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观者参与经典动画场景互动。 任翀 摄

变身黑猫警长捉一只耳
加入葫芦娃队伍救爷爷

人工智能让童年英雄回归

“一只耳”在仓库里探头探脑，快点变身黑猫警
长逮住它； 王母娘娘的蟠桃园里蟠桃又大又甜，快
挥舞金箍棒将其收入囊中；葫芦山下，大呼一声“我
要救爷爷”，就能成为葫芦娃七兄弟的编外成员，加
入救爷爷的队伍中……在豫园商圈华宝楼里，一场
名为《童年英雄的 AI幻想》互动展今天正式启幕。

在这场展览中，黑猫警长、孙悟空、葫芦娃、哪吒等
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上美影”）创作
的经典动画 IP不仅动了起来，还能与真人“合二为
一”，重现经典。

现场工作人员表示，这些真人版的童年英雄是
上美影、百度、豫园商城三方合作的结果。其中，上
美影输出经典 IP，百度输出人工智能技术，豫园商
城提供场地。展览共有 16个展示区，每个展示区根
据不同的动画人物或故事分为不同主题，并设计了
由不同人工智能技术“加持”的互动项目。

记者将互动展的每个环节都体验了一遍，发现
这既是一场重温经典的怀旧之旅，也是一场人工智
能技术应用的体验之旅。比如，在变身孙悟空摘蟠
桃、变身葫芦娃救爷爷过程中，用的是人体关键点
识别技术。参与者在挥舞金箍棒或劈山锤时，机器
能准确识别动作轨迹， 将它们复制到屏幕上的 IP

身上，完成互动。又如，现场的变脸环节很受欢迎。

这里既应用基础的人脸识别技术， 将经典 IP与真
人五官无缝衔接，又有人脸融合技术，把参与者与
IP形象特征进行融合。百度技术人员说：“我们想让
参与者看到，人工智能并非遥不可及。人脸识别、动
态捕捉、肢体识别、语音识别等专业名词可以变成
人们能看到、体验到的互动项目。它们与其他场景
的结合，则能为经济生活带去更大变化。”

此次互动展已不是上美影第一次跨界合作，之
前还有经典动画 IP主题咖啡厅、主题酒店等。上美
影党委书记何文权表示， 跨界合作发掘经典 IP的
价值，通过现代化的展现形式，不仅吸引 70 后、80

后等与经典 IP共同成长的人群， 更要让现在的孩
子接触到这些经典 IP。 豫园商城相关负责人表示，

国庆前，豫园商圈已与上美影合作，在旧校场路打
造了一条 200多米长的国漫“网红墙”，长假期间来
拍照留念的游客特别多。“这说明中国原创经典 IP

有广泛的号召力。”

松江打造多维度养老空间，覆盖养老机构和社区老人

有了幸福系列，“养老不离家”成真

老年生活无聊乏
味？不，松江老人告诉
你：老年生活幸福又快
乐。 松江区 60 周岁以
上户籍人口已达 18.78

万，占松江户籍人口的
28.9%， 如何让老年人
的生活更方便、更有意
义？ 松江区民政局用
“幸福” 养老模式给出
答案。目前，松江区民
政局打造幸福养老系
列， 包括幸福老人村、

幸福养老院、幸福老人
坊、幸福老人苑、幸福
老人家、幸福久久为老
服务热线等，独具松江特色的养老模
式为老人提供更多元的选择。

幸福老人村将有2.0版本
2016年，“幸福老人村”渐渐在松

江区叶榭镇堰泾村被提及，三年后的
今天，它已成为新型农村养老的代名
词。小镇中，白墙黛瓦的屋子，和任何
郊野小屋别无二致，但它却打破了多
年来农村老人养老就得离家的现状。

而今，由蒋秋艳创办的“幸福老人村”

成为松江乡村振兴的一个基地，越来
越多人加入，除了做公益外，也为农
村文化、旅游发展出谋献策。

在“幸福老人村”里，老人出“村”

