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闻 2020年 9月 19日 星期六
www.jfdaily.com

一版责编：陈煜骅 李梦达 二版编辑：周扬清 崔丰

市社联学术活动月开幕
本报讯 （记者 王珍）昨天，上海市社会科

学界联合会第十四届（2020）学会学术活动月
开幕式暨会长论坛在上海社会科学会堂举行。

本次学术活动月的主题是“决胜全面小康与开
启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

在活动月期间， 市社联所属的 50余家学
会等单位将以跨学会活动的形式，围绕主题开
展 27场高质量的学术研讨活动， 内容涵盖全
面小康、新发展格局、“十四五”规划与上海发
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社区治理等多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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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熠

由国家广电总局组织
指导，上海广播电视台和耀
客传媒、尚世影业共同出品
的抗疫题材时代报告剧《在
一起》 将于 9 月 29 日起在
各大卫视正式播出。 昨天，

剧中主演、导演、编剧、原型
人物等， 共同回到武汉，在
洪山体育馆录制了一台特
殊的开播特别节目。

《在一起》共 20 集，分
为 《生命的拐点》《摆渡人》

《同行》《救护者》《搜索：24

小时》《决战火神山》《方舱》

《我叫大连》《口罩》《武汉
人》十个单元，每两集一个
故事。从 2月开始策划，3月
各单元剧本陆续完成， 到 4

月相继开拍，8月最终杀青；

《在一起》当年制作、当年记
录、当年播出，几乎刷新了
电视剧制播纪录。

本剧集结了 14位导演、

19位编剧、50 多位演员，主
创堪称 “中国影视梦之队”。

逆行的医护、外卖小哥、志愿
者、武汉居民、误入武汉的大
连小伙……年初这场疫情
中， 感动过我们的形形色色
的平凡人物，都在剧中。

录制现场———洪山体
育馆正在逐渐恢复原貌。这
一录制地作为武汉新冠肺
炎疫情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具有特殊的意义，这里曾是
武汉首批方舱医院之一。今
年 2月，洪山体育馆被改造
成武昌方舱医院，共收治上
千名轻症患者。3 月 10 日，

最后一批患者病愈出院。7

月底，武昌方舱医院开始拆
除，随着病床、临时电力设
备等被逐步搬离，体育馆渐
渐恢复了原来的模样。

以真实的故事为原型，

加之纪实的拍摄风格，构成
了时代报告剧 《在一起》的
底色。进组前，演员靳东找
到人物原型———上海交大
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副院
长胡伟国，两人长谈了一下
午。除了聊方舱里医疗队领
队的心态，靳东更关注独处
时的情绪。“我特别问院长，抛开面向病人、医护人
员时的稳重笃定，独自回到房间是不是也有长吁短
叹？他特别大声说，每天都大叹。”人物性格、细节的
反复揣摩，将暗流涌动的方舱如实再现。

在《决战火神山》单元，演员陈数扮演一位护士
长。 开拍前， 她与人物原型陈静促膝长谈了许久。

“刚到武汉时，不仅人手不够，重要的物资也无法一
步到位，甚至连拆箱子的剪刀都找不到。加上穿了
防护服的缘故，体能消耗特别大。这些都是摆在护
士长面前的问题。” 时隔数月， 讲起这些故事的时
候，陈静依然很激动，而听故事的陈数也陪着她一
起流泪。“穿防护服拍戏很难，但相比护士长，我们
已经比较幸福了，因为可以定时喊一下停，定时摘
一下口罩。”陈数说，这一次的创作，感受尤为强烈。

《在一起》里的主角都很平凡，就像身边的每一
个普通人，但正是他们在疫情中的大爱，让小人物
变得如此可敬。正如《摆渡人》单元的编剧任宝茹所
言，“这个故事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平凡人。但在非常
时期，当城市停止运转，这些平凡人做的平凡事，就
有了不一般的价值。从来就没有盖世英雄，平凡人
身上才最能激发英雄气概。”剧中，实力派演员不带
妆出镜，在大夏天裹上厚厚的防护服、戴上护目镜，

以展现最真实的人物故事。

演员雷佳音在《摆渡人》单元扮演外卖小哥辜
勇。这个角色实际上融合了两类人，白天他是外卖
骑手，晚上又是志愿保障司机。在洪山体育馆，真正
的“摆渡人”王利分享了他的故事。他是一名武汉的
滴滴司机，在“封城”那天报名成为志愿者，每天早
上 7时出门，晚上 9时收工，除了早晚接送医护人
员，白天也会帮忙接送社区慢性病患者，帮居民买
药、送快递。王利说：“其实我们干的都很简单，只是
想让大家的出行更方便一点。” 雷佳音感慨：“疫情
这件事太大了，不需要我们去渲染。这一时段大家
有群体记忆，演员反而要做的是克制，演得真是最
重要的。”

