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放纪念馆四史红色文化宣讲

追忆解放上海“血与火”
本报讯 （记者 周楠）71年前的上海解放

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
城市攻坚战。 宝山是解放上海战役的主战场，

并打响上海解放战役的第一枪。人民解放军在
这里鏖战月浦，激战刘行、杨行，钳击吴淞，经
历了战役中最艰苦、最激烈的战斗。为深切缅
怀在上海解放战役中英勇牺牲的先烈，弘扬革
命精神、传承红色文化，昨天，上海解放纪念馆
举行纪念活动。烈士后代、党史专家以及申城
红色场馆馆长等社会各界人士百余人参加活
动，共同缅怀和追忆解放上海这一段血与火的
战斗历史。

昨天也是改陈后的上海解放纪念馆重新
开放一周年。 在上海解放纪念馆改陈过程中，

上海海上油画雕塑创作中心应邀组织了多名
优秀艺术家围绕上海解放革命史创作了六件
美术作品，包括国画《五前委》、雕像《胡文杰烈
士》、浮雕《保卫大上海》、油画《宝山之战》《邮
电大楼之战》《金融之战》， 捐赠给上海解放纪
念馆陈展并永久收藏。

上海解放纪念馆及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
作为全市首批 15家“四史”学习教育推荐场馆
之一， 计划下半年推出红色文化宣讲活动。以
“参观展馆+烽火讲堂”的方式，与建立“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教育长效机制结合，打造看得到
文物、听得到史实、感悟得到精神的“四史”红
色文化宣讲品牌。目前已设计 55节课程，一方
面邀请专家学者理论授课，另一方面通过各场
馆讲解员的介绍，以小见大，从一件件展品出
发讲述历史上的难忘时刻和英雄人物。相关课
程还将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线下公众
号预约课程，线上点播视频课程。

红色资源是“四史”学习教育中最生动的
教材，宝山区有大大小小 48个博物馆，成立了
宝山区博物馆联盟，其中纳入“四史”教育的场
馆共 28家。同时，宝山还以上海抗战与世界反
法西斯研究会为学术支撑，充分整合区内红色
场馆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资源，通过邀请专家
和本馆内讲解员、研究员共同组成宣讲团的方
式，采取展厅讲解、市民讲堂、社区讲座、巡回
讲坛、线上直播等形式，讲活历史故事，用活红
色资源，用历史精神感召人、陶冶人、教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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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钟是北斗导航卫星
的“心脏”，直接决定了导航定
位的精度。若卫星存在十亿分
之一秒（1 纳秒）的时间误差，

则会产生 0.3 米的测距误差。

作为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的
三项关键技术之一，中科院上
海天文台研制的被动型星载
氢原子钟，1000万年才误差 1

秒。 这一技术日前获评 2019

年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已经研制多台
组网卫星氢钟
根据量子力学原理，原子

具有不连续的能量数值，当原
子从一个能级跃迁至另一个
能级时，其吸收或释放的电磁
波频率是固定的，原子钟就是
利用原子跃迁产生固定频率
的电磁波进行计时的工具。

GPS、格洛纳斯、北斗和伽利略
四大全球导航系统的卫星均
配置了高性能原子钟，包括铷
钟、铯钟和氢钟。其中，氢钟同
时具备频率稳定性好和漂移
率小的特点，对导航信号精度
的提升非常有益。

氢钟的精度到底有多高？

“机械表一天差不多有 1秒误
差， 石英表一天大概有 0.1秒
误差， 而氢钟数百万年甚至
1000 万年才有 1 秒误差。”北
斗三号卫星星载氢钟项目负
责人、上海天文台研究员帅涛
告诉记者。目前，国外仅欧洲
伽利略卫星配置了星载氢钟，

与我国星载氢钟相比，两者地
面测试性能相当，但从在轨综
合表现来看，我国星载氢钟实
现的用户测距误差更小。

上海天文台在时间频率学
科方面具有良好的研究基础，

自上世纪 60年代起承担我国
世界时的授时工作，70年代研
制出我国首台地面主动型氢原
子钟。 针对北斗导航卫星星上
应用，上海天文台于 2002年启
动我国首台星载氢钟研制。

2010年，星载氢钟项目组在中
国科学院和北斗重大专项的支
持下， 联合上海航天电子技术
研究所和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
研究所等单位开展了星载氢钟
的工程化研制。2015 年 9 月，

由上海天文台研制的我国首台星载氢钟随新一代北
斗导航卫星上天应用。在北斗三号全球系统建设中，

上海天文台已研制完成多台组网卫星氢钟， 长期预
报精度高出星载铷钟一个量级以上。

核心元器件全部国产化
我国首台星载氢钟首创和突破了多项关键技

术，核心元器件全部国产化，实现导航卫星“心脏”