便是自己的屋子和田地，进“村”便能
吃喝玩乐。做到了“村”里吃玩，家里
睡觉，在家休憩，回“村”洗澡，“养老
不离家”的理念一下子火了。这个整
合专业照料、辐射周边社区的一体式
养老服务，吸引了大批志愿者。他们
不仅陪伴老人，还有大批专业领域的
志愿者来这里帮助和服务老人，医
生、律师、电工、教师、学生等等，这种
模式不仅盘活了乡村闲置农房，还打
通了各领域间的公益脉络。

农村老人真的能在养老机构安享
晚年吗？“我每天都很开心！” 年近 90

岁的王阿婆孤身一人， 刚来时不爱讲
话，有些怕生。家住市区的蒋春健女士
与她结对后， 每隔几周都会从市区来
探望，有时还会带上家人。她叮嘱工作
人员，不要告诉王阿婆她哪天来，怕老
人会一直站在外面等。 大家都羡慕王

阿婆找了个贴心的“过房女儿”。

据悉，目前松江区正在规划打造幸
福老人村 2.0版本， 在农村地区探索推
广“幸福老人村”养老模式，整合资源，

利用农村内闲置、存量设施或宅基地进
行新建、改造、租赁、置换等形式建设
“幸福老人村”。“幸福老人村”养老模式
目前主要面向农村失能老人、高龄独居
老人以及其他有需要的老年人，提供涵
盖机构照料、社区照护、居家护理的一
站式综合性服务，其他服务功能还在进
一步探索中。松江区计划采用公建民营
的运营模式在泖港镇黄桥村和石湖荡
镇泖新村试点。

建15分钟养老服务供给圈
2018 年， 松江区民政局为辖区内

90周岁以上高龄老人及 60周岁以上低
保、特困供养、特殊贡献和失智不失能
老年人，免费发放“幸福久久”大礼包，

里边有一个智能腕表，能实时监测老人
健康数据、实时位置，并带有自动报警、

实时对讲等助老功能，一旦监测到老人
有危险或生命指标异常便能发出警报。

居民钱秋良的父亲钱雪云是智能
腕表的受益人。“那天半夜我听到手机
响，马上冲到房间，只见爸爸倒在地上，

自己起不来也没喊人。”若不及时发现，

等到第二天后果不堪想象。钱秋良直夸
智能腕表好。

除了智能腕表，松江区民政局还以
信息技术为支撑，积极构建互联网智慧
社区养老服务网络。目前已建成养老机
构信息化平台、 区级综合为老服务平

台、 居家养老服务平台，

以及 37009999 为老服务
热线。 同时不断深化、构
建居民 15 分钟养老服务
供给圈，从“街镇”“社区”

“居村”“居家”和“邻里”

等维度加强服务型网络
建设，通过第三方社会组
织导入社工，提升老人幸
福感、满意度。

打造最佳养老模式
松江区以“幸福”为主

题， 打造了幸福养老院、幸
福老人坊、幸福老人苑和幸
福老人家等多维度养老空
间， 覆盖养老机构和社区
老人， 针对老人不同特征
为其打造最佳养老模式。

幸福老人院指各大福利院等专业
化养老机构，幸福老人坊指各街镇综合
为老服务中心，幸福老人苑指能满足老
年人就近托养、日间照护和助餐服务等
需求的社区托养服务场所，幸福老人家
指各升级版睦邻点。这些机构、场所针
对不同需求的老人提供不同服务。有了
幸福养老系列后，社区老人到底做些什
么呢？在石湖荡镇，每到 13 时，一群老
人会准时到幸福老人坊的石湖荡镇综
合为老服务中心，15时再一起回家。“下
班了。”中心常客黄佩芳阿姨笑着说，来
中心就和上班一样。

