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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长三角各城市
能否共用一个

■本报见习记者 朱凌君 记者 陈抒怡

“区城运中心呼叫张江分中心！ 请汇
报今日运行状况。”

“张江分中心收到。 今日值班人数 6

人，截至目前，辖区内无突发情况，无重大
活动，城市运行一切正常。”

“收到！”

放下手中的对话机，上海浦东城市运
行中心指挥员的眼睛还一直紧盯着面前
80多平方米的巨型屏幕。屏幕上，张江分
中心的实时画面逐渐缩小， 全区 36个街
镇城市运行分中心的实时画面正同步更
新。这些分中心与“城市大脑”之间不但可
以实现可视化指挥协调，所有管理数据也
实时共享。

不一会儿，屏幕画面又切换回“城市
大脑”的日常管理，不同模块的各项数据
正不断闪烁更新。 在其中一幅浦东地图
上，密密麻麻地分布着无数代表现场管理
人员的蓝色小点。利用手持移动设备，“城
市大脑”可以随时与任意“小点”视频对
话，也可查看每一位网格员的行动轨迹和
处置情况等内容。若发生意外，指挥平台
还可以将就近管理人员组成临时群组，统
一指挥协调。

这是新版浦东“城市大脑”。

在杭州余杭，去年底因为没有收到银
行关于某建筑工地的工资发放信息，“城
市大脑”自动生成了一条欠薪预警，信息
从人社局转到街道办， 工作人员立即走
访，待盖有银行公章的工资发放明细上传
至系统，预警才被关闭。不仅针对“欠薪”，

余杭区近 200 家危化品存储和生产企业
都加入了“智慧安监”系统……

类似的情景， 在长三角越来越普遍。

近年来，城市大脑已不是个稀罕事。有人
说， 城市大脑是城市数字化的重要抓手，

是长三角谋求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突
破口之一。但也有人质疑，在屏幕愈发炫
酷、界面愈发好看的同时，城市大脑背后
数据互通和协同分析处理的 “硬实力”可
能被忽视了。

城市大脑建设有何经验？未来，长三
角各地的城市大脑是否有“共用”的可能？

记者一探究竟。

治理还是“智理”

浦东的城市大脑始建于 2018年。

“一开始只是做数据可视化。”数空科
技 CEO王献旗告诉记者，“将各个部门的
数据进行分析汇总， 并进行可视化的呈
现。” 他和他的团队负责为浦东城市大脑
提供技术支持。

这是很多地方打造城市大脑的误区。

城市大脑的重要推动者之一、阿里巴巴集
团技术委员会主席王坚直言：“现在各个
地方都在做大屏，如果城市大脑最终就是
一个大屏， 它就不是我们最终想要的东
西。”确实，在实践中，王献旗很快发现，很
多部门上传的不少数据都是陈旧的，“不
实时流动的数据是没有价值的。”这是“大
脑”的第一个难点。

怎么做？首先就是要拆除系统数据和
部门管理的围墙， 以场景应用为导向，有
针对性地打通系统数据的流通渠道。比如
危化品监管模块，浦东城市大脑打通了公
安、安监、城管执法局等部门的相关系统，

在模块上共享了车辆运行、执法情况等信
息，尤其是掌握了需要重点共享危化品车
辆信息（车辆违规、驾驶员有违规记录、企
业违规等）， 让执法部门更有针对性地开
展执法。

以往的城市管理，更多地以部门职责
为出发点，各部门根据分工、各自负责，是
一种部门专业化的管理。但当下的城市管
理中，数据越整合，越精细，越共享，管理
就越高效。浦东新区副区长、曾担任浦东
新区城运中心智能化提升专项组负责人
的徐惠丽告诉记者，浦东城市大脑最开始
做的，就是打破原有行政部门管理间的藩
篱，倡导部门数据共享和联合办公。

“大脑中枢”之外，是无数“神经元”

的扩展。在浦东城运中心三级管理体系中，

除了区级层面的设计外， 街镇和村居的信
息化管理手段也在不断得以充实。如今，浦
东 36 个街镇都已覆盖城市运行分中心，这
些分中心与“大脑”之间不但可以实现可视
化指挥协调，所有管理数据实时共享。必要
时还可无缝切换， 平时区城运中心负责日
常巡查监管，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就可以切
换到特定功能模块，直接指挥相关街镇或委
办局。

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杭州。城市大脑的
概念，发源于杭州、实践于杭州，2016年云栖
大会上， 杭州就宣布启动建设城市大脑。这
些年，杭州城市大脑每 2分钟便对城市道路
交通状况进行一次扫描，实时分析各项交通
指标，并对可能发生的交通趋势，提前作出
警示。利用城市大脑，杭州还打造了共享泊
位平台，将分散的停车信息和不同时段闲置
的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和楼盘小区、个人
私家车位资源统筹起来， 实现车位业主、物
业、平台各方利益共享。

