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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登者》引发共鸣：无论国家发展到哪个阶段，攀登者精神仍需要，永远需要

5天5城，从北到南，“攀登者”主动集结
■本报记者 施晨露 杨书源

“山不只在那里，也在心里。攀登者不只是
远方的英雄，还有身边的你我。为知其不可为
而为之的登山英雄， 也为一起完成这部电影，

并肩战斗的所有人，还有为了角色哭了笑了感
动了的你们。”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攀登者》

主创 5天连跑 5座城市与观众零距离交流。无
论走到哪个城市，饰演登山队长方五洲的吴京
都穿着不变的《攀登者》片名 T恤。

5天 5城，从北到南，这段“攀登之旅”是所
有主创主动要求、自发集结的。“看到大家对电
影各种各样的评价， 想听一听不一样的声音，

而不是不能接受不同的声音。”在长沙，吴京诚
恳地谈到 5天 5城路演的初衷。一位连续看了
4遍电影的观众分享了她眼中的感人细节———

“1960年那次登顶， 方五洲托着曲松林的脚向
上爬，第一遍看，以为那个流血的镜头是曲松
林的脚受伤了，第二遍看 IMAX才看清楚那是
方五洲拼命向上托时，曲松林脚上的铁爪扎进
方五洲的肩膀流的血……一部细节值得被反
复挖掘的电影当然是好电影。”“观众能看到、

能懂得。距离观众越近，越相信这件事我们做
对了。” 一位影片发行人员写道，“无论国家发
展到哪个阶段，攀登者的精神仍旧需要，永远
需要。”

正如影片所表现的 1960 年、1975 年中国

登山队两次充满艰险和无畏的攀登之旅，电影
《攀登者》 从立项筹备到拍摄关机再到发行上
映，走过的同样是一条充满勇气的道路。时间
紧，难度高，上海电影人以无私无畏的精神顽
强“啃”下了这块硬骨头，以“最好的团队、最强
的阵容”呈现值得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接力弘扬
的“攀登者”精神。

70岁的原中国登山队队员夏伯渝是 1975

年那次攀登的亲历者。 正是在那次攀登中，他
在遭遇暴风雪时让出自己的睡袋给队友而双
腿冻伤被迫截肢。此后 43年里，他继续坚持攀
登，终于在 2018年 5月 14日以假肢成功登顶
珠峰。在北京点映场，夏伯渝第一次观看《攀登
者》就发现了有自己 40 多年攀登珠峰“影子”

的人物———胡歌饰演的登山队员杨光。 影片
中，杨光患有先天性遗传疾病，医生宣布他“不

适合登山”。那一刻，夏伯渝想起自己患上血栓
后被医生下达“登山封死令”的情形。杨光和他
都选择了继续攀登；杨光也和夏伯渝一样经历
了人性的选择，在极端天气下让出睡袋给了队
友。“差别不过是杨光让出的是半个睡袋，我让
出了整个睡袋。”

真实，是夏伯渝给予《攀登者》的评价。他
说，影片中大部分故事都很真实，“哪怕是登山
时的步态、呼吸，都好像一下子撞击你回到那
个年代， 那场人与山的较量里。1960年那次攀
登，为了攀上第二阶梯，中国登山队队员光着
脚踩着队友的肩膀前进。 这不是我亲历的，却
是 1970年代我在登山队时， 队里的老人经常
说起的。” 看到自己年轻时一直被感染的登山
往事变成鲜活的画面，夏伯渝一度泪目，“这是
我看到的第一部表现中国登山队的登山题材
电影。他们把中国登山队一往直前、永不后退
的精气神都演出来了，当年就是那样的。”

“登过山的人都会知道，不管你登到多高，

越到山顶之时越艰难，速度越慢。但攀登者，不
会停下来。正因为有每一站观众的支持，我们
才会继续前进。”《攀登者》 中饰演曲松林的张
译说。“你们，所有观众，都是未来的攀登者。攀
登没有终点，只有起点。”《攀登者》中饰演第二
代登山队员李国梁的井柏然说。