“有了服务中心，我们就有地方发挥
长处了。”黄佩芳从前在家没什么好的娱
乐方式，现在有了为老服务中心，可以和
老姐妹们聊天。由于患过重病，她在养生
方面有心得， 就经常在为老服务中心的
微信群里教大家养生知识。这个名为“幸
福荡里一家亲” 的微信群已有百余名老
人， 谁家有事， 呼朋唤友去帮忙的也不
少。服务中心可以从吃、喝、玩、乐、医、

养、护等方面满足老人的需求，老人每天
都充实无比。

除幸福老人坊，还有针对居家老人
养老服务的幸福老人苑、幸福老人家等，

让腿脚不便的老人、 不想出小区的老人
都有最佳娱乐选择，还能提供助餐、助浴
等服务。针对需要专业养护的老人，松江
区也不断提升养老机构的服务意识并加
强设施建设。截至上半年，全区养老床位
已建成 6994张，松江社会福利院改造项
目也在进行中， 并出台了多项政策以解
决城区养老床位紧张等问题。

申城桂花三度飘香
专家称这波花期10天左右，赏花要趁早

本报讯 （记者 裘雯涵）这几天，申城的各
大公园、街头巷尾再次飘起桂花香，这已是今
年的第三波桂花。近年来，上海桂花都只有两
波花期，为何今年三度飘香？园艺专家告诉记
者，桂花一般分为早花品种和晚花品种，大多
数情况下分两波开放。今年多变的天气和起伏
的气温，让桂花经历好几次“过山车”，影响了

花期。

中秋节前，申城迎
来第一波桂花香，早银
桂等早花品种开放。随
后气温回落，台风带来
一波降雨，在温差变化

和降水的影响下，桂花迎来第二波花期，各处
公园、绿地和小区的桂花香飘四溢。但国庆长
假前期台风再度来袭，刚盛开的桂花再次被风
雨打落，长假后期基本上已闻不到桂花香了。

近日，伴随着又一波冷空气到来，第三波
桂花又绽放。上海植物园专家王玉勤说，这一
波开花的桂花中，既有晚花品种，也有中期、早

中期品种的第二次开花。“这是能量的进一步
释放。”据悉，这波桂花的花期在 10天左右，之
后申城应该不会再迎来大规模桂花开放。

香气袭人的桂林公园，不少市民游客慕名
前来。在陆家嘴绿地、上海大观园、醉白池公园
等地，桂花也正处于盛花期，循着沁人心脾的
香味，能看到一簇簇橙黄色的丹桂、淡黄色的
金桂等不同桂花品种盛开在枝头。

园艺专家说，目前桂花还没有很好的物候
观测方法，因此推测什么时候开花很难。人们
一般是闻到桂花香，才惊觉桂花已开放。专家
也提醒，近日申城将迎来一波降雨，可能会对
第三波桂花造成影响，因此赏花请趁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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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夜间经济加入文化元素，可让前者更有魅力，后者不再“曲高和寡”

衡复历史风貌区配套展会延长名人故居开放时间，将文化内涵延伸至更广人群

徐汇探索把“夜间消费”变为“夜间经济”

国庆前夕，位于乌鲁木齐南路 178号的
衡复艺术中心全新亮相，这座原址为徐汇区
政协办公地、毗邻夏衍旧居和草婴书房的老
建筑，如今成为衡复历史文化风貌区诸多老
洋房中单体面积最大的展示空间。记者日前
从徐汇区获悉，在即将到来的 11月，这里将
举办由法国顶级水晶品牌巴卡拉主办的“传
奇水晶展”， 成为国内目前规模最大的古董
水晶艺术品首秀。

不同于以往的艺术品珍藏展，此次展览
将开放夜间场， 供白领观众下班后参观。将
风貌区内具有海派风情的老洋房、 文化场
馆、老马路纳入夜间经济发展规划，正成为
徐汇促进区域消费增长、推动区域夜间经济
发展的一张重要名片。

