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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据新华社合肥 5 月 26 日电(记者张紫赟)燃
气泄漏、供水漏失、桥梁安全等依靠科技便能
监测、预警；短短 5 年，城市安全产业从无到
有，辐射全国……作为清华大学与安徽省合肥
市“校地共建”的创新平台，清华大学合肥公
共安全研究院不仅通过科技研发、成果转化，
护牢城市安全“生命线”，又以应用带动研
发，走出一条科技研发和产业化应用的改革创
新之路。

面向城市新风险

守护安全的底气何在

随着城市高速发展，桥梁和供水、燃气等地
下管网数量激增，并行与交汇的情况愈发复杂，
耦合风险易发多发。面对新风险，如何守护城市
安全？

“这儿周边人口密集，一旦燃爆，将造成不
良后果。多亏‘智能系统’提醒，我们及时开挖
抢修，发现是管道内部腐蚀导致。”说起不久前
的一起泄漏事件，合肥燃气集团调度中心副主任
严宁宁心有余悸。

严宁宁口中的“智能系统”是指清华合肥
院研发设计的城市安全监测系统。

走进清华合肥院监测大厅，一块巨大的
电子屏上，显示着燃气、供水、桥梁等城市
“生命线”的实时监测情况。如针对每个被
监控的桥梁，会显示位移、加速度、应变等
多类型曲线。这些曲线随着车辆驶过桥梁而
呈现不同变化，一旦出现超载、桥梁受损等
危险情况，系统会自动报警。再如供水监
测，会预警压力变化、漏失、用水量异常等
不同状况。

“ 24 小时不间断监测，监测里程已超过
2200 公里。”教育部长江学者、清华合肥院
执行院长袁宏永说，智慧监测的科技领先处，
在于依托安全科技、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
等手段，实现对城市“生命线”的全面感知、
实时监测，进而做到预警预防。

科技领先背后是一次次艰难的技术攻关。
袁宏永说，以燃气漏失监测仪为例，国内外市
场上没有能兼具抗“高腐蚀、高潮湿、强酸强
碱和往复式水淹”和长时免校准高精度测量的
产品，“只能自己干，在无数次近乎绝望后迎

来柳暗花明。”

安全产业从无到有

“磁石效应”从何而来

自 2014 年建设以来，清华合肥院迅速产
生面向技术、资本与人才的“磁石效应”。

其中，清华大学公共安全成果转化企
业——— 北京辰安科技有限公司，已在合肥投资
9家企业，聚焦智慧安全城市、消防安全、水环
境安全、工业安全等领域， 2018 年共实现产值
15亿元。

“依托清华合肥院的科研实力和母公司辰
安科技的技术积累，我们打造了集消防设施线
上监测、线下服务于一体的‘云服务平台’，
从传统人防提升至‘人防+技防’。”辰安天
泽智联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君说。

吴君介绍， 2018 年 4 月，“云服务平
台”率先在合肥经开区应用，运行以来监测预
警火灾 4 起，促进消防设施完好率提高 40%
以上，消防系统误报率下降 59% 。目前，该
平台已在全国 36个城市建立运行中心，服务
4 . 5万家用户。

这片热土正吸引越来越多致力于安全
事业的人才集聚，“磁石效应”愈发显
现。截至目前，清华合肥院已聚集包括中
国工程院院士、长江学者等各类人才在内
的科技人员 800 余人，近 10 个创新团队和

协会在此组建。

从无人问津到供不应求

谁第一个“吃螃蟹”

作为应用性、实践性强的学科，公共安全
在国内外的科研基础设施相对缺乏。而清华合
肥院的探索创新正实现校地双赢。对于合肥
市，在收获拔节壮大的安全产业同时， 2018
年成为国家首批 6个安全发展示范城市之一；
对于清华大学，其科研成果得到转化应用，并
有力支撑了学科发展和人才建设。

这是 5 年前的袁宏永未曾想到的。那时研
究院城市安全的科技成果初现，谁愿意先行先
试？产业应用的巨大投资是否有风险？直到合
肥市先后投资 9 亿余元试点，覆盖 51 座桥
梁， 2200 公里的各类地下管网。这一试，如
同触碰了阿拉丁神灯。科研技术在应用中得到
验证、再升级，城市安全管理的“清华方案·
合肥模式”已推广至国内 30余城市和海外多
国。