上海音乐厅建成 90周年开幕音乐会今晚举行

“十二锣”交响版国内线下首演
■本报记者 李君娜

昨天傍晚，谭盾现身上海音乐厅，为即将
于今晚上演的上海音乐厅建成 90周年开幕
音乐会作最后准备。音乐会上，由谭盾在今年
疫情初为武汉祝福而创作的《武汉十二锣》交
响乐版将在上海音乐厅线下中国首演。

锣声把过去现在连接在一起
《武汉十二锣》是谭盾从美国纽约飞往比

利时的飞机上无休无眠完成的。 谭盾说：“在
飞机上，我看到了报道武汉疫情的报纸，内心
非常震动。” 当时， 谭盾的位置靠近螺旋桨，

“飞机螺旋机的轰鸣声， 就好像武汉的锣声，

敲击在每个人的心上。我要把它写出来。”

武汉作为楚文化中心，是中国最优质的
锣、鼓、镲的制造地。“汉锣”与奉锣、京锣、苏
锣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锣，其直径大、质地醇
的特点在世界范围内有口皆碑。选择用“锣”

作为整部作品的核心、表达武汉与世界的紧
密关联，也体现了谭盾作为一位音乐家的机
敏才思与独特视角。谭盾说：“武汉的大锣在
世界各地的交响乐团中被用来演绎贝多芬、

马勒等大师经典作品，从柏林爱乐到纽约爱
乐，从荷兰皇家剧院到费城交响乐团，无一
例外都是在使用武汉大锣。”

谭盾用“无形的丝绸之路”来形容武汉
的锣，“武汉的锣声把东西方、人类的过去和
现在都连接在了一起，也连接起我们每个被
‘隔离’者的心灵。《武汉十二锣》也是生命的
纪念碑，纪念、追忆那些无辜的生命。”

一定要去上海音乐厅看一看
谭盾和上海音乐厅的缘分，更是由来已

久。1973 年，16 ?的少年谭盾坐了 20 多个
小时的火车，从湖南来到上海，找到他的“湖
南老乡”———著名音乐家贺绿汀， 请他指点
音乐。贺绿汀给他写下了一长串和音乐相关

的书籍名字，然后不忘叮嘱谭盾：“离开上海
前，别忘了去上海音乐厅看一看。”

谭盾回忆这段往事时，依然有一种激动
感。“听了贺绿汀的话， 我跑到了延安路，找
到了上海音乐厅。门关着，我进不去，就在外
面看了一眼。”一直到 20年后的 1993年，谭
盾终于第一次走进上海音乐厅。

今晚， 谭盾将携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

女中音歌唱家朱慧玲、 青年琵琶演奏家韩
妍，为上海音乐厅奏响“回归”音符。

除了《武汉十二锣》，谭盾还将为上海音
乐厅 90周年送上音乐祝福———根据巴赫的
C大调前奏曲改编创作的 《天地再生·生日
快乐》。“不止为上海音乐厅庆生， 我希望借
助这场开幕音乐会，能为疫情以来的全世界
人民‘庆生’。”谭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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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天蚂蚁集团科创板IPO过会
本报讯 （记者 张杨）昨天，上海证券交

易所发布科创板上市委 2020 年第 77 次审
议会议结果公告，同意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上市（首发）。至此，蚂蚁集团距
离科创板上市仅一步之遥。

蚂蚁集团在今年 7月 20日宣布启动在

上交所科创板和香港联交所主板同步发行上市
计划。从 8月 25日上交所受理蚂蚁集团的科创
板上市申请，到经历两轮问询后成功过会，只用
了短短 24天，再次体现了科创板速度。

招股文件显示， 蚂蚁集团拟在 A 股和 H

股发行的新股数量合计不低于发行后总股本

的 10%，发行后总股本不低于 300.3897亿股。

本次 A股发行可引入绿鞋机制，超额配售权最
高不超过 15%。 蚂蚁集团的 A股 IPO拟融资
480亿元， 此次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支持创新
和科技投入、助力数字经济升级，以及加强全
球合作并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

