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民篮球节嘉年华开幕
青浦光明荟开启篮球派对时刻

本报讯 （记者 姚勤毅）昨天，

2019年上海城市业余联赛“光明杯”

上海市民篮球节嘉年华暨青浦光明
荟盛典活动在青浦区华新镇开幕。

“球星+篮球+美食+狂欢”的组合，汇
聚成了一场独具魅力的篮球派对。

活动将持续 5天，分为三个板块：篮球嘉年华、

热力舞台秀、狂欢庆典巡游。在嘉年华活动上，各种
篮球主题的有奖互动活动及游戏， 让市民们玩得不
亦乐乎———“力量挑战” 大力出奇迹拿奖手才不会
酸；“2K篮球游戏”给你一个在游戏机上一展拳脚的
机会；“答题挑战”证明你是真正的篮球达人；冲天投
篮游戏， 面对设置 6米高的篮筐， 不少市民抢着挑
战；篮球弹射器，更像是弹弓的放大版，趣味性十足；

“投篮挑战”则是朋友、家人间比拼的最佳项目……

热力舞台秀将是活动期间最吸引眼球的存在。

街球、魔术、极限运动、嘻哈音乐表演等活动将一一
展开，主办方希望用“街头篮球+流行文化”的形式，

呈现一场集文化、篮球、创新交融碰撞的狂欢盛宴。

而一支由自行车、气球、鲜花等元素组成的特
色巡游队，在活动期间给市民带来别具一格的国庆
70周年主题庆典巡游活动， 营造出共庆新中国华
诞、共享伟大荣光的浓厚氛围。其中，嘉年华由解放
日报与光明地产共同承办。

青浦区华新镇有着良好的篮球群众基础，篮球
是华新镇人气最高的运动项目。近年来，青浦区华
新镇在上海群众篮球领域频刷存在感， 企业篮球、

群众篮球开展得红红火火，不少赛事活动已形成品
牌效应。华新男女篮球队先后参加了市级、长三角
乃至全国的篮球比赛，使华新的篮球文化从小镇农
家走向全国。前上海男篮球员、“扣篮王”徐咏昨天
也来到现场，华新镇的“老中青”篮球爱好者代表，

从他手中接过签名篮球。

活动举办地青浦光明荟，以“体育公园+社区商
业”新模式打造。在上海，商场里可以运动早就不是
新鲜事，但近年来“商体结合”还是呈现出两大变化
趋势。一是商场的“新潮运动”越来越多———除了滑
冰、健身、游泳、足篮球场等入驻购物中心的传统运
动项目， 许多购物中心还创造个性化的服务， 提供
“意想不到”的“流汗式”消费体验；二是商业主体从
过去“你要来”变成了“请你来”———尤其一些新开发
商业项目， 以诱人的条件主动招揽知名运动品牌入
驻。光明地产“嗅觉敏锐”地打造了青浦光明荟，通过
自主招商引进洛克体育公园、 超跑健身俱乐部等沪
上知名连锁品牌，让“运动”成为消费者“走进来”的
最重要理由之一。 而通过运动业态创新驱动的体育
商业中心，在商业地产项目同质化严重的当下，成为
跳脱同质化的最有效途径之一。

今日看点让年轻观众看到那个年代人的精神和身上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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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个“世界精神卫生日”到来前夕，专家在“心视野·心对话”主题论坛探讨原生家庭的作用

“去神圣化”后，家庭是每个人温暖的港湾
本报讯 （记者 黄杨子 实习生 张逸雯）

原生家庭究竟对每个人的心理健康起到什么
作用？从个人、家庭，再到国家，当代中国青年
应拥有怎样的心境与情怀？在第 28个“世界精
神卫生日”到来前夕，第 10 届“心视野·心对
话”主题论坛日前举行。专家直言，大众若将所
有心理健康的负面来源都归咎于原生家庭，其
实是一种不理性的极端化。在容易焦躁与迷茫
的年代，青年一代更应守住本我初心，培养更
均衡、圆满的价值观。

“无用”的能力不应被忽视
同济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院长、同济大

学精神医学教授赵旭东认为，人的优秀品质如
成熟、复原力、顺应心、主观幸福感、亲密关系
能力等都来自原生家庭，看似“无用”的能力难
免被早期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忽视，“孩子心
理均衡的发展比智商发展更重要、心理防卫机
制比学业成绩和社会阶层更重要、做对了什么
比做错了什么更重要、爱劳动会劳动也比被动
求生式的勤劳更重要。”