“先行先试，仅有冒险精神远远不够。”
合肥市市长凌云说，既要前期眼光“准”，瞄
准国家战略所需、人民生活所盼、地方发展所
缺的产业；还要后期支持“稳”，在科研基础
设施搭建、应用示范引领等关键环节给予支
持，才能实现将技术“创新指数”转化为产业
“发展指数”。

合肥：新科技护航城市安全“生命线”

本报记者吴振东、郭敬丹

5月的上海，阳光和煦。蜿蜒流淌的苏州河
宛如一匹绿色锦缎，九曲十八弯穿过城市的心
脏地带，汇入奔腾的黄浦江，最终汇入浩浩荡荡
的长江。

苏州河被称作“上海的母亲河”。百年前，上
海乃至中国的近现代民族工业从河畔起步，创
下无数个“第一”；70 年前，解放军在此付出巨
大伤亡，终于把“完整的上海”交还人民；新中国
成立后，这里又历经工业化、城市化的风风雨
雨，为国家经济注入活力。如今，苏州河转型重
生，成为上海新的生态走廊和宜居生活示范区。

战火：保全一个完整的上海

1949 年 5月 24 日，解放军经过十余天战
斗，已顺利攻下上海苏州河以南的主要市区。跨
过苏州河，就将取得解放上海的关键性胜利，而
宽不过三十米的苏州河，与他们曾经渡过的滔
滔长江相比显得微不足道。

但 5月 25 日，部队进攻受阻的消息却频频
传来，不仅是因为敌人凭据苏州河北岸的高楼
大厦布置了居高临下的密集火力网，更是因为
解放军的一条军令：不准使用重炮火和炸药！

“中央军委对上海战役作出要求，不仅要歼
灭敌人，还要完整保全城市，把人民的生命财产
损失降到最低。在这种情形下，更大的伤亡在所
难免。”《战上海》作者、著名军史学家刘统说。

当时的苏州河畔，经过数十年发展，民族工
业已颇具规模，集中了一批著名企业和包括面
粉厂、榨油厂、纺织厂、印染厂、化工厂、印刷厂
等在内的近两千家工厂。这些民族工业企业，屡
屡创下中国工业最早、最大、最全、最先进的历
史纪录，保护它们，更是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奠定
基础。

面对巨大的伤亡风险，解放军保全上海的
决心不改。最后，在地下党组织的努力下，国民

党第 51军军长刘昌义经过谈判，后同意放下武
器。5月 27 日傍晚，所有残敌投诚，上海市宣告
全部解放！

历史记录了这样的场景：5 月 25、26 日，
苏州河畔各主要工厂照常开工，最大的申新纺
织厂正常生产；苏州河以南的上海中心城区，留
下了较少的战斗痕迹，在外滩，大的建筑都完整
无恙。

奋进：为共和国工业铸就丰碑

一块历经 70 年还未褪色的彩色纱布、看似
不起眼的第一根国产灯用钨丝、一台体型巨大的
“红灯牌”收录机，走进位于上海普陀区的苏州河
工业文明展示馆，大工业时代的气息扑面而来。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苏
州河畔的工业企业得到了稳步发展。大批企业
从实际需要出发，不断革新工艺、模具、生产流
水线，使机械化、自动化程度逐步提高，由此创
造出众多驰名全国、耳熟能详的名牌产品，如
“白象牌”电池、“永字牌”热水袋、“华生牌”电
扇、“佛手牌”味精、“天鹅牌”啤酒等。这些与民
生息息相关产业的繁荣，为新中国经济注入了
强劲活力。

“在我印象中，上海的一天就是从苏州河开
始的。每天清晨，河上船来船往，两岸工厂已经开
工，烟囱林立。”土生土长的上海市民徐先生说。

不过，与工业和城市化发展相伴的是与日
俱增的污染，新的问题和挑战出现了。纺织厂、
印染厂、造纸厂、化工厂的排污，以及生活垃圾
的随意倾倒，使苏州河成了天然的垃圾桶。有市
民回忆：“只要一刮东南风，家里全是臭味，窗户
是万万不能开的。”苏州河整治改造变得迫在眉
睫。