慢生活街区配最合适背景音乐
不足 1 万平方米的园区， 却聚集了

Peet’s Coffee（皮爷咖啡）、% Arabica（阿拉
比卡咖啡）、Coffee Tree（咖啡树）等多家“网
红”咖啡馆。位于武康路、泰安路交会处的
“武康庭”自 2008 年开业以来，成为海派文
化消费的典型代表。近年来，随着武康路人
气不断攀升，增长的人流量也给周边居民区
带来困扰，武康庭的业态因此不断微调。

夏末秋初的夜晚， 武康庭的庭院中，每
张桌子上都闪烁着微亮的烛光，伴着月色映
照出桌边食客们惬意的脸庞，这样的画面是
典型的 “武康庭之夜”，“白天阳光、 晚上烛
光”也成为武康庭一大特色。上海康世房地
产经营有限公司负责运营武康庭、永平里两
大庭院式商业园区， 公司总经理梁露薇说，

武康庭由于距离居民楼较近，从商户装修阶
段，运营方就介入指导。如商户夜间照明尽
量与园区同步，采用暖色灯光，夜间户外座
位多采用蜡烛照明，不额外增加光源，营造
出柔和典雅的气氛，降低光污染的可能。

在招商阶段，武康庭就对园区夜间经济
进行规划。除餐饮业态，武康庭借助老洋房、

老马路优势，开设了珠宝店、葡萄酒鉴赏店、

画廊、跨界设计师时尚生活馆、古董店等复
合型业态。这些不会产生大量光源、噪音和
油烟的业态，大多靠近居民区，而酒吧、西餐
厅等则集聚在内庭或沿马路的高层建筑内。

此外，商户播放的音乐大多为轻音乐，为打
造“慢生活街区”搭配最合适的背景音乐。

加入文化元素夜经济更具魅力
上海中心城区发展夜经济， 丰富的优

秀历史建筑、 文化历史资源是不可多得的

天然禀赋。 如何用好这一禀赋，

却是一门学问。 在衡复艺术中
心一层， 原先仅作为展馆前厅
用途的空间正在改建， 将成为
一家水晶艺术品主题的咖啡馆。

消费者观展前后可在此小憩，欣
赏水晶制成的餐具、工艺品，“艺
术+消费+轻餐饮” 的业态自然
而然产生。

姚佳音说，历史风貌区内的
夜间经济发展，不应局限于传统
的泡吧、蹦迪。根据计划，在水晶
展举办期间，夏衍旧居、草婴书
房也将从每天 16 时 30 分延长
开放至晚间，市民游客参观完水
晶展后，不仅能品尝咖啡、逛艺

术品收藏店，还能参观名人故居等，在聚集人
气的同时，也将历史风貌区的文化内涵延伸至
更广泛的时段、更广阔的人群。

今年 6月 8日世界文化遗产日，位于淮海
大楼一层的“乔家栅体验中心”正式亮相，集非
遗制作技艺的传承和体验、 产品的研发升级和
定制于一体， 以乔家栅非遗第三代传人袁金娣
为首的特级点心师团队固定在此开设非遗传习
课程，教市民学做烧卖、鲜肉月饼等传统中式点
心。上海新路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郑
华介绍，今年是乔家栅品牌创立 110周年，企业
在参与区域夜经济发展时将着力于老字号的夜
间魅力延伸，体验中心不局限于美食品尝、手工
制作，下一步力争每年举办 100场活动，抓住夜
间消费契机为老字号拓展新的消费群。

距离淮海大楼一公里的安福路、武康路路
口， 一片面积不足 2000平方米的园区有上海
人气最旺的露天电影院，也是上海最早的电影

放映发行公司诞生地。上海永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若颖介绍， 借助每周放映露天电影、

举办“导演之夜”座谈等活动集聚夜间人流和
口碑，下一步公司将联合周边的上海老相机制
造博物馆、“野兽派花店”总部等文创机构和企
业，共同探索将夜间消费转变为夜间经济。“夜
间经济加入文化元素， 可让前者更有魅力，后
者不再‘曲高和寡’。”

