用新增或撤销专业的数量来评价某个专
业的冷热，是完全错误的解读。”21世纪教育研
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这样甚至会误导学校
设置专业以及学生选择专业，“新增或撤销专
业需要具体学校具体分析。” 有些新增数量多
的专业，不乏盲目追逐跟风者，有的学校并没
有经过严密的论证。结果由于同时举办这一专
业的学校多，总招生规模大，而本校专业又没
有办出特色，所以很快就变为“冷门”。熊丙奇
表示，近年来被撤销的专业，有不少就属于当
初追热举办的专业。一些大学调整专业由行政
领导拍板决策，导致没有能力办好的专业仓促
上马，有特色的专业却被砍掉或被整合，“而像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就没有时髦热门的商学
院、医学院、法学院。”

对此，黄一如认为，确实不排除个别高校
可能出于招生考量做出相关专业增减。应该明
确的是， 高校专业发展变化不是一道简单的
“加减法”，学校应该有自我要求，做好这道“填
空题”，真正充实教学内容，提升教学水平，将
相关领域的研究力量真正传递到人才培养中。

柏林擒熊归来，《地久天长》赢了口碑却失了票房

文艺片的这个“春天”有点尴尬
■本报记者 李君娜

柏林擒熊归来的《地久天长》，没能“擒”

住国内的票房市场———上映超过 10天，《地
久天长》 的累计票房收入还未突破 4000万
元。和许多文艺片一样，即便是有着柏林国
际电影节银熊奖最佳男、女主角两大奖项的
“加持”，《地久天长》依然没能躲过赢了口碑
却输了市场的“宿命”。

不止《地久天长》，包括《过春天》《波西
米亚狂想曲》 等在内的一批中外优质文艺
片，3月上映以来几乎都遭遇类似的情况。在
中国内地年度票房体量已经超过 600 亿元
的当下，文艺片的“春天”始终有点尴尬。

不符合主流票仓群体“口味”

凭借在《地久天长》中的表演，46岁的王
景春和 49 岁的咏梅分别斩获第 69 届柏林
国际电影节银熊奖最佳男女主角。同一部电
影的男女主演包揽国际大奖，这在华语片历
史上是首例。

《地久天长》讲述患难与共的两个家庭
因为一场有隐情的意外被迫疏远，他们历经
伤痛与不安，最终选择面对真相、坦荡向前
的故事。导演王小帅也凭借此片获得金熊奖
提名。在国外有影响力的电影评分平台“烂
番茄” 上，《地久天长》 的开局新鲜度为
100%， 这个中国故事受到外国观众的喜爱
和一致好评。 在国内知名的豆瓣打分平台
上，《地久天长》也拿到了 8分左右的成绩。

上映超过 10天、近 4000万元的票房成
绩，对一部文艺片来说，不算“扑街”。但是，比
起同样在 3 月上映的好莱坞影片 《惊奇队
长》、中国台湾影片《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

就会发现文艺片和商业片的市场之间依然存
在鸿沟。两部评分和口碑都不如《地久天长》

的影片，在票房体量上把它远远甩在了身后。

有观众归因于《地久天长》的排片不足，

“这样一部好电影， 上映首日却只给了6.6%

的排片，我都想跟着出品方一起来为它‘跪求
片’。”但按影院规则，最初的排片往往可以根
据之后的票房表现而调整。显然，《地久天长》

的票房失利，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无法令主流

的票仓群体进场， 而主流的票仓群体正在从80

后更迭为90后。 一位观众坦言：“我知道这是一
部好片子，但让我在影院里花3个小时感受生活
的‘沉重’，可能不是我想消费的方式。”

类型片能挽救文艺片吗
文艺片要获得商业上的成功，观众的观感

值得重视。在观感不足的前提下，影片口碑的
好与不好都已经不再重要，这也是大多数文艺
片不能卖座的原因。在业内人士看来，在口碑
力作《过春天》《地久天长》相继失利之后，相信
绝大部分人已经开始警醒：类型才是电影市场
的第一决定要素，即方向比努力更重要，“这是
非常残酷的事实，但越早理解这一点，越能懂
得市场的真相，从而摆脱这种束缚。”

事实上，在《地久天长》之前，同样是柏林
国际电影节上擒熊归来的《白日焰火》，2014年
在内地上映时票房破亿，被业界认为打破了获
奖文艺片票房失败的 “魔咒”。 票房成功的原

因， 和它用了商业片的发行模式有很大关联。

一方面，上映前片方对《白日焰火》的宣传口径
强调悬疑、爱情类型，淡化了文艺片的概念，也
顺势引导了观众在观看时的类型片体验感。此
外， 宣传费用高达和投资额一样多的 1500万
元，这也是普通文艺片所无法照搬的经验。