赵旭东介绍，目前的家庭互动模式中 20%

是回避型、15%是矛盾型、5%是混乱型，均容易
导致心理健康问题。“孩子故意调皮希望引起
父母重视、孩子在父母吵架声中也学会大吵大
叫、二宝出生让大宝出现情绪波动……这些场
景大家并不陌生，因此我们在诊断治疗时需系
统看待整个家庭的优点与缺陷，也找到一些前
瞻性问题。”

他告诉记者，“在传统中国儒家文化中，家
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核心。面对家庭引起的心
理健康问题，人们总是讳莫如深，可又往往将
罪责归咎于原生家庭， 这实际上是一种极端
化。”赵旭东说，在“去罪化”“去神圣化”之后，

家庭应该是每个人温暖的港湾。

从中华文化中寻找人生价值
身处变革的时代浪潮，大众又应如何从心

理角度培养国家认同感和担当责任感？

“古有管子曰：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
为国，以天下为天下。”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教授安俭说，今年 8 月，他带着学生从

上海赶赴青海格尔木， 攀上海拔 4900米的唐
古拉山。“我们一同探寻修建公路铁路的藏族
同胞的故事， 从 1954年青藏公路通车到 2006

年青藏铁路通车，凝聚着几代人的努力，他们
的初心是什么？是对故土的眷恋，也是对美丽
中国建设的无私付出。”

在安俭看来，一代代中国人从大江大河孕
育的中华文化中寻找人生价值、 标注成长坐
标，正是这种实现自我、成全大我的生活态度
守护了人民的心灵健康。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
教授耿文秀则更强调“我”应该如何锤炼心理
弹性，铸就健康人格。她带来“钢铁战士”麦贤
得的例子。

1965年，“八六海战” 中麦贤得被弹片击
中， 在脑组织外溢的情况下坚持战斗 3小时，

治疗后留下严重的智力、记忆、语言障碍，但通
过科学的治疗和亲人的关怀，他最终康复并回
归岗位。“这样的结果除了归功于医学技术与
他自身的坚强意志外，还得益于他修心的生活
方式。书法、种花等自我塑造行为帮助他恢复
精神上的健康。”

希望青年人拥抱人生更多可能
专家们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无论是

医疗或教育论坛，不少家长听众都带着“负疚
感”前来———我这么做对吗？我这么做可以吗？

孩子的问题是不是都来源于我？“父母的养育
焦虑、青年一代的成功焦虑，正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心境。” 耿文秀记得在一名北大教授组织
的圣诞晚会上，教授的小儿子自豪地告诉在场
嘉宾，自己要做中国厨师，父母带头鼓掌。“另
一个事例是，一名三道杠的小学生每周被父母
安排了满满的课外辅导班，她在路过重点中学
时紧锁眉头，担心未来自己考不上名校。”

安俭说，放眼全球，可能再也找不到像当代
中国青年一代这样努力读书的人群，“当越来越
多的人看到把读书当做唯一路径带来的弊端时，

这就带来了希望。我们希望，现在成长的青年人
能有更丰富、更均衡、更圆满的一颗心，满怀憧
憬和理想，去拥抱人生更多的可能。”论坛由长
宁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长
宁区精神卫生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等举办。

在《攀登者》里饰演以登山队员夏伯渝为原型的角色，胡歌感叹———

“永不言败的英雄”登上了精神之巅
本报讯 （记者 施晨露）电影《攀登

者》明天正式公映，两位 1975年中国登
山队队员桑珠、夏伯渝与主创人员前天
共同走上首映式红毯。影片中，谁扮演
以他们为原型的人物？随着昨日影片点
映与观众见面，很多人认出了胡歌饰演
的杨光，那个一度被遗传学指标划归到
“不宜登山”人群、又在千帆过尽后迸出
“不放弃”心声的攀登者。“有遗憾”的身
影，谁说不是又一种伟大？接受本报记
者专访时，胡歌坦言：“能够饰演以夏伯
渝老先生为原型的人物非常荣幸。”

用义肢登顶珠峰的首个中国人
2018 年 5 月 14 日 10 时 40 分，夏

伯渝从珠穆朗玛峰南坡登顶，这是他人生第
一次站到“世界之巅”。这一刻，距离他首攀
珠峰已经过去了 43年。1975年，夏伯渝作为
国家登山队一员第一次攀登珠峰，因帮助队
友导致自己冻伤而双小腿被截肢。此后的人
生中，夏伯渝从未放弃，直到成为用义肢登
上珠峰的中国“第一人”。