上映第 10天，《攀登者》仍在向上，等待着
“看见”，等待着“感动”。

李强会见美国纽约大学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一行

携手推动上海纽约大学越办越好
本报讯（记者 谈燕）市委书记李强昨天

会见了来沪出席上海纽约大学理事会会议
的美国纽约大学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一
行。

李强说，当前，我们正在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主席对上海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加
快建设“五个中心”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作为中国最大的
经济中心城市和改革开放前沿窗口， 开放、

创新、包容已成为上海最鲜明的品格。教育是
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支撑，我们要不断扩大
教育领域对外开放与合作，更好培养和集聚一
流国际化人才。 促进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经贸合作是压舱石，人文交流是推进器，上海
将秉持更加开放的态度，持续推进中美教育领
域的交流合作。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上海纽
约大学成立以来呈现良好发展势头。欢迎纽约
大学与上海深化合作，携手推动上海纽约大学

越办越好，努力打造中美人文交流与教育合作
的成功典范。

安德鲁·汉密尔顿表示，教育是面向未来、

塑造未来的事业，美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有利
于两国人民。上海在国际化办学方面的创新探
索，充分体现了开放合作的精神。将全力推动
上海纽约大学的发展，为促进美中教育交流合
作、厚植美中友好民意基础作出积极努力。

市领导诸葛宇杰参加会见。

宝武与上期所战略合作
本报讯（记者 吴卫群）昨天，中国宝武钢

铁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期货交易所举行战略
合作签约仪式，同期召开了高质量钢铁生态圈
长三角区域交流合作峰会。上期所和中国宝武
将以本次战略合作为契机，共同建设“期货与
现货”“场内与场外”“境内与境外”“线下与线
上” 互联互通的多层次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体
系，促进高质量钢铁生态圈的形成。

中国宝武依托旗下上海钢铁交易中心有
限公司，基于中国宝武及其它钢铁制造企业真
实产能，提供钢铁产业链全流程服务，满足用
户个性化交付需求， 促进制造业产销平衡、以
销定产，提升实体企业经营质量。上期所和中
国宝武的战略合作将深化国内贸易流通体制
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助力实体经济发展，助
推中小企业转型。同时，本次合作也是双方践
行国家 “供应链创新与应用”“平台经济发展”

以及“长江三角洲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具体落
地，通过交易模式创新，充分发挥市场价格发
现和资源配置功能，提升中国大宗商品国际定
价权和话语权。

上海钢铁交易中心成立于 2012 年 9 月，

主要从事第三方钢铁现货在线交易服务，2015

年欧冶云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冶云
商”）成立以后，成为欧冶云商控股子公司。欧
冶云商成立于 2015年 2月， 是中国宝武整合
原有大宗商品电子商务相关资源，以全新商业
模式发起设立的第三方产业互联网平台。

副市长许昆林出席了昨天的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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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栾吟之

大渡河路 690 弄 3 幢老
房子的 90户居民， 终于有望
改善居住状况。由于历史遗留
原因， 这里的房子老旧失修，

没有产证， 也没有物业管理
方。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活动中，普陀区聚焦
这个民生问题，由区委书记曹
立强牵头召开专题会议，联合
政府职能部门、 国有企业、街
道镇等多方联手解决难题。

老弄堂地处长风新村街
道师大三村，是一个由 3幢住
宅楼构成的自然小区。这几幢
楼建于 1981年， 当时属于嘉
定县长征公社四中大队，性质
为农民集中用地，如今这里属
于普陀区长征镇四中村。由于
种种原因，当时这块土地未办
理任何审批手续，至今为止一
直因为不符合政策条件而无
法办理土地登记手续，村民们
也无法办理房屋产权证。这里
的 90 户住宅一共有两房、三
房共 8个户型，套内面积从 40