工博会有力推动上海打造“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

融聚全球产业链，展现中国韧性
■本报记者 刘锟

西有德国汉诺威，东有
中国工博会。作为全球制造
业的“风向标”，在上海举办
20 多年的工博会已经成为
一张亮眼的世界级会展名

片，为国内外工业企业搭建了共享共赢的交流
平台。

在全球疫情依然蔓延之时，今年工博会的
如期举行尤显及时和珍贵。在汇聚新产品新技
术的同时，中外企业纷纷借此平台寻找“双循
环”新发展格局带来的机遇。

跨国公司的中国选择
工博会见证了 ABB在中国的“双循环”之

路。 最早，ABB在中国展示销售的机器人产品
以进口为主，现在百公斤以下的小型机器人全
部实现中国研发、世界制造，这是全球市场经
济规律使然。

ABB中国董事长顾纯元说，“中国的家电
以及 3C等行业在世界发展最快、迭代最快，只
有在生产最前沿的地方才能研发出更创新的
产品，也才能让 ABB的研发更具竞争力。”

几天下来，展会效果超出 ABB预期，客户
们也都憋着一股劲，迫切希望在工博会上找到
提升智能制造水平的“金钥匙”。ABB这次首发
的 IRB1300已有不少客户下了意向订单。

顾纯元表示，疫情之下中国加速推进“新基
建”， 为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也
为行业发展创造了新机遇。 因此， 总部决定，

ABB上海未来工厂将按计划于明年投入运营。

纵然，年年赴会都是满载而归，但特殊时
期的工博会，更让参展商看到了中国制造的韧
性，中国经济全面复苏的态势已然显现。

施耐德电气工业自动化中国区业务市场
总监乔锃说，疫情使企业对数字化的认识更加
深刻，这一点从业务上以及和客户的交流中可
以切实地感受到。

“双循环”中练好内功
对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

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上千家参展的
民营本土企业感触更深。

最大的市场就在中国，对企业来说，首要的
是做好研发、练好内功。位于奉贤的上海桥田智
能，是生产机器人末端快换装置的本土企业。凭
借疫情期间开发的新产品， 桥田智能在这几天

的展会上已收获许多新客户。乐观预计，桥田有
望在去年营收近亿元的基础上， 今年再实现
30%的增长，三年内跻身行业国内前三。

记者在工博会上发现，也有企业为了抓住
“内循环”机遇，努力突破自身业务边界，转身
主攻国内市场。作为为数不多的“走出去”的白
车身焊装设备系统集成商，瑞弗机电今年推出
了一款面向国内的先进焊接机器人，直接瞄准
航空航天以及军工领域。按照计划，未来瑞弗
机电 20%的业务将转移到航空、 军工领域，在
国内不断拓展具有更高利润价值的客户，通过
“双循环”打开未来成长新空间。

工博会也让更多中小企业有了更多接触客
户的机会、拓展市场的平台。来自陕西的博瑞能
源今年特地租了一个大展台。 公司销售经理张
海涛说，疫情期间，博瑞能源专注研发了一款升
降机专用电机， 安全性和稳定性完全达到国际
标准。“没想到短短几天就有十几家客户对这款
产品产生浓厚兴趣，并有意进一步商谈。”

平台“溢出效应”凸显
22年来，工博会在助推我国制造业向中高

端迈进、打响品牌，走出国门、融入世界的同时，

也对上海城市核心功能提升发挥重要支撑。

上海市经信委负责人表示，上海作为工博
会的举办地， 是工博会效应的孕育地和辐射
源，工博会所展示的上海制造精品，是“中国制
造”“上海制造”品牌的重要体现，工博会所发
挥的展示、交易、评奖、论坛等功能也是上海国
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创中心等城市核
心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说，工博会不仅丰富了上海城市核心
功能的内涵，也在有力推动上海打造“国内大循
环的中心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

官方数据显示，今年 1—6月，上海实到外
资 102.8亿美元， 在去年同期高增长的基础上
同比增长 5.4%。其中，实到外资 1亿美元以上
项目 19个，合计实到外资 53.5亿美元，大项目
占比稳步提高，支撑作用明显。新增跨国公司
地区总部 26 家、研发中心 10 家，累计分别达
到 746和 471家。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发
布的《后疫情时代的全球供应链革命———迈向
智能、韧性的转型之路》研究报告指出，目前美
国、中国、德国已经形成了全球供应链体系的
三个地区中心。而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则是
中国全球产业链供应体系的核心区域，“双循
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承载地。

昨天，“2020年海上紧急医疗救援专项演练”在上
海举行，共 500余人、10艘船艇、3架飞机参加。

东方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接上级指令， 以最
快速度投入本次演练，不仅在救助船上建立了甲板区、

低体温复苏室、监护室、外科处置室等功能区域，还迅
速搭建了移动医院手术室。此外，派出医疗小分队经直
升机索降到达指定区域开展现场医疗救治， 共处置伤
员 50名。长江航运上海分局出动公安艇、民警圆满完
成落水人员营救演习。 本报记者 张海峰 摄