完全自主可控。

氢钟在太空工作环境存在一定的温度波动，电
路参数对温度较为敏感。 为实现氢钟的长期稳定
性，上海天文台研究人员首创了氢钟时分双频调制
技术，有效降低氢钟输出频率对纠偏信号幅相变化
的敏感性， 使得温度系数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研
制团队首次在氢钟上应用了原创的电极式微波腔，

比国外的磁控管微波腔重量轻 10%，物理系统信号
增益更高，为氢钟高稳定度指标的实现奠定基础。

氢钟在空中突发故障怎么办？“不用担心，卫星
配置了时频生成与保持系统，可实现主用原子钟和
备用原子钟之间无缝切换，切换前后卫星时间变化
小于 20皮秒（1皮秒等于一万亿分之一秒），对应的
用户测距误差小于 0.01米。”帅涛说，这意味着，如
果开车时卫星切换了星上原子钟，用户完全察觉不
到导航定位信号发生改变。为适应下一代高集成度
导航卫星发展需要，研究团队在保证性能指标的同
时，把氢钟重量减轻了约一半。第一代星载氢钟 24

公斤， 今年刚研制出的只有 13公斤， 功耗也降低
10%左右。

从 2002年启动星载氢钟研制，到 2015年首台
星载氢钟上天应用，上海天文台研制团队走过了一
段不短却不寻常的路。

老字号创新不停步，古早配方、复刻经典瓶身的正广和橘子水在“五五购物节”上市

100年前上海“最时髦的汽水”回来了

100年前， 上海滩年轻人最常喝的汽水不
是“可口可乐”，而是“正广和”；100年后，使用
古早配方、复刻经典瓶身的正广和橘子味汽水
将在“五五购物节”期间上市，成为正广和打造
的“新国货”。上海梅林近日透露，复刻款正广
和汽水已投产，6月即可上市。

好几代上海人的回忆
正广和汽水堪称好几代上海人的回忆。

1864年，英国商人在上海创办了广和洋行，18年
后更名为“正广和洋行”，取意“正本清源、广泛
流通、和颜悦色”。1892年，正广和汽水厂在虹口
提篮桥地区落成。1921年，工厂扩建，迁址至如
今的通北路400号。1954年， 正广和被上海市地
方工业局代管；1966年更名为“上海汽水厂”，实
现完全国有化，是名副其实的第一代国货。

正广和汽水自诞生起，就成为国内汽水市
场的弄潮儿。生产工艺上，采用改进式三重蒸
馏装置，设备技术领先、产品品质领先；营销
上，登报打广告、马车车身打广告、汽车车队送
货上门等， 皆首开行业先河。19世纪 30年代，

正广和汽水以 90%的市场占有率一统国内汽

水市场。国有化之后，正广和汽水仍不断创新，

上世纪 70、80 年代，正广和橘子汽水、幸福可
乐等，都是当时最流行的饮料。

想成为今年的新爆款
上世纪 80年代末， 越来越多国外饮料品

牌随着改革开放大潮进入中国市场，可口可乐
和百事可乐并购除正广和外的国内七大汽水
厂，包括北冰洋、武汉二厂等，雪藏了这些国有
汽水品牌，并输出自己的产品。正广和虽顶住
并购压力、保留了民族企业品牌，却迫于市场
压力，不得不暂停汽水生产，转向饮用水市场。

“现在是正广和汽水回来的时候了。”正广
和相关负责人朱卫东说，近年来，市场对老字
号创新和各种“新国货”“新国潮”好评如潮，国
内汽水老品牌纷纷顺势而为。北冰洋、武汉二
厂等汽水企业的新产品包装看起来复古怀旧，

但口味是新的，营销也是新的，既勾起了上一
辈消费者的回忆， 又吸引了新一批消费者。正
广和汽水也没有闲着，从颇受上海消费者青睐
的盐汽水开始，年年有新品，去年还与咖啡企
业合作了“咖啡汽水”快闪店。这些叫好又叫座
的创新让正广和下定决心：“今年，要做一个爆
款，展示一下 100年前最时髦的汽水什么样。”

复刻款“旧瓶装新汽水”