多平方米到 70 多平方米不
等。

居委干部们说，早在 1988

年，这里曾进行过大修，房屋
从四层加盖至五层。2014年又
发现存在安全隐患。今年上半
年， 轨道交通 15号线施工经
过 690弄东侧地下，使房屋本
已存在的安全隐患进一步放
大， 也更加重了居民们的担
忧。近年来，居民曾多次就房
屋改造和获取房屋产权证问
题向政府部门反映问题。

区委书记曹立强高度重
视居民们的诉求。 结合主题
教育的开展， 区委领导召开
专题会议， 计划通过四项举
措改善居民居住情况。 根据
专业部门的初步方案， 这里
适合用“拆落地”方式彻底解
决房屋改造问题。 具体操作
方式为， 由区政府将原地块
征收后纳入储备， 原拆原建
新楼房。在此期间，还要积极
落实居民迁出、区里代建、居
民回搬等工作。目前，改造项
目工作组已经成立， 工作组
成员表示， 有关方面正对照
每户居民家庭的房型进行测
算，将加速推出改造方案，改造将根据居民 100%

同意方案、100%签约、100%搬迁的原则实施。

目前，责任主体已明确，由区国资委下属长风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作为开发主体拿地，负责做好该
处房屋拆落地、原址新建等相关工作，尽快落实方
案。在此过程中，将由区房管局、区规划资源局等部
门积极进行指导；此外，长风新村街道和长征镇将
共同做好群众工作，在方案实施全过程中听取居民
诉求。

普陀区各部门将借助主题教育契机，齐抓共管
形成合力。在后续工作中，区发改委、区规划资源
局、区房管局、区建管委等职能部门加强与市相关
部门沟通协调， 上下联动， 抓紧做好土地征收、收
储、规划、出让、立项、工程审批、产证办理等相关工
作，确保后续工作有条不紊。

记者了解到，2019年年内， 普陀全区将基本完
成成片在拆基地收尾平地，启动 10个零星二级旧里
以下地块的房屋征收；启动长风、曹杨、真如、万里 4

个街道的整街道修缮改造；结合小区微更新，因地制
宜完成 60万平方米旧住房综合修缮改造，让小区旧
而提质、旧而有序；新开 20个地块的旧住房成套改
造，切实改善群众居住困难。普陀区将深入开展调查
研究，直面矛盾，不断提高百姓居住质量。

2019年“上海工匠”揭晓
已累计有四批 382名人员获此荣誉

本报讯（记者 刘锟）时代发展呼唤工匠，

社会进步需要工匠。记者昨天从上海市总工会
获悉，102名 2019年“上海工匠”正式揭晓，其
中 2名为自荐成功的职工。至此，本市已诞生
四批共计 382名“上海工匠”。

从 2016年开始， 上海市总工会实施上海
工匠培养选树千人计划，3 年间已选树了 280

名“上海工匠”。据了解，2019年“上海工匠”培
养选树活动启动以来，通过逐级推荐、层层选
拔， 全市共有 573人参与角逐。“上海工匠”参
选人群不受性别、学历、职级、职称、技能等级、

荣誉基础等条件限制， 还开放了单位推荐、社
团推荐、个人自荐 3种报名通道。其中，通过申
工社 App自荐的参选人数有 65人。

最终产生的 102名 2019年“上海工匠”涵
盖机械电力、钢铁、船舶、航天、汽车、通信、石
化、建筑建材、交通运输、医疗、医药、文化、教
育、电子电工、水利水电、科技等多个领域，呈
现出行业覆盖面广的特点。 值得关注的是，本
届“上海工匠”涉及到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和生
物医药等上海三大新兴产业的上海工匠有 25

人，占 24.5%；非公经济组织 27名，占 26.5%。

整体来看，本届“上海工匠”还呈现出学历
高、技能等级高、岗位创新能力强等特点。他们
的平均年龄 47 岁，年龄最大的 64 岁，最小的
27岁，平均工作年限 31年。