在徐惠丽看来，目前，城市大脑正努力
推动城市治理进入一个正向循环：不断优化
迭代的城市大脑推动部门协同，部门协同后
挖掘了更多的应用场景，提供了更多社会民
生服务，最后这些场景、服务又会沉淀更多
数据，促进城市大脑的升级优化。在“大脑”

的建设中， 每一个个体都是数据的创造者，

也是智慧城市的受益者。

记者有些不解，她便指点记者去南码头
路街道看看。

“无从感知”又“不可或缺”

浦东新区南码头路街道为高龄独居老
人们免费安装了 “居家安防三件套”———烟
感检测、燃气探测和一键报警。

老人家中起火了或者发生燃气泄漏，都
会第一时间自动报警，随身带的紧急按钮可
以让老人在遇到突发情况时及时求救。南码
头路街道的 56 个老小区已经完成了至少
13000多个感知点位的布设， 实现了除商品
房小区外的全覆盖。

南码头路街道办事处主任高天记得，有
一次，系统测试时突然自动报警，她和小区
保安、社工急忙赶去查看情况，室内粽子烧
焦的煳味已经弥漫开来，但家中的老人却因
为睡着了毫无察觉。还有一次，小区内一位
80 多岁的老太太， 被监测到血压超过了

180， 相应的警告马上就发送到了老人的监
护人和居民区社工的手机上，社工第一时间
带着社区医生赶到了老人家。

长久以来，南码头路街道有“三老”的特
点。所谓“三老”，一是老年人口多，全街道 60

岁以上的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 41.5%，高出
上海市平均水平 10个百分点， 是全市老龄
化最严重的地区；二是老房子多，老小区占
到了总数的三分之二；三是老问题多。这都
曾让高天头疼不已，但这些在城市大脑下都
逐渐地解决了。而对于老居民而言，虽然说
不清城市大脑究竟是什么，但这个“大脑”给
他们生活带来的便利是实实在在的。

在杭州， 从最初的调控信号灯开始，城
市大脑在细微处着力。前些年，杭州曾在全
国大中城市“堵城”排行榜中高居前三，如今
已降至第 30位，整体通行效率提升 15.3%，

还实现了特种车辆如 120 救护车、119 消防
车等应急车辆的智慧调度。现在杭州高架道
路匝道上，50%的匝道路口信号灯已经由城
市大脑智能调控。

有时候，“大脑”计算出的结论是颠覆日
常认知的。阿里云智能城市大脑架构师张洪
伦给记者举了个例子，根据统计，杭州的私
家车保有量超过 200万辆，过去的认知都认
为应该有超过 100万辆车会日常在路上跑，

交警部门的管理模式也都是按照 100 万辆
车的标准来制定的。但实际上，根据“大脑”

测算， 杭州交通平峰时的在途量大概是 20

万辆车， 最高峰时也仅为 30万辆左右。“治
堵的关键应该是这 10万辆车， 这里面有很
大的优化空间。”张洪伦说，去年 7 月，杭州
部分放开了限行政策，允许通过申请后的外
地小型客车在工作日高峰时段内 “错峰限
行”区域内通行。

“过去的城市大脑建设是在做加法，包
括数据、场景等各方面，但现在则要多做减
法， 在无形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 张洪伦
说，城市大脑是未来城市的基础设施，虽然
不像道路、电网那样具有具体形态，但在潜
移默化中却能让市民“深有感知”，这些感知
又可以细分到不同的场景中，比如，交通顺
畅了，就诊便捷了，停车方便了……

“减法”确实在做。比如，在城市大脑的
加持下，杭州可能成为第一个取消停车杆的
城市。记者在杭州的云栖小镇，发现小镇内
22个停车场 6459个停车位全部接入城市大
脑，在这些停车场内，停车杆都被拆除，通过
数据分析和智能引导，实现自动识别、自由

进出、无人收费、无杆停
车， 离场后会收到短信账
单提醒，通过支付宝即可缴
费。若是碰到找不到停车位违

章停车的情况， 车主会收到提醒短
信， 并被告知周边停车场的实时空闲车位
信息，然后一键导航“找车位”。据测算，拆杆
之前平均停车用时 23.4秒， 拆杆后只需要
2.6 秒。不过，记者走访这些停车场发现，由
于车辆进出信息主要依靠摄像头拍摄，可能
会有误差。根据停车场保安的描述，每天会
有三四辆车的信息无法被完整记录。