新生：百年工业区变身生态走廊

2007 年，张效国从上海市苏州河环境综合

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退休后，曾到上海苏州
河展示中心做讲解员，讲的最多也最自豪的，
就是这条河的绿色变迁。“三十年时间，苏州
河从‘臭丝带’又变回了‘绿丝带’。”

张效国认为，苏州河能够迎来新生，既得
益于上海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更在于历
届市委市政府坚定不移的治理决心。

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开始对苏州河进
行治理。经过耗资约 140亿元的三期整治，苏
州河干流在 2000 年基本消除黑臭，2002 年
以来市区河段的主要水质指标稳步改善，鱼
类群落正在逐步恢复中。根据规划，上海将在
2020 年实现苏州河源污染综合治理的目标。

苏州河北岸的长风地区，经历了一个由
老工业区向生态商务区转型的过程，河畔昔
日喧闹嘈杂的工厂已变身为沿河 2 . 7 公里、
80 到 130 米宽的绿色长廊，合计 2000 多亩
的公共绿地面积，为上海中心城区罕见。

走进长风生态商务区，绿树丛中的整洁
步道穿插其内。园区已集聚金融、商贸、会
展、文化、科技服务等上千家现代服务业企
业，拥有各类金融行业、科技企业专业技术
人才超过 4000 人。

而那些承载了历史记忆的老厂房并未消
失，正以文化地标和创意产业载体的形式存
在于园区内。其中，火柴厂、味精厂等工厂旧
址得以系统保护，苏州河工业文明展示馆、游
艇游船馆等文化设施陆续建成，使游客充分
感受民族工业的百年变迁。

面向未来，上海把苏州河沿岸定位为特
大城市宜居生活的典型示范区，正在努力将
其建设成为聚焦生态功能修复的城市绿带、
提升城市综合活力的“城市客厅”。

“我还是会经常去苏州河，站在岸边，
看看两岸新的大楼、绿树，心旷神怡。”张
效国说。

(史料来自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苏州河工业文明展示馆)

70 年前解放军血染的苏州河今天啥样

（上接 1 版）

克难奋进，打造一个“新世界”

悠扬的钟声响起，庄重的上海海关大楼沐浴
在晨曦中。浦江对岸，陆家嘴金融城鳞次栉比的
高楼拔地而起，上海中心如巨龙般盘旋而上，直
冲云霄。

作为国门象征， 90 多岁的上海海关大楼见
证了沧桑巨变。 1950 年，旧中国末任外籍总税
务司李度离任前妄言：“离开了我们，你们海关
就要垮了，钟楼就要哑了！”今天，雄浑的钟声
予以最有力的回答： 2018 年，上海口岸进出口
货物总值达 8 . 53万亿元，占全国的 27 . 9% ，成
为全球最繁忙的口岸之一。

“共产党军事一百分，经济只能得零分”
“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解放初，不甘失败的国民党和大资本家嘲笑共
产党是‘土包子’，管不好大上海。事实证明，我
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善于建设一
个新世界。”上海市档案馆档案专家张姚俊说。

上海军管会成立的第一战，就是“银元之
战”。由于国民党搬空国家银行储备，卷走大部
分财富和物资，解放后投机商借机操纵市场，物
价飞涨。上海军管会坚决打击银元投机，查封
“黄牛”大本营，惩办一批违法犯罪分子，银元
价格应声而落。在随后的“米棉之战”中，上海
在中央支持下，调集全国物资打击投机商，迅即
稳定市场。“经济战线的淮海战役”，赢了！

“在经济困局中探索破局之道，上海是一以贯
之的‘试验田’。在接管上海的过程中，共产党探索
总结出一系列财政、金融、城市管理的制度和方
法，这些经验在很大程度上运用到新中国的经济
建设、政策法规和城市管理。”刘统说。