浦东机场口岸国庆假期
出入境人员近70万人次
本报讯（陈琼珂 魏文亨 杨笑妮）记者昨

天从上海机场边检站获悉， 今年国庆假期，浦
东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达 69.34万人次， 日均
9.91万人次，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据统计，10月 1日至 7日，选择从浦东机场
出境的内地居民多达 24.45万人次，近半数选择
短途出游前往日韩、新马泰等传统旅游目的地。

从出入境客流走势来看，10月 1日至 3日出境
客流明显占优，4日、5日相对持平，6日、7日单
日入境客流均在 6万人次以上， 开始出现返程
客流高峰，预计入境客流高峰将延续至 9日。

参展进博会意大利面团通关
入境后面团将在 25 摄氏度以

上环境中进行专业发酵，保证口感
本报讯（记者 李晔）昨天凌晨 1时 30分，载着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部分食用展品的中远
海运“银河”号轮，历经 34天航程，终于靠泊洋山二
期码头 7号泊位。 上海海关隶属洋山海关联合边
检、海事等部门第一时间对“银河”号轮进行联合登
临检查，以便捷高效的监管举措保障进博会物资顺
利通关，为该批参展面团尽快入境和进入后续专业
储运流程赢得了时间。

该批入境参展食品为意大利进口面团， 面团重
约 200公斤，作为面包的核心和基础，这些面团将用
于制作意大利面包等意式美食。 由于船载入境的面
团尚未发酵，考虑到红海靠近赤道地区气温偏高，过
高的温度可能会影响到面团酵母菌的品质， 而低温
冷冻后再解冻则将影响成品面包的口感， 因此参展
方采用了全程恒温冷链的方式通过海运来华， 将温
度精准维持在 20摄氏度。入境后，这些“娇贵”面团
将在 25摄氏度以上环境中进行专业发酵，并在进博
会展会现场烘焙， 确保展会现场观展人员的美食体
验不打折扣，品尝到新鲜正宗的意大利面包。

“我们提前同船方、货方取得联系，并协调洋山
港区加派吊装设备与码头运力，为进博会参展企业
提供周到便捷的靠前服务和一站式服务。” 上海海
关隶属洋山海关关员池晓楠说。据悉，为落实进博
会“办出水平、办出成效、越办越好”的总体要求，上
海海关已设立第二届进博会海关专用窗口，安排专
人加班待命，并通过简化准入审批手续、优化查检
流程等措施，为企业提供专窗办理及全天候高效监
管服务。

图为 9月 27日晚，上海出品《攀登者》全球首映现场。 本报记者 蒋迪雯 摄

每天数百万立方米天然气由此送往香港点亮万家灯火———

袖珍小岛上，12人团队书写坚守奉献

■本报记者 李蕾

西气东输二线全长 9102公里， 错落着
59个站。在祖国南大门，镶嵌着一座 0.92平
方公里的袖珍小岛，那里自然环境差：白蚁格
外多，眼镜蛇常出没，交通不便，台风常光顾。

大铲岛站就在这个孤岛上，劈山填海而
建，是中国石油唯一海岛压气站。大铲岛站
肩负着一个任务：为香港供气。输往香港地
区的天然气日分输量最高可以达 760 万立
方米，点亮了香港的万家灯火，而这正是大
铲岛站 12名员工坚守的意义。

多气源保障粤港澳大湾区
大铲岛站年轻而充满活力的站队，平均

年龄不到 33 岁，均为大学学历。在站上，有
“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当家人龙大平，有“别
让活儿找你”任浪浪，有“焦急先生”焦哲，有
“海岛收藏家”范俊钦，也有“我只是一个办
事员”谭洪伟……他们用忠诚与担当坚守海
岛，绽放青春，输送清洁能源，当之无愧为优
秀的“西气东输匠人”“海岛卫士”。

“西气”2011年进入广东，2013年进入
香港。目前，粤港两地已经形成了以西气东
输二线为主的多气源供气格局， 以干线、支
线相互连接的调配网络，在南气北送、冬季
保供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作为国家互联互通
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建设的闽粤支干
线、深圳 LNG外输管道项目工程投产后，广
东管理处所辖管道总里程将达到 1275.3 千
米， 将更大程度改变粤港两地能源格局，推
动粤港澳大湾区能源体系变革。