“我从不认为这个角色是 ‘失败的英
雄’， 更合适的称号应该是 ‘永不言败的英
雄’。”谈及对角色的理解，胡歌说，对登山者
来说，过程比结果更重要，比最后的登顶更
重要。为了登顶的集体目标，“杨光”把睡袋
让给其他队友，从物理意义上说，他没能登
到峰顶；但就人格、精神层面来说，他是真正

的成功登顶者， 他登上了精神意义的峰顶。

“夏伯渝老师的经历给我很多感悟和启发，

我特别佩服他。他做了截肢手术，但在往后
的人生中， 从来没有放弃登顶珠峰的目标，

铸就了不可思议的传奇。夏老师的精神和经
历，帮助我找到了人物的感觉。”

“接到邀请加入剧组的电话时，距离开机
只有半个月，虽然有些仓促，但我还是毫不犹
豫接下这个角色， 我需要有一次这样的体
验。” 胡歌回忆，2005年刚从上戏毕业时，他
曾加入一个登山队，攀登青藏高原海拔 6000

多米的启孜雪峰。“那年登山， 印象特别深的
是在 4900米海拔看到一块石碑，石碑上刻着
三个字‘继续走’。别人告诉我，这是在下撤过

程中不幸去世的登山者离开前说的最后一
句话。为了纪念他，人们立了这块石碑。关
于这块石碑的印象一直深深刻在脑海中，

我期待着，什么时候能够再登一次山，等了
十几年，等到了《攀登者》。”

“如在意‘番位’，就不是攀登者了”

对于“表演”登山，有过登山经验的胡
歌直言：“相比真正的登山队员， 我们所吃
的苦太小儿科了。更何况，既然要演‘攀登
者’，不吃一些苦、不经历一些艰难的环境，

怎么去真实演绎当年的登山队员呢？”不用
“艰苦”“悲壮”这些字眼，他以“希望”作为
《攀登者》 的关键词。“对杨光这个人物来
说， 他或许在当时没有取得世俗意义上的

成功，但他的心中永远充满对人生的希望。对所
有登山队员来说， 他们在登山过程中遇到很多
艰难险阻，但心中的希望之火从未熄灭。对我们
国家来说，也是充满希望。艰难岁月激发了人的
斗志，才换来今天翻天覆地的变化。”

除了在电影中再圆“登山梦”，在胡歌看来，

参演《攀登者》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在新中国成立
70年的特殊时刻，让年轻观众看到那个年代的人
的精神和他们身上的气质。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
演员，助力上海出品大片更是责无旁贷。尽管在
片中戏份不多、“番位”不高，但他笑道：“如果在
意‘番位’，那就不是攀登者了。所有攀登者，都不
是为了个人荣誉而攀登， 而是为了国家的荣誉、

民族的荣誉，向全世界证明中国人的能力。”

作曲家吕其明新书发布

《红旗颂》修改版献礼国庆
本报讯 （记者 施晨露）吕其明的发言

稿是手写的，满是圈划修改的痕迹。昨天，在
《人人步步是音符·吕其明》 新书发布会上，

他一笔一划写下肺腑之言， 又一字一句、字
字铿锵地念出一段段“感谢”。念到“感谢亲
爱的党……”时，89岁的作曲家哽咽了。

理解哽咽背后的深情，就要理解吕其明
的人生。1940年，在敌人的追捕中，父亲吕惠
生带着全家投奔淮南新四军，年方 10岁的吕
其明成为新四军二师抗敌剧团的新团员、娃
娃兵。 他 15岁入党，19岁随部队进驻上海，

20岁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任电影作曲，35

岁写就传世之作《红旗颂》。吕其明说，要感谢
“第二故乡”上海养育了他，在这里，他有过欢
乐、痛苦，有过坎坷、辉煌，但更多的是欣慰，

正是在这座伟大的城市，实现了他的理想、志
愿和人生的价值。他也感谢父亲、想念父亲。

1945年，父亲因叛徒出卖被捕，高呼着“中国

共产党万岁”走向刑场，牺牲时年仅 43岁。是父
亲写就了吕其明生命中的红色基因， 成为他人
生道路上的崇高路标。

“我要感谢亲爱的党”，吕其明收敛住情绪
继续说下去，“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把一切献
给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些思想渗透进
我的心灵和血液，在我的头脑里生了根，牢记
一辈子。”

管弦乐序曲《红旗颂》首演于 1965年第六
届“上海之春”音乐节开幕式。作曲家用音乐的
语言深情描绘了 1949 年 10 月 1 日开国大典
上，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情景，讴歌伟
大祖国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成为新中国乐坛
的经典。 红旗在共和国大地上飘扬了整整 70