开展街区夜间商业大数据分析
今年 6月，徐汇区出台《徐汇区商务委等九

部门关于本区推动夜间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

从制度上明确 29处夜间经济试点区域和 39处
试点夜经济的文化娱乐场馆。记者注意到，在徐
汇区首批夜经济试点区域中，既有武康庭、永平
里这样的庭院式商业园区，也有环贸广场、港汇
恒隆广场这样的大型商办综合体。

不同的区域和经营时段限制如何共同发
挥夜间经济效应？徐汇区商务委副主任姜舟表
示，夜间经济并非“熬夜经济”，徐汇区重点聚
焦每天 18时至 22时的“夜生活主体时间”，关
注每天入夜后消费者从晚餐、饭后娱乐、文化
消费到深夜酒吧消费时段的需求。 在空间上，

提倡夜间消费的品质和氛围，引入文化、娱乐
和购物元素，抓住 90后至 00后这一夜间消费
主流人群，营造让年轻人轻松社交、展示自我、

感受上海的环境。

此外，徐汇区正探索在现有商业联合会基
础上，建立夜间经济发展沙龙，邀请商户、运营
方、消费者、专家共话夜间消费发展瓶颈、优点
及经验。眼下，位于衡复风貌区内的湖南路街
道正与相关机构合作，开展街区夜间商业大数
据分析，下一步将针对消费习惯、消费偏好、人
流分布来研究相关夜经济推进措施是否有效。

“壮丽 70年 奋斗新时代”上海移动 20周年系列回顾（一）

上海移动
圆 满 完 成
APEC 会议通
信保障工作，也
为上海通信网
络质量迎面赶
超打下基础。

你是否还记得第一次拿着“大哥大”

通话的第一声“喂”？你是否还记得第一
次将手机号码印在名片上双手递出去
时的自信？你是否还记得第一次在手机
上打开“彩信”的新鲜感？1999年 8月 1

日，上海移动正式成立，并扎根在上海，

为这座风华正茂的城市提供日新月异
的信息化服务。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周年， 也上海移动迈入的第二
十个年头，与上海人民共同经历通信生
活改变的第二十年。上海移动始终不忘
初心、砥砺前行，不断推动信息技术服
务经济社会民生，成为网络强国、数字
中国、智慧社会建设的主力军之一。

创新实现超越
牢记使命引领通信变迁

说起 2000年，大家首先想到的便是
意义非凡的千禧年， 然而对国内移动通
信行业来说，2000年则是处于“模转数”

的重要历史时刻。2000年初， 移动通信
行业彻底进入了模拟信号转数字信号时
代， 号码从原先的 8位数上升到 11位，

业务范围也从原来单一的实时通话逐渐
发展到短信收发、来电显示、呼叫转移、

呼叫等待等功能。随着“模转数”的实现，

2G时代正式来临，手机终端的可选择性
也逐渐丰富，从原先只有三、四家厂家出
产的固定十余款机型， 逐步发展为几十
家商家的过百种型号，这一改变，大大满
足了消费者对于通信产品业务及终端的
需求，刺激行业市场的迅猛发展。

“全球通、神州行、动感地带”，是我
们 2G时代共同的回忆。三大品牌各自鲜
明的特征让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归
属。全球通倡导“未来在我手中”“我能”，

鼓舞着在事业上拼搏的追梦人坚定向
前。神州行付费便捷、资费实惠，以海纳
百川的宽阔胸怀接受五湖四海来客的选
择。 动感地带当年稳坐上海所有高校市

场头把交椅，一曲“我的地盘听我的”更
成为学生口中耳熟能详的曲目。

2G市场份额一路高歌， 但中国移动
并没有放慢问道信息高地的脚步，而是接
下了发展 TD-SCDMA的重任，开启了 3G

的研发和试点。上海移动 3G研发团队始
终奋战在 3G研发的最前线，他们大量搜
寻国内外相关 3G资料，寻找与上海网络
相匹配的技术数据资料；他们经历了无数
次的方案推翻和论证， 攻坚 3G技术难
题； 他们积极跟进实地装机和测试工作，