申城昨日气温跌破 20℃

天气渐凉 阴雨绵延
今年总降水量已达“历史同期第二”

本报讯 （记者 陈玺撼）有人还在坚持穿 T?、

衬衫，有人迫不及待穿上薄羊毛衫甚至滑雪衫……

昨天申城气温骤降，让众多一早穿着夏装出门的市
民不免有些后悔。

昨天在冷空气和阴雨的“夹攻”下，徐家汇站最
低气温 17.0℃，白天最高气温仅 19.5℃，下半年来首
次跌破 20℃。

阵阵凉意之余， 上海天气已经创下一项纪录。

今年堪称上海 “史上第二湿”———徐家汇站总降水
量达 1587.3毫米，这是有正式气象记录以来历史同
期第二位，仅次于 1999年同期的 1694.5毫米。如果
未来 3个多月继续维持“湿哒哒”的状态，今年总降
水量有可能追上甚至赶超 1999年。

本周末，阴雨绵延的状态将改善。今天白天为
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早晨气温仍然较低，最低
气温约 17℃。 明天降水停止， 最高气温可回升至
23℃至 27℃。

下周，恼人的雨水又将归来。下周一至周四有
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天气以阴有雨为主，后期
转为以阴到多云为主，最低气温 19℃至 21℃，最高
气温 22℃至 26℃。

2020海上急救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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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茅冠隽）

在昨天举行的市政府新闻
发布会上，青浦区委书记赵
惠琴介绍，青浦区正根据青
东、青中、青西的不同特点
实行分区治理策略，各有侧
重地塑造板块功能，形成错
位发展优势。

青东联动发展是青浦
服务国家战略的先手棋，包
括赵巷镇、徐泾镇、华新镇、

重固镇和白鹤镇。 到 2022

年，青东地区税收总量占全
区比重力争不低于 40%，单
位产业用地效益比 2019 年
力争提升 50%，同时力争培
育打造千亿级产业集群不
少于 2个、百亿级产业平台
不少于 8个。

青浦区还正在推进新城
融合发展战略和青西协同发
展战略。 青浦新城是地区行
政文化中心，担负着“联动两
翼、率先崛起”的使命。朱家
角镇、练塘镇、金泽镇等“青
西三镇”，正抢抓长三角生态
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先行
启动区建设机遇， 大力发展
创新和绿色经济， 未来要打
造世界著名湖区、 创新经济
中心、生态价值高地、江南水
乡典范和乡村治理样板。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建设， 是青浦区
当前的重大机遇。发布会上，

青浦区区长余旭峰说， 近期
青浦区将围绕示范区先行启
动区，以项目化带动一体化，

进一步体现示范区建设集中
度、显示度。轨交 17号线将
向西延伸，先到西岑、再到金
泽， 延伸段长约 13公里，目
前正在进行方案研究和有关
前期工作， 争取明年开工建

设。华为研发基地预计本月底正式开工建设，未
来西岑科创中心将以华为研发中心为依托，围
绕集成电路等相关产业， 加快集聚华为中下游
产业链，提升区域产业整体能级。

改善民生方面，“十三五”期间，青浦区委、

区政府充分考虑青浦新城内河道纵横交错和
老城区有护城河这一独具特质的城市特点，结
合新城未来发展，作出建设环城水系公园的决
策。环城水系公园由淀浦河、油墩港、上达河和
西大盈港四条共约 21 公里的骨干河道组成，

内外圈全长 43 公里， 有 3000 亩滨水开放空
间、35处休闲运动健身场地、18座码头。

“特别值得骄傲的是，我们实现了‘把动迁
安置房打造为城市景观房’的承诺，让水的特
色贯穿于人的居住和活动中， 使河边老街、老
屋焕发出新活力。特别是水城门等‘网红打卡
点’，已成为我们留住江南记忆的地标，欢迎市
民游客前来参观游玩。”赵惠琴说。

这些年，青浦提出“要用发展的眼光打造
‘上海之门’的形象”。赵惠琴说，“上海之门”代
表了青浦区的城市品牌新形象、门户枢纽新功
能和全面跨越新决心。

“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

专题系列发布会

贝多芬展揭幕音乐厅艺术空间首秀
本报讯 （记者 李君娜）今天下午，“真

情无界———纪念贝多芬诞辰 250 周年声音
交互艺术体验大展”将在上海音乐厅四楼正
式开展。这也是音乐厅四楼空间迎来的首个
艺术展。

闭关修缮一年半之后， 上海音乐厅于本
月重新开放， 它的四楼非文保空间被升级成
为艺术空间，可举办艺术展览、艺术沙龙、小
型艺术演出等多类型文化活动。

▲贝多芬创作环境复原场景。蒋迪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