同样被“拆除”的，还有西湖边的围栏。

17年前，杭州西湖拆掉围墙、取消门票，是国
内第一个免门票的 5A景区， 但旅游旺季近
万人的平稳疏散成了景区管理的难点之一。

为了防止意外事故，固定放置的硬隔离围栏
本不可或缺。不过，通过城市大脑对景区人
流的动态分析，硬隔离围挡年均设置天数下
降为 36天，管理变得“弹性”，游客的体验也
提升不少。

从最初的治理交通拥堵到全面融入城
市管理，“大脑”的应用场景不断丰富。刷脸
就医、先看病后付费、区块链发票等应用正
不断融入生活，变得“不可或缺”。

从复制推广到“共享共用”

记者去杭州云栖小镇时，发现城市数据
大脑运营中心人声鼎沸，杭州市城市管理委
员会信息处理中心副主任齐同军正在给前
来参观的学者们做介绍。近年来，去杭州学
习城市大脑经验的各地代表团络绎不绝。日
子久了， 齐同军对讲解的任务早已驾轻就
熟，从半小时到 3小时，内容可以“定制”，时
间把控十分“精准”。

“大脑”可复制可推广，已在长三角多地
启动，如苏州、衢州等均有应用。比如，在浙
江衢州，城市大脑建设于 2017年 5月启动，

经过两年多的时间， 大量整合了跨区域、跨
部门、跨层级的数据。同时，通过对重点地区
和事件的可视化实时管控，极大推进了社会
治安与城市治理。

在苏州，城市大脑可以凭借城市交通历
史数据， 预判某个区域未来 10分钟至 1小
时的交通态势，帮助提前制定应急预案和疏
导措施。针对公共安全风险，苏州建起了预
测预警预防和监控机制，范围从交通逐步扩
展到安监、民政、教育、医疗、城市管理等方
面。

另外，无锡、南京、芜湖等地近年也陆续
启动了城市大脑的相关部署和建设，合作企
业包括远景智能、旷视科技、科大讯飞等在
物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深耕多年的企业，积
极推进政府主导的智慧城市、智能社区等项
目建设。

长三角绿色生态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
设正酣，有专家指出，示范区可以数字一体
化为突破口，发展城市大脑、区块链等，应用
于公共服务等场景。 如区块链在企业注册、

知识产权和医疗等方面都有着广阔的运用
前景。

城市大脑在长三角“遍地开花”，这不禁
让人联想，未来，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城市
大脑能否“共享共用”。在王坚看来，数据资
源是未来城市发展的核心资源，而城市大脑
则是长三角一体化重要的数字基础设施。

“长三角一体化正好给出了一道城市之间怎
么实现一体化的命题，我觉得城市大脑是其
中一个解答。”他说。

“共用”一个大脑，难点当然有，比如其
中最重要的就是长三角各城市之间的数据
协同互通。两个城市之间实现互联互通就是
一件很复杂的事情， 若要扩展到长三角 41

城，难度可想而知。另外，长三角一体化不仅
仅是经济的一体化， 还包括了科技创新、环
境整治、公共服务等各个方面。在如此庞杂
的数据中，如何利用好市场和政府的“两只
手”，如何保障“大脑”的安全可靠，还需要继
续探索。

期待全国城市治理现代化中的“长三角
方案”。

?

长三角同亮灯
让世界看过来

■本报记者 任俊锰

1月 17日晚，也就是中国传统节日的小年，江苏南京
与浙江乌镇同日“亮灯”，南京是秦淮灯会，乌镇是水灯
会。老南京有句俗话：“过年不看灯，等于没过年；过年不
到夫子庙买盏灯，等于没过好年。”长三角各地都有逛灯
会的传统，最近除了南京和乌镇外，还有上海、南通等地
已经亮灯。长三角的年味何处寻？也许灯会是个好去处。

长三角灯组亮相豫园九曲桥

上海人熟悉豫园灯会。1月10日晚，2020年豫园新春
民俗艺术灯会正式亮灯，将延续至2月11日，为期33天。

举办至第 25届的豫园灯会，正突破地域———它与 1

月 17日晚亮灯的南京秦淮灯会、西安城墙灯会联动，三
地灯会还通过互换灯组、 互办活动等形式， 共同庆贺
2020年农历新年的到来。无论是上海豫园灯会，还是南
京秦淮灯会、西安古城墙灯会，都是具有国际知名度和
影响力的中国春节民间文化盛会。今年，在三个城市中
任意一个，不仅可以同时欣赏到三个不同地域特色的灯
会，还有三地美食的“大聚会”。

豫园灯会总执行、豫园文商集团灯彩事业部总经理
徐翀至今记得，自己小时候拉着兔子灯到豫园和城隍庙
一带看灯会，吃汤团、小笼包的日子，“有时候，南翔馒头
要排上 3个小时”。