在实际环境中对各类研究结论进行验证
和补充。他们不畏艰难，与全国各省区市
的移动人一起， 勇敢且坚定地迈步向前，

打造出一张属于中国的高品质移动大网。

2009年初，工信部向中国移动发放
自主研发的 TD-SCDMA牌照，中国正式
进入 3G时代。值此，中国移动通信业经
过 30余年的发展，已从 1G空白、2G跟
随，到 3G实现突破。中国移动肩负产业
发展使命, 实现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技术
重大突破，TD-SCDMA首次成为国际标
准， 初步构建我国端到端的产业链，一
步一个脚印，为今后牵引技术“牛鼻子”

打下扎实基础。

足迹踏遍申城
优质网络护航城市跨越

70年风雨兼程，上海人民谱写了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壮丽诗篇，使
上海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窗口。

2001 年，两个国际性会议，五国高峰会
议和 APEC会议在上海召开， 上海移动
通信质量将成为上海乃至中国形象的重
要一部分。一场规模浩大的网络通信战
役由此打响。在“大战”的前线战场上，

上海移动的网络人只争朝夕，坚守在施
工现场，有“轻伤不下火线”的倔脾气队
员，有新婚三天立刻返回工程割接现场
的“移动模范夫妻”，还有连续开工舍不
得停下来休息的“天线哥们儿”，正是这
群忘我付出的移动人，用一年的时间完
成了近两倍于以前十三年任务的工作
量， 不仅圆满完成国际型会议通信保障
工作，也迅速扭转当时上海通信质量落
后局面。

今年 7月 20日，世界载箱量最大集
装箱船“地中海古尔松”轮造访洋山深水
港，刷新超大型船舶靠泊纪录。时间倒回

2000年初， 这座未来的世界一流港口开
工动土、厚积薄发。2005年，洋山深水港
被纳入上海市重大工程建设项目“一号工
程”，要求“桥通、港开、城用”。为确保洋山
深水港地区移动通信畅通，上海移动的建
设者们开始了“洋山岛大攻坚”。当时岛上
施工条件极差，所有设备、材料、人员都要
靠船运输；岛上没住、没吃、没淡水，施工
人员自带干粮和淡水；在通往 130米高的
山顶机房路上， 仅有一条简易的小道，设
备、材料只能靠人力肩挑背扛。这群网络
建设人员不畏艰苦、脚踏实地，仅用了一
年的时间在深水港上铺设了一条平稳安
全的通信道路，上海移动与洋山港并肩同
行，以不断进步的通信技术助力打造世界
一流的智慧港口。

时间驶入了 2010 年，这一年，上海
格外引人注目，一场“成功、难忘、精彩”

的世博会点亮了浦江两岸 180多天的流
光溢彩。在世博会的现场，有一个动作特
别“有范儿”，那就是检票口的“刷”手
机。原来，如今我们习以为常的“刷”手
机早在 2010年世博会上就有了“雏形”。

这是上海移动首次展现的“世博手机票”

业务，用户只需更通过“刷”手机，便可
快速完成检票动作， 更可以在世博园区
内中国移动的合作商户就餐、购物。世博
会期间，上海移动锐意进取，拼搏奋斗，

圆满完成了历时半年的全方位世博运营
保障，成功兑现“最前沿的科技”“最精
彩的展示”“最贴心的服务”的世博“三
最” 承诺。 上海世博会期间， 全球首个
TD-LTE 规模演示网同步正式面世，一
把开启 4G美好数字生活的钥匙， 从此
握在我们手中……

跨越千禧年
上海移动与城市同行追逐伟大梦想

■本报记者 舒抒

■本报记者 李成东
通讯员 魏 叶

■本报记者 任翀

入夜的武康庭人气旺。 （资料）

桂林公园丹桂进入盛花期。 陆志佳 摄

老人们在泖港镇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学绘画。 蔡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