筚路蓝缕，百折不挠勇向前。作为经济重
镇，改革开放以来，从浦东开发开放到全国首个
自贸试验区，上海作为“拓荒牛”继续承担“先
行者”“排头兵”的使命，逢山开路、遇水架
桥，创造了无数个“全国第一”。

首家外商独资医院、首家外商独资金融类投
资性公司、首家外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上海
自贸试验区始终扮演着“开路先锋”的角色。浦
东新区区长、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杭迎
伟说，上海自贸区设立 5 年多来，先后推出两轮
54 项扩大开放的措施，在近 40个领域集聚了一
批首创性的外资项目。如今，改革的“苗圃”枝
繁叶茂，负面清单、证照分离等百余项制度创新
成果已向全国 11个自贸区复制推广。

刀刃向内，自我革命不停步。上海“一网通
办”政务服务，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持
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着力优化营商环境……
一系列有力举措使政府服务的效率更高、企业

发展的生态更优、百姓生活更便利。
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难啃的骨头。建

设“特殊经济功能区”，上海正紧锣密鼓开展
增设自贸区新片区工作；科创板发行审核筹备
工作加速推进，已有 70余家科创板申请企业回
复首轮问询；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纲要出台，将
打造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样板间”……如今，
中央交给上海新的三项重大任务正快马加鞭。
高擎改革开放大旗，上海向世界呈现了一个生
机勃发的国际大都会。

壮行未来，舍我其谁立潮头

70 年前，人民解放军 31军 93师 279团二营
副营长王昭堃率领前卫营攻下浦东金家桥。70 年
后，90 岁的老人从福建来到上海重游战地，昔日
偏僻农村已成为改革开放的最前沿，让他感叹“换
了人间”！

致敬历史，是为了壮行未来。人均 GDP刚刚
迈过 2万美元、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的上海，正向
着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
都市，弄潮出海，驶向深蓝。

——— 商通四海、人聚万邦，坚定不移走开放
路、打创新牌。

2018 年 11月，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
海开幕，展现中国主动开放的胸襟和自信。如今，
国家会展中心“四叶草”正在筹备第二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让四海宾朋分享中国机遇、中国红
利。

目前，上海有外资企业 5万多家，其中跨国公
司总部 677家、外资研发中心 444家；在沪工作外
国人才达到 21 . 5万人。通过实施“扩大开放 100
条”，一批标杆性、首创型的外资项目落地上海，配
置全球资源的能力持续增强。

——— 追求卓越，对标最高，不断提升创新策源
能力。

两年前，首架国产 C919大型客机腾空而起；
今年，中国商飞公司计划再投入 3架飞机进行首
飞试飞。“如果不飞翔，怎知蓝天的广阔？”试飞员
徐远征说，“会有越来越多中国人自己造的大飞机
冲向云霄！”

“当年突破封锁，自主研发；如今瞄准顶尖，转
化为硬核生产力。大型 LNG 船、‘雪龙 2’号科考
船……每一个高科技精品都是上海创新突破的新
名片。”有“中国第一厂”之称的江南造船(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资深专家张申宁说。

国际首个治疗阿尔茨海默症的原创新药完成
临床试验，克隆猴“中中”“华华”呱呱坠地，国际首
次人工创建单条染色体的真核细胞，率先建立千
米级高温超导带材应用示范项目……创新活力迸
射，创新资源涌流，上海全球科创中心建设向着自
主创新的神秘领地，纵横驰骋。

——— 代表中国，竞逐世界，新时代“闯”出新天
地。

“上海声音”“上海价格”逐渐唱响世界舞台。
上海原油期货上市短短几个月，交易量就超过迪
拜阿曼原油期货合约，成为仅次于纽约、伦敦的全
球第三大原油期货合约。目前，“上海油”日均交易
额超千亿元，纽约、伦敦两地的亚洲交易时段交易
量明显上升，三地价格联动初步形成，越来越多的
国际贸易企业签订以“上海油”为定价基准的贸易
合同……

长江出海口，洋山深水港四期全自动化码头
上，巨型桥吊、无人驾驶车辆昼夜不停，成千上万
的集装箱装上巨轮从这里远航。
(记者桑彤参与采写) 新华社上海 5 月 26 日电