100年前最时髦的汽水， 就是即将上市的
复刻版橘子味汽水。朱卫东说，因为是“复刻”，

所以从瓶身设计到口味调配，都有依据。瓶身来
自上海一位民间汽水瓶收藏者。 正广和从一堆
老瓶子中选出了 1946年版的汽水瓶。 那一年，

正广和的这款汽水作为第一代国货，远销海外。

复刻的汽水瓶也有一点点改变。比如，针对
餐饮市场的产品，延续使用需要开瓶器的瓶盖；

针对零售市场， 瓶盖换成拉环式的易拉盖或旋
转盖。“既要有延续，也要有创新，跟着市场的新
需求走。” 同样在复刻中蕴含创新的还有配方。

说起来，找到百年前的老配方是机缘巧合。2013

年11月， 通北路上的正广和大楼为适应城市新
规划，平移了38米。在工程实施前，有员工在档
案室找到橘子汽水的老配方。“那时大家就想，

等时机成熟了，这张配方可以再用起来，因为这
是民族汽水企业的骄傲。”7年后， 使用老配方
的机会来了。可新问题也来了：配方有了，但还
原老味道，不能依样画葫芦———毕竟是近百年
前的配方，如今的水质、食品原料、工艺技术都
与当年大不相同，消费者需求也有变化。如以
前的橘子汽水使用香味添加剂，但现在消费者
崇尚健康，偏爱原汁。于是，正广和比照老配
方，邀请了老技术员反复调整改良配方。

可见，这次的复刻是“旧瓶装新汽水”。这只
是正广和汽水创新的第一步。 第一批上市的是
复刻的橘子味汽水， 之后将有源源不断的新口
味。针对年轻消费者偏好，正广和还设计了复刻
版汽水的文创衍生品，如环保袋、徽章等。

■本报记者 任翀

上海大豆进口量同比大增

巴西新季6.3万吨大豆抵沪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晔）巴西大豆正值收获
季，一艘散货船“宏元”号满载新一季重达6.3万吨的
巴西大豆， 日前靠抵上海大轮散装粮食唯一进境码
头上海良友新港。 这是继今年1月首船3.7万吨阿根
廷大豆入沪后，上海迎来的更大规模进口大豆入境。

受疫情影响， 除今年 1月 3.7万吨阿根廷大豆
抵沪主供春节市场外，2月，上海良友新港进口大豆
到港量为零。3月以来， 随着复工复产和市场复苏，

大豆进口量呈恢复性增长，3月迄今进口大豆到港
量已达 26万吨，同比增长 98.4%。

上海进口大豆同比大幅增长，源于上海口岸大
力拓展巴西、加拿大、阿根廷等国大豆进口。美国大
豆出口旺季多在每年 9月后。在美国大豆出口淡季
时，上海大豆进口量猛增，体现出多国大豆对中国
市场的浓厚兴趣。此外，据巴西农业部门预测，巴西
本季大豆总产量有望刷新纪录，达 1.21亿吨，其中
63%用于出口，而中国已成为巴西大豆的最重要买
家。去年，巴西出口大豆中 78%销往中国。

■本报记者 黄海华

证券领域首例刑法从业禁止宣判

三年内若违规从业将判刑

市二中院昨天宣判一起内幕交易案，在对
被告人宁某判处有期徒刑 1年的同时，对其处
以从业禁止，禁止宁某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
3年内从事与证券相关职业。 这是全国首次对
涉证券领域犯罪的从业人员适用“从业禁止”。

2016年 2月，时任广州某证券公司项目经
理的宁某，全程参与一并购重组项目，在利用
其职务便利获取内幕信息后，与其妻樊某在内
幕敏感期内，共同商量、筹集资金、操作股票，

非法获利 17余万元。 公诉机关指控二人犯内
幕交易罪， 并建议法庭对宁某适用从业禁止。

辩护人则以二人起作用极小、 知晓程度较低、

主观恶意较小，系初犯、偶犯等为由，请求法庭
对二人判处缓刑、 单处罚金或免于刑事处罚。

最终，法院对樊某判处缓刑，对宁某作出上述
判决。

“从业禁止”不是刑罚，而是一种预防某类
从业人员再犯罪的禁止性措施，作为刑罚的附
加措施弥补了刑罚的不足。对于利用职务便利
实施犯罪，或者实施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
的犯罪，在判处被告人刑罚的同时，人民法院
可以根据犯罪的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禁
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从
事相关职业，期限为 3 至 5 年。此次上海二中
院宣判的系刑事意义的“从业禁止”，与行政意
义“从业禁止”规定有很大不同，行为人若违反
该规定，不再只是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将会
被追究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刑事责任。

■本报记者 王闲乐 通讯员 李洁

左图：正广
和为即将上市
的复刻橘子汽
水设计了复古
海报。

右图：即将
上市的正广和
复刻橘子汽水
实拍。

资料照片

海关关员在船舱“豆海”中查验取样。资料照片

校园“一楼一事”细述红色基因
华东政法大学推出“四史”学习教育实景微党课

■本报记者 徐瑞哲

“71年前的 5月 26日凌晨，陈毅老总就
是从这幢楼后面的苏州河木桥进校的。”5月
27日，大上海全部解放的日子。当天，站在交
谊楼门口“解放上海第一宿营地”铭牌前，86