今年来到豫园灯会，九曲桥广场驻足、合影留念的
人不少。长三角区域最具特色的历史、人文与建筑景观，

被用传统灯彩艺术的形式呈现，上海的东方明珠、南京
的秦淮河、苏州的昆曲、杭州的西湖、安徽黄山的迎客松
等都被设计在五彩缤纷的灯组之中，即使在白天，拍照
也要排队，才能站在最佳位置。记者看到不少游客在九
曲桥的长三角灯组前， 和自己家乡元素的灯组合影，表
达对“长三角人”的认同感，这是“我们的灯会”。未来能
否出现“长三角灯会”，值得期待。

“同为长三角地区的灯会，上海与南京也有所不同，

上海更突显融合多样元素的海派文化，而南京则是更显
细腻的江南文化。”徐翀说，豫园和秦淮灯会的联动，是
长三角文化之间的联动与融合，灯彩便是讲述长三角文
化的载体。豫园管理者也在考虑，能否为长三角地区的
工艺美术大师、“非遗”传承人等搭建起联动平台，让独
具特色的江南文化，更为全面地在各地进行展现。

灯会“走出去”讲中国故事

南京秦淮灯会距今已有 1700多年历史， 是中国唯
一集灯展、灯会和灯市为一体的大型综合型灯会。据统
计，过去的 33届灯会累计吸引游客超 1.2亿人次，元宵
节当天曾创下过 70万人次的纪录。2019年春节长假，在
灯会带动下，夫子庙景区接待游客 188.1万人次，秦淮灯
会区域经济贡献为 68.2亿元。 秦淮灯会品牌还走出国
门，先后远赴英国、德国、美国、加拿大等 40多个国家及
地区， 在 2019中国南京创新周美国硅谷站， 特别设置
“风雅秦淮”非遗主题日。

本届秦淮灯会，在更广的空间实现了秦淮灯会 IP的
输出与联动，凸显“最国际”。除上海豫园、西安城墙外，荷
兰埃因霍温 GOLW灯光艺术节和中国台湾新北市、盐城
大丰等地灯会，也都点亮了秦淮灯彩。秦淮灯会相关负责
人表示，白鹭洲公园展区将展出由荷兰后印象派画家凡·
高后代创意设计的灯组， 此灯组取材于知名油画 《向日
葵》，由秦淮灯彩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顾业亮打造。

国际合作中，本届豫园灯会也有亮点。本届豫园灯
会与迪士尼合作，家喻户晓的“米老鼠”米奇首次亮相豫
园灯会。记者在旧校场路的两侧看到，数百只有着圆圆
耳朵的米奇造型氛围灯已经装点着整条街道， 不少人
说，“即使白天也很好看”， 路过者不少都拿出手机拍了
起来。徐翀介绍，此次豫园与迪士尼合作，是迪士尼方面
也乐见的，在农历新年，实现“米老鼠”与“豫园”两大 IP

之间的碰撞，吸引了不少年轻人，而且“此次版权授权是
免费的”。在徐翀看来，上海因独特的区位和禀赋，可以
作为长三角乃至全国灯会“走出去”的“大码头”，共同讲
述有高度、有厚度、有温度的中国故事。

随着灯会“走出去”的，还有与灯会相关的民俗文化。

比如在浙江乌镇举办的一年一度的乌镇水灯会， 让因世
界互联网大会而聚集全球目光的乌镇进入 “春节模式”，

水灯会、水上年市、长街宴、福禄寿财神巡游、拜年神、打
年糕等一系列传统活动，已经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

乌镇西栅景区的鼠年特色“水灯会”。 资料图片

◆城市大脑在长三角遍地开花，不
禁让人联想，未来，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城市大脑
能否共享共用。在城市大脑的重要推动者之一、阿里巴巴
集团技术委员会主席王坚看来，数据资源是未来城市发展的核
心资源，而城市大脑则是长三角一体化重要的数字基础设施

在杭州举行的智慧交通产业博览会上，科技企业展出“城市超脑”方案。 新华社发

“万年桥”上看江南
“苏州版画”实为一时代之画，足可见一时代

之心。它不仅是画，不仅是技艺，不仅是一种文化
形态，更是印记，是文心，是召唤，亦足可以凝固
时光，照亮生命，成续永恒。

清乾隆五年的姑苏万年桥图（局部）。

“直飞”长三角，可期
去年 12月 30日，浙江首个民营直升机“飞行

的士”完成首飞。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
大背景下， 多地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同一片
天空。

从建德航空小镇飞往黄山的首航小飞机。 马赛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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