“西气”进入粤港以来，两地天然气利用
率逐年增长。2018年， 西气东输向广东省供
应天然气 36.1亿立方米， 比 2011年的 0.13

亿立方米翻了近 277.69倍；向香港特别行政
区供应天然气 15.29亿立方米，比 2013年翻
了近 4倍。大铲岛站为香港经济繁荣与社会
发展持续供应充足“绿色”动力，使“东方之
珠”焕发璀璨之光。

作为西气东输广东管理处所辖单位，大
铲岛分输压气站是西气东输二线求大线末
站，也是香港支线首站，地处深圳市南山区
前海湾大铲岛上。

岛上的特殊环境， 外面的人很难体会。

人员物资上下岛很不方便， 遇到台风和雾
天，船舶停航，站场的供给就被迫停止，缺食
少菜已是常事。除了交通不便，岛上手机信
号差、电视频道少，守岛员工的业余生活也

很枯燥。但为确保向香港供气安全，守岛员
工采用连续工作 40天的轮休假制度， 在岛
上默默奉献着自己的青春。 仅 2019 年前 8

个多月时间，大铲岛站就对 4台压缩机组做
了 13次保养， 处理非停机故障维护 23次。

他们的努力坚守，换来了 2018年“零故障停
机”的骄人成绩。

坚守精神保安全促生产
每年夏季，香港的用气量都是全年的最

高峰。2017年 6月 8日，15时 21分，大铲岛
站控室值班警铃突然刺耳地尖叫着，打破了
小站的清冷。正值夏季保供敏感时段，作为
值班站长龙大平一听到警铃, 一个箭步冲入
站控室。 看到警报器刺眼的红不停地在闪
烁， 值班员任浪浪正紧张地查看报警信息。

发动机气缸爆震，触发发动机 ESD紧急故障
停机。

“不好！”龙大平心中暗道，嘴里顺溜地
计算着：“当前站内机组三用一备运行，达满
负荷的 38万立方米/小时。 按这么大的小时
分输量，若不及时启动备用机组，半个小时
内， 就会导致下游直供电厂机组直接停机，

影响香港居民用电安全。” 正当他要召集人
员布置任务时，一转身，站控室已经聚集了
全体在站人员。

“站长，什么报警？”“什么情况？”大家都

急切地询问。这早已成为惯例了，只要听到
报警信息，在岗人员都会第一时间涌入站控
室，共同处理故障。

6月的大铲岛格外闷热， 海岛地表温度
达 55℃、空气湿度高达 95%以上。此时压缩
机厂房就像是蒸笼，2号压缩机组刚停机，发
动机排烟管位置温度大约 560℃， 大家需要
在距离高温处不到 6 米的位置进行故障排
查，这个位置的环境温度有 66℃，光站在边
上衣服都会湿透。但在如此满负荷条件下运
行机组，其他机组若发生故障就随时可能出
现停机，大家忍耐着汗水从安全帽里肆意流
淌的痒痒，生怕多挠一下，都会耽误修复的
宝贵时间， 头挨头地认真分析故障报警信
息，逐步排查故障原因。

检查到锁定传感器线路时，问题初步确
定了， 在数十条传感器线缆中找到长达 20

多米的爆震传感器线缆。打开手电，空气都
凝结了，只有隆隆机器的轰鸣声，大家用手
指甲掐着这条线光缆，一毫米一毫米地逐步
进行仔细的查看。终于在距离传感器 6米的
位置，发现了孔径约 2 毫米的破损点。经处
理后，故障排除，试启机成功。

正是有了他们的默默守护， 以 “初心为
本，海岛为家，坚守为乐，奉献为荣”的坚守精
神驻守孤寂的站场，保安全、促生产，描绘了
香港的碧海蓝天，点亮了香港的万家灯火。

图为航拍大铲岛。左上小图为西气东输大铲岛的守护者们。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