用商业片的模式营销文艺片，也要谨防商
业化的过度营销。以去年出现“神反转”的《地
球最后的夜晚》为例，营销大获成功，上映首日
就占据票房榜首， 创下国产文艺片票房纪录。

但很快，与高票房形成剧烈反差的，是随之而
来的口碑暴跌，首日便有 31万人要求退票。

比起类型化营销，更多的文艺片导演正在
吸取市场的经验教训，在影片内容上强化剧情，

让观众有更好的观影体验。从很大程度上来说，

那种云里雾里让大部分观众看不懂的“传统”文
艺片，早就被市场淘汰。不得不承认，尽管还是
经常陷入市场的尴尬中，但如今的文艺片，变得
越来越好看，也有了更多票房突围的机会。

3月41.41亿元收官，同比跌19%

是什么“吃”掉了票房
■本报记者 李君娜

刚刚结束的 3月， 全国影市以 41.41亿
元的票房收官，比去年同期跌 9.8亿元，跌幅
达 19%。 据国家电影专资办数据统计，2019

年 1月到 3月， 中国电影票房为 186.14 亿
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16.08亿元。不乐观的数
据让 2019年能否超越 2018年成为悬念。究
竟是什么“吃”掉了票房？

第一季度票房中，国产影片《流浪地球》

拿下 46亿元票房，占 24%。春节档的另两部
国产影片《疯狂的外星人》《飞驰人生》也分别
以超过 22亿元、17亿元的成绩位列第一季
度的第二、三位。但 3月上映的国产片整体票
房表现不佳，《老师·好》是唯一票房破 2亿元
的内地电影。两部华语青春片《过青春》和《阳
台上》上映 5天后，前者票房不足 800万元，

后者不足 370万元。《地久天长》自 3月 22日
上映至今，累积票房还未突破 4000万元。

从 1日上映的奥斯卡新晋最佳影片《绿
皮书》，到 28 日上映的西班牙悬疑影片《海
市蜃楼》， 引进片占据了 3 月票房主体。其
中，好莱坞电影《惊奇队长》票房突破 9 亿
元，但这和爆款距离甚远，也不足以“补”足
票房差距。 即便是奥斯卡高口碑获奖影片，

整体票房在中国也略显水土不服：拿下 4亿
多元票房的《绿皮书》和它的口碑不成正比；

在全球范围内超越《碟中谍 6》拿下 8.7亿美
元票房的《波西米亚狂想曲》，在中国上映至
今累积票房超过 7000万元，不算惊喜。

在全国银幕数量只增不减的当下，观影
人次下降是导致 3 月以及第一季度票房负
增长的直接原因。 今年 1月 9651.5 万的观
影人次比去年同比减少 34.8%，2月 2.61亿
观影人次虽然环比增长近两倍， 但同比下
降 1.88%。除了影片的吸引力外，票补政策
的退潮导致平均票价上升，成为观影人次下
降的一个重要因素。2014年至 2017年，春节
档平均票价大多在 36至 39.2元；2018年春
节档达到 39.71 元 ；2019 年春节档增至
44.74元。

不过，业内专家认为，阶段性的回落是
市场的一种自我调整，与其追求泡沫式的一
路高歌，不如更理性地看待数字的涨落。3月
影市不缺高质量的国产片、 引进片和类型
片，人们的观影选择更多样化，这比单纯的
数据变化更重要。

影片《地久天长》剧照。 东方 IC供图

今年上海生态环保督察启动（上接第 1 版）按照《上
海市环境保护督察实
施方案（试行）》要求，这次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的对象主要是区委、区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并
对部分街镇、工业园区进行督察；督察内容是
全面督察贯彻落实国家和本市环境保护决策
部署、 环境保护责任落实、 环境保护目标完
成、突出环境问题及处理等方面的情况。聚焦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切实解决本市突出生
态环境问题、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

督察组进驻时间为 2019年 4 月 2 日至 4

月 24 日。 期间设立专
门值班电话和专门邮

政信箱， 受理环境保护方面来电来信举报，受
理时间为进驻期间每天 9:00至 17:30。 浦东新
区督察举报电话：021-68986631， 专门邮政信
箱：上海市浦东新区 125-042 邮政信箱，邮编
200125；嘉定区督察举报电话：021-59163754，

专门邮政信箱： 上海市嘉定区 0001号邮政信
箱；金山区督察举报电话：021-57249091，专门
邮政信箱：上海市金山区 0001邮政信箱；奉贤
区督察举报电话：021-37100256， 专门邮政信
箱：上海市奉贤区 201499-012信箱。

“红岩”史诗依然在黄浦江畔激荡（上接第 1版）她说，“我把儿子献给党是应该
的，现在要求享受特殊是不应该的；我变卖财
产奉献给革命是应该的，接受党组织归还的财
产是不应该的；作为家属和子女，继承烈士遗
志是应该的，把王朴烈士的光环罩在头上作为
资本向组织伸手是不应该的。”1984 年，84 岁
高龄之际，她经过 34年的申请，终于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老同志新党员。