风云激荡见初心

64 年前，张富清回乡
探亲，和孙玉兰第一次见
面。

他俩同村，算知根知
底。她问他的问题是：“你在
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我入了党。”他回答。
她挺满意：这个人，一

点不炫耀，问到才说。
其实她是妇女干部，

还去他家慰问过军属呢，
那些出生入死的事他却提
也不提。

通了半年信，他写道：
“你来武汉吧。”

“好啊，那我就去玩几
天。”她想。

空着两手就上了长途
车，临走前，她去乡里开介
绍信，书记说：“傻女儿，你
去了哪得回来！一年能回
一次就不错了！”

“这话叫他讲到了！真
的，多少年都回不去了！”
讲这话时，她呵呵笑着，已

是一头白发了。
果然，到了武汉，他们领了结婚证，接着就奔

恩施。路真远啊！走了半个多月，先坐船，再坐车，
又步行。她在车上吐得昏天黑地，脚和脸都肿了。
好容易到了，他又问：恩施哪里最艰苦？

就又到了来凤。
她没带行李，他行李也不多：一只皮箱，一卷

铺盖，一个搪瓷缸子。
来凤的条件跟富庶的汉中没法比。“我们那都

是平坝坝，哪有这么多山？”
租来的屋，借来的铺板，就成了一个家。做饭

要到门外头，养了头小猪，白天放出去，夜里拴门
口。“它原快死了的，我买回来养，又肯吃又肯长。”
她很得意。

工作也不错，他是副区长，她在供销社当营业
员。日子这么过着，挺好了。

可是有一天，他回来说：“你别去上班了，下来吧。”
她不理解：“我又没有差款，又没有违规，你啷

个让我下来？”
“你下来我好搞事。”他说。
换别的小夫妻，要大吵一架了吧？
“这不是吵架的事情。”她说，“是他先头没说

清楚：国家有政策，要精减人员。他说了，只有我先
下来，他才好去劝别人下来。”

她就这么回了家。先是给招待所洗被子，后来
去缝纫社做衣服，领了布料回来，白天黑夜地做，
做一件挣几分钱。

几个孩子帮着打扣绊，还要出去拾煤渣，挖野
菜，到河边背石头。一家六口只仗他一人的工资过
活。孩子们长到十几岁，都不知道啥叫过节。

他去驻村，又选的最偏远的生产队。她一人拉
扯四个孩子，经常累得晕倒。

住院，几个孩子围着她哭，她搂着轻声安慰。
身体好点了，又马上缝补了干净衣服，买了辣椒
酱，用药瓶分装好了，让孩子带到山里给他吃。

“哪个干部家里过成你这样？”有人替她不值。
“你怨他干啥，他是去工作，又不在跟前。”她

叹口气。
离休回家，他从“甩手掌柜”立刻成了家里的

主要劳动力，买菜洗衣收拾家，到处擦得锃光瓦
亮，叠得整整齐齐，角角落落都一尘不染。

连做饭也是他。“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他
总这样说，把她手里的锅铲抢过来。

离休生活三十多年，都是这样。
上个月，她突发心梗，他拖着一条腿扑到她担

架前，带着哭腔：“你怎么样了？他们说给你送到医
院，你挺不挺得住？还是到医院去吧，你不用为我
担心呵……”

旁边几个年轻人都看哭了。
这次采访，记者里好多小姑娘，七嘴八舌地围

着问：孙奶奶，跟着张爷爷，背井离乡，吃苦受累，
后悔吗？

“有么子(什么)后悔呢？党叫他往哪里走，他
就往哪里走。反正跟随他了，他往哪里走，我就往
哪里走。”孙玉兰说。

“您当年看上爷爷哪点？是不是一见钟情，特
崇拜他？”

她一下子笑了。 (记者张汨汨、谭元斌)
新华社武汉 5 月 26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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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6 日，中国队成员在比赛后高高抛起教练员夏煊泽，庆祝夺冠。

当日，在广西南宁举行的 2019 年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决赛中，中国队以 3 比
0 的总比分战胜日本队，第 11 次捧得苏迪曼杯。

新华社记者周华摄

中国队第 11 次
夺得苏迪曼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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