岁的华东政法大学功勋教授徐建，带着师生
重回战上海的风云岁月。

1949年那个解放上海的前夜，中国人民
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陈毅，与华东局秘书
长、 后来成为华政首任院长的魏文伯等一
起，在这幢原圣约翰大学跳交谊舞的老楼里
宿营扎寨。也是在这里，5月 27日晚上，陈毅
和上海地下党领导刘长胜等胜利会合。

“以史为师察己、立德树人观今”，在全
国文保建筑群所在地华政园，这堂“四史”学
习教育实景微党课串起了校园里一系列“一
楼一事”。

每块墙砖都见证历史
如今，通向苏州河南岸的那座木桥已不

复存在， 但始建于 1919年的交谊楼仍然健
在。 徐建是华东政法学院 1952年建校时的
首届学子。“当年我们的开学典礼，就在这幢
交谊楼里举办。”

5月26日，指挥解放上海战役的陈毅率
部入校， 其余部队则从木桥上游的铁路桥
进校；5月27日午后，上海解放；5月28日，上
海正式完成历史性的交接。

“为了今天的情景课堂，昨天晚上一夜没
睡好。”因年事已高，徐建直言无法走得太远、

上得太久，但华政校园里“有故事的楼”比比
皆是，他遥指远方……

红色建筑，红色基因。每一块墙砖都是
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
史的见证。仅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就有发生
过进步学生集会声援反帝斗争，向“五卅”惨
案死难者志哀事件的 “六三楼”，“我们入学
时的教室就在六三楼。”此外，还有孙中山先
生曾来校演讲，在此提出“民主国家、教育为
本”的“40号楼”，等等。

既是教育者又是学习者
在交谊楼二楼，校党委书记郭为禄面向

那片校园建筑群之间的大草坪，再提“帐篷
办公室”的精神。

1980年 10月 9日的《解放日报》头版刊
登了一封不到 500字的读者来信。华政前身

华东政法学院学生王勇在信中说，学院领导和
教职员工腾出所有办公用房，改作学生教室宿
舍，“党的优良传统又回来了！”

作为新恢复的学校，1979 年华政招收了
300名大学生，1980年又招新生 400名， 当时
校舍十分紧张， 教学设备和图书资料都很缺
乏。于是，包括曹漫之等在内的学校领导和教
师决定让出宽敞明亮的大办公楼，行政、后勤
等部门都搬进在草地上搭起的5顶大帐篷内办
公。暴雨侵袭之下，篷内阴暗、潮湿，有时还要漏
雨、进水……目睹此情此景，学生自发写信。

“我们都是教育者，又是学习者；我们既做
思想者，又做实践者。”郭为禄说，华政的历史是
身边的历史，“致敬历史、面向未来，全校‘四史’

教育还要进课堂、进活动、进仪式、进队伍。”

解放日报在上海创刊 71周年，“四史”教育影像展今起展出

打开城市相册，忆“四史”话奋斗
欢迎社会各界与读者朋友预约参观《99个瞬间———新上海成长史》

本报讯（记者 郭泉真）昨天是上海解放
71周年， 今天是解放日报在上海创刊 71周
年纪念日。结合全市正在开展的“四史”学习
教育，“四史”教育影像展《99 个瞬间———新
上海成长史》今起在解放日报社展出。

1949年上海解放后的第一班京沪列车，

1952年的曹杨新村、人民公园，1957年的国
产吉普车，1997 年苏州河开出最后一班渡
轮； 从万吨水压机到第一座黄浦江大桥，从
烟酒价格放开到调房自由市场，从“大变样”

到新世纪，从世博会到进博会，从科创板、新
片区、长三角一体化，到滨江步道、智慧城
市、抗击“新冠”、“五五”购物节……展出的
99幅影像，来自解放日报记者站立过的历史
现场，撷取了社会主义新上海从新中国成立
之初的百废待兴起，不断探索，不懈奋斗，一
路“创造新奇迹”的 99个成长瞬间。

九十九瞬，久久为功，这是一代代解放
报人传承记录下的“城市老相册”，也是每
一位上海人共同走过的集体记忆。 欢迎社
会各界与读者朋友前来观
展，一起忆“四史”话奋斗。

解放日报社现址在上海市
延安中路 816 号，展览在报
社 A 楼二楼。 参观须提前
预约 ， 请拨打电话 021 -

63510135 或扫描二维码了
解预约规则。

昨天，华东政法
大学功勋教授徐建
在“解放上海第一宿
营地” 交谊楼门口，

给学生讲授上海解
放的历史。

本报记者
徐瑞哲 摄

昨夜今晨，《99个瞬间———新上海成长史》还在紧张布展中。 本报记者 范志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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