年，《红旗颂》的旋律也在人民大众心间激荡了
半个多世纪。50多年里， 吕其明对乐曲不断修
改、几经打磨，终在今春定稿，成为献给新中国
70华诞的一份厚礼。

市民捐赠藏品展亮相上历博，反映各行业沧桑巨变

64件展品一幕幕闪现70年时光
本报讯 （记者 钟菡）1960年的电影放

映机什么样？ 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的展厅
里，由“南京路上好八连”捐赠的电影放映机
下面放着一只黑色塑胶碗， 因为它还在滴
油。“这台放映机还可以用，尽管后来有了数
码放映设备， 但好八连一直在为它保养，将
来也许能用它继续为观众播放老电影。”上
海历史博物馆研究部副主任胡宝芳说。

放映机是前日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上
海革命历史博物馆） 开幕的 《众心筑梦70

年———海上揽胜长卷暨市民捐赠展》 展品
之一。来自24位捐赠人及单位所提供的64件
（套）展品，将新中国成立70年的时光一幕幕
闪现。

此次展览反映 70年来上海在各行各业
劳动者的共同努力下所发生的沧桑巨变。展
览中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早期党章，1964年
的凤凰自行车、无敌牌缝纫机等上世纪生活
中常见的老物件，以及潘阿耀、张磐、曹蔚文
等不同行业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荣誉
奖章证书等。 这些实物带有鲜明的时代特
色，承载着奋斗者的足迹和理想信念。

国画家张弛捐赠的 70米长卷 《海上揽
胜》 也在展览中亮相。 她自 2009年至 2019

年十年过程中精心创作，以国画山水形式描
绘了上海城市建设成就以及繁华安泰的时
代面貌，展现上海城市精神。“将这幅长卷捐
赠给上历博， 是为新中国 70华诞献上的一
份心意，也希望通过这件作品，更多地激发
观众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此次展览中大部分展品都是新的捐赠。

许多看似不起眼的报纸、奖状经过几十年仍
完好如初。去市民家中挑选藏品时，胡宝芳
等历博工作人员常被悉心收藏所感动。潘保
国捐赠了父亲潘阿耀的 1959年全国群英大
会合影、劳模英雄银匾等，“父亲为了工作不
顾一切，他身上有那代人的忘我精神和大国
工匠精神”。1958年 3月，潘阿耀试制无缝钢
管成功，同时发明了用普通耐热钢制造“水
循环冷却热穿孔顶头”这一无缝钢管生产过
程中的关键设备， 提高无缝钢管生产效率
100余倍，这在当时史无前例。

展览至10月27日结束。

胡歌在《攀登者》中饰杨光。 （资料）

观众驻足观赏 70米长卷《海上揽胜》。 本报记者 蒋迪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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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俞陶然
实 习 生 吴佳妮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近
日发布 Mate 30 系列手机，

其中 Mate 30 Pro采用 “瀑
布屏”， 屏幕曲度达 88 度。

用手指滑动“瀑布屏”时，屏
幕中的影像会从手机侧面
倾泻而下。这种手机显示屏
采用什么技术？是否已实现
国产化？未来技术发展和应
用前景如何？记者采访了上
海大学教授、新型显示技术
及应用集成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主任张建华。

显示屏可任意折叠
Mate 30 采 用 的 是

AMOLED （主动有源有机发
光二极管） 新型显示技术。

据介绍，OLED 显示屏有许
多优于液晶面板的特性：首
先， 它能自动发光， 没有
LED（发光二极管）背光源组
等部件， 整体结构更加轻
薄， 节能效果更好； 其次，

OLED 显示屏采用有机材
料，具有全固态结构，动态
响应速度足够快，而且可柔
性弯曲显示，在 5G和 8K时
代将有广泛的应用场景；此
外，OLED 屏短波蓝光溢出
少，有利于眼睛保健。

OLED显示屏在手机上
的应用可分为两个阶段。起
初，由于高分辨率和强大的
色彩表现力，它以硬屏形态

出现在手机上， 占据了智能手机的高端市场。

而今，它在手机上的应用以曲面屏为主。与硬
屏相比，曲面屏有更广的视野和更好的视觉效
果，符合人类眼球结构，适合显示立体影像。

近两年， 随着 AMOLED新型显示技术工
艺的成熟，国内外面板厂商的 OLED产量不断
上升，OLED显示屏逐渐成为手机屏幕的主流。

然而，AMOLED技术工艺和应用场景发展远没
有终结。业内人士预测，随着器件技术、制造工
艺的进步，真柔性、可任意折叠的 OLED 显示
屏手机将出现在市场上。那时，手机可以展开
成为平板电脑， 也可以折叠成一块智能手表，