在参观红岩魂陈列馆之际，本报记者遇上
了许多前来参观的学生，其中不少，就来自王
朴中学。原来，当年王朴举家办学的校园，已逐
步发展为莲花中学、 王朴中学和渝北中学，每
年都有近万学子在这里读书，每一年，孩子们
都会来看看红岩英雄。“从小就知道王朴叔叔，

我要努力学习， 要像他那么勇敢。” 初夏阳光
里，王朴中学的学生陈优优笑容腼腆，眼睛闪
亮，“我已经在变得勇敢的路上了。”

“信仰的力量永远不会遥远”

“想了好多年终于成行，下飞机就来了，歌
乐山，是我们重庆的第一站。”白公馆、渣滓洞
参观的人群中，一对来自西安的老夫妇，在一
段段文字介绍前细看，驻足良久。

当年的囚室， 头顶小窗栅栏有些已经断
了，门前牌子上，记录着曾被关押于此的名字，

门内墙上，一排排黑白照片，一张张青春的、微
笑的脸，有些清晰，是家属提供的；有些模糊，

可能是从合影中裁剪出来的；还有些，只有标
注着名字的相框。

渣滓洞女牢房 1室， 上下两层木床简陋。

祖籍湖南的胡其芬曾被关押在这里。也是在这

里， 写出了红岩英烈们交给党的最后一份报
告。1938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重庆时先后
就读于中央大学政治学系和复旦大学新闻系。

因从事党的活动，引起特务注意，不得不中途
退学。在延安学习后，她回到邓颖超身边工作，

深受信任。

1948 年，胡其芬因“挺进报事件”被捕入
狱， 依然努力争取狱中看守人员和狱医传递
信件和医药物资，打通了狱内外的联系。1949

年 11 月 21 日， 负责与狱中联络的地下党员
况淑华收到狱中一封署名“吉祥”的信，其中
提供了狱内特务开始进行大屠杀的动态和难
友们积极斗争的情况， 这是渣滓洞看守所内
部分党员写给党组织的最后一封信， 执笔人
正是胡其芬。

“曾经，‘牺牲’这个概念，似乎离我很远，

在这里， 我感受到了他们的青春、 奉献和牺
牲。”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范佳秋，去
年曾跟随老师一起来到这里，为学长们、英烈
们的故事，深深触动。他说，“时代不同、环境不
同， 但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命运相连的精神，这
份信仰的力量，永远不会遥远，不会隔绝。”作
为硕士研究生辅导员和党支部书记的他，将自
己所见所闻与更多青年分享， 在社会实践中，

把视野放宽到国家。

“红岩精神是一种坚韧无悔”

在白公馆放风坝子的一隅，一株老石榴树
枝头绽放新绿，映着蓝天，格外动人。那是当

时被关押在这里的烈士许晓轩， 趁着外出做
苦工之际， 偷偷捡回的种子， 栽下后生根发
芽。之后的每一夏，岁岁榴花似火。听讲解员
介绍，树上的枝条已被移栽到祖国许多地方，

落地生根。

重庆到上海，千里之遥，牵挂不断。潇潇雨
中，在上海重庆南路的紫华大厦里，我们见到
了费巩烈士的女儿费莹如。1945年 1月， 费巩
应邀赴重庆复旦大学讲授民主与法制。2月，他
在重庆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上签字。为了讲课
和著述，他广泛调查国民政府的腐败情况。3月
5日凌晨，费巩准备到北碚复旦大学讲学，在重
庆千厮门码头遭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在歌乐
山遇害，尸体被投入硝镪水销毁。

“从爸爸失踪消息传来那天起，因为怕妈

妈伤心，家里再也没有提过他的名字。”说到
这里，已经 84 岁的费莹如哽咽难言。那段艰
难岁月， 地下党支持着费巩家中孩子上学费
用。解放后，她考上同济大学，成为上海规划
设计院的一员。“现在福寿园里， 有一尊爸爸
的铜像，陪伴着长眠的妈妈。”费莹如说，阅读
着妈妈保存着爸爸的六本日记， 让自己更懂
得父亲，“我理解的红岩精神，是一种坚韧，是
无悔。”

昨天的复旦大学 “革命烈士精神进校园”

现场。1938年费巩岳母吴本闲、夫人袁慧泉和
小女儿费莹如在北平的合影， 胡作霖烈士生
前用过的遗物红色绣花被面， 何柏梁在狱中
写的外文笔记，张永昌读过的《苏联共产党历
史》……在这里一一展现。这份来自红岩的沉
沉交接，也将激励更多青年，带着同样的对祖
国的深情，对党的赤诚，走向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