变身为多种形态的电子产品。

上海制造光刻机国际先进
作为 OLED产业的全球领先企业，三星集

团十多年前就完成了 AMOLED 技术攻关 ，

2011年左右实现大规模产业化。目前，三星、苹
果、 华为等手机厂商的旗舰机大多采用三星
OLED屏。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三星在这个领域的
市场份额达 95%以上，但这种局面目前正在改
变。张建华说，国内 AMOLED技术及产业近年
来发展迅速。2011年， 上海大学领导的产学研
团队在这个领域实现零的突破。此后，国内产
业实现了工艺上的自主可控， 从 2015年开始
批量供货。

“微电子和半导体显示这一行， 从0到1很
难，从1到10也很难，从10到100、1000、10000更
难。智能手机显示屏的需求动辄是百万片规模，

我们必须一步步完成国产化。”张建华深有感触
地说：“国内OLED产业目前发展非常快，但市场
占有率的上升不是一蹴而就的， 我们还要有一
定的耐心。”在她看来，国内企业和科研机构要
着重提升制造工艺的稳定性，通过协同创新，开
发出高水平的OLED显示屏量产技术。

作为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获得者，张
建华 2003年留学归国后组建团队， 在上海大
学逐步建立起国内高校最先进的 AMOLED工
程研究中试平台。2008年， 上海大学科研团队
取得彩色动态 OLED 显示屏“从无到有”的突
破，并开始与上海微电子装备公司、天马微电
子公司合作，研制我国首台高分辨率平板显示
光刻机及全套先进工艺。从实验室用 8英寸到
产业用 G2.5代、G4.5代、G6代，上海制造的高
分辨率半导体显示光刻机已形成系列产品，技
术指标与国际领先的竞争产品一致。

如今，上海大学还在牵头开展柔性显示核心
器件和核心材料的产学研合作。他们在柔性显示
核心材料领域完成了填补国内空白的技术攻
关，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张建华透露，

产学研合作团队正在做工艺放大和应用测试，

力争早日在这个“卡脖子”领域实现自主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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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华）今年
国庆假期，“上海超级杯” 短道速
滑及花样滑冰和队列滑大奖赛、

上海劳力士网球大师赛将实现无
缝衔接。 国庆假期后，NBA中国
赛上海站、 第十五届世界武术锦
标赛也将举办。 这些在家门口上
演的体育赛事， 将成为沪上运动
爱好者的饕餮大餐。

上海东方体育中心海上王
冠体育馆， 上个月刚完美呈现
2019 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上
海赛区赛事，这个国庆节将“变
身”白色冰场，2019年“上海超级
杯”短道速滑及花样滑冰、队列
滑大奖赛将于 10月 3日至 5日
在此上演，这是国际滑联唯一以
城市命名的大奖赛。

花样滑冰项目上，包括中国
队在内共有近30名花样滑冰运动
员报名参赛， 阵容中不乏像俄罗
斯冰上美少女战士梅德韦杰娃、

成年组女单四周跳第一人哈萨克
斯坦的图尔辛巴耶娃这样的世界
顶尖选手。 短道速滑项目则吸引
了近60名世界顶级运动员， 匈牙
利男队将以平昌冬奥会冠军阵容
征战超级杯，刘氏兄弟领衔出场。

作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最
有影响力的 ATP赛事之一，2019

上海劳力士大师赛将于 10 月 5

日至 13日在旗忠森林网球中心
开赛。今年赛事做出一个十分人
性化的举措：首度开启日夜场售
票模式，10月 7日至 10月 11日
中央场馆门票分为日场和夜场。

到时候，白天无暇观赛的球迷可
尽情享受为网球沉醉的夜晚。

市机关青年篮球“大比武”
本报讯 （记者 秦东颖）“新征程，追梦人”，久事

体育杯上海市机关青年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篮球
赛昨天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开幕。

机关青年篮球赛到今年已经举办第五届。本次
比赛是机构改革后的首届机关青年篮球赛，有来自
市纪委、市人社局、市委宣传部、市司法局等市级机
关各部委办局、中央在沪单位以及各区级机关的 40

家单位、36支队伍、共 500余名选手参赛。比赛将通
过 7个比赛日、70场比赛角逐，产生最后的冠军。

篮球主题活动让市民玩得不亦乐乎。邵剑平 摄

华为新产品背后的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