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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退休教师、高文彬的

学生唐兵回忆，为了让学生更灵活地学习、使用法律英

语，高文彬曾专门给学生准备了一份拉丁语、英语和汉语

对照的法律词汇表。“整张8开大的纸上全是老师手工整

理书写的蝇头小楷，整整齐齐、清清楚楚。”唐兵说，“老师

把这些资料拿出来，让我们人手复印保存了一份，对我们

阅读英文案例有很大帮助。”后来，这部分内容也被编纂

进了法学领域的权威参考资料《元照英美法词典》。

在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四楼的院史馆，陈列着高文

彬亲笔正楷书写的教案。相关负责人透露，高文彬本想

继续保存这些珍藏了几十年的教案，以作纪念。但是，当

法学院的领导跟他说，这样的教案，代表了上海海事大学

法学院法学教育的历史，契合法学院“立德树人、德法兼

修”的精神，可以给法学院的教师树立一个积极的榜样，

传承老一辈教师勤勉踏实的工作作风时，高文彬当即将

这一批珍贵的教案捐赠给了法学院院史馆。退休后，高

文彬依然常常回学校参加活动，还喜欢给同事们免费拍

摄、打印照片。2018年他97岁高龄时，还坐着轮椅出席了

上海海事大学110周年校庆活动。

追思会上，高文彬的同事、学生、亲友追忆了他朴素

而精彩的传奇人生，重温了他热爱祖国、潜心治学、教书

育人的感人事迹，表达了对高老的无限追忆和深切怀

念。上海海事大学党委书记宋宝儒认为，高先生拳拳的

爱国情怀，精湛的业务水平，严谨的治学态度，赤诚的教

育热情，儒雅的君子风范，都值得后人学习。高先生的非

凡的胆识和超群的智慧，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

的精神传统和百年海大的精神特质，也生动地展示了海

大教师不忘教育初心，矢志立德树人的崇高品格。他期

待海大教职员工特别是中青年教师，接过前辈们传递下

来的接力棒，一棒接一棒地接续奋斗，为建设更好的海事

大学而努力。

■本报记者 杨珍莹

“小时候我有一个梦想，立志当科学

家，初中时我第一次知道比尔·盖茨，希

望能取代他成为世界首富。如今我创立

的影创科技，已经是一家100亿估值的

公司，或许在未来它将能成全球市值第

一的科技公司。”影创科技CEO孙立说。

2014年孙立在浦东张江创建了影

创科技，去年其自主研发的混合现实智

能眼镜销售量超越微软HoloLens，成为

全球第一。瞄准人工智能、半导体与量

子计算，孙立对于未来的探索还在继

续，正携手复旦大学等国内知名学府，

助力新一代人工智能与量子计算发展。

“对第一，
我一直很执着”

在孙立的办公桌上，堆放着很多

3D打印出来的原型机，那张办公桌后

的椅子更多时候像个摆设，因为他不是

站着和工程师们讨论新的技术，就是在

实验室里打磨产品性能。

2014 年孙立把当时的游戏公司

以1.5亿的估值出售后，就选择了混合

现实（MR）技术这一领域。为何投入

当时还算“冷门”的 MR 领域？孙立

说，MR是一个平台型产物，就像当初

的电脑一样，影创科技的最终目标并

不单是创造产品，而是成为一家全球

性的平台公司，“所有的研发一定是要

超前的，学技术不如造技术，这就是我

们说的核心，”孙立说，“抓牢最底层的

研究，这就是影创的竞争力。”

2015年底，年仅“1岁”的影创科技

研发出双目智能AR眼镜原型机，引起

了行业轰动。去年其量产的即墨成为

了全球最轻MR一体机，这款产品的问

世对混合现实行业来说具有跨时代的

意义。在混合现实（MR）领域，影创科

技已占据业界第一的位置。这些产品

已在建平中学等广泛使用，帮助学生在

虚拟场景中模拟化学物理实验。

“今年10月我们还将推出市面上最

轻最小的产品，运算速度将是上一代的两

倍，”孙立说，“对第一，我一直很执着。”

成长在浦东的“树苗”
希望成为创新“森林”

出生于1987年的孙立，是土生土长

的浦东人。孙立笑称，1990年在幼儿园

时，他就被评委浦东新区好苗苗。“现在

这棵‘苗苗’在浦东不断成长，实现了很

多儿时的梦想，如今已经长成为一棵不

惧风雨的大树。将来我希望自己变成一

片森林，一片科技、创新的‘森林’。”

这位从小就立志成为科学家，取代

比尔·盖茨成为世界首富的创业者，在

浦东不但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还在我

国“卡脖子”的核心关键技术上，成为了

冲锋陷阵的“勇士”。要保持全球第一

的位置，就需要让混合现实（MR）拥有

更加真实的画面，其中关键就在于“光

芯片”。“当时，全球没有任何一家公司

可以在玻璃上做50纳米工艺的光芯片

量产光刻，既然没有人愿意给我们做，

我们就自己做一台光刻机，这也是全球

首台50纳米级，用于光芯片的量产式光

刻机。正如埃隆马斯克所说的第一性

原理那样，如果要解决别人还没有解决

的问题，就需要从最根本的原理开始做

起。”孙立说。

如今，孙立研发团队制造的纳米压

印光刻技术，不但可以量产复杂的3D
纳米结构，用于制造光通信芯片和消费

级AR/MR智能眼镜光学镜片，未来还

能满足其他科创公司在5G光通信、生

物医疗芯片、可穿戴柔性设备等领域的

应用。根据规划，影创将建成集成化量

产线并提供一站式芯片解决方案，预计

2029年营收将达到450亿元。

致力于对未来的探索，影创科技在

2016年成立了量子机器学习实验室，主

要从事人工智能技术的研究，2019年被

正式授牌“浦东新区企业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与复旦大学微电子学院建立复

旦-影创光芯片联合研究中心，强强联

合共同开发国产光学芯片EDA软件。

在孙立的代领下，影创科技集团预

计 2020年营业额将突破 40亿元人民

币，而孙立对第一、对创新追求的道路

还将在浦东继续前行。

本报讯（记者 黄静）经过历时 3个月的角逐，2020
“张江康桥杯”长三角集成电路技能大赛于9月13日落下

帷幕。本次大赛通过搭建赛事平台、校企交流平台、线上

培训与知识科普平台，积极推动长三角半导体产业从业

者间的深度交流与合作。

据了解，本次大赛由市总工会指导，区总工会、区发

改委、区科经委、区教育局、区财政局、区人社局和自贸区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自贸区保税区管理局、陆家嘴管理

局、金桥管理局、张江管理局等单位联合主办，邀请到15
家企业的20支队伍参加角逐。

本次大赛是以工会组织牵头的创新赛事，首次面向

长三角广大集成电路从业者和爱好者，深入集成电路全

产业链，集校企合作交流（核“芯”人才计划）、RISC-V技

术应用、线上产业交流沙龙等创新赛事活动为一体，为参

赛企业和职工搭建技能比武、交流合作的平台，助力集成

电路产业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企业职工自主创新能力的

提高及技能的提升。

在赛题设计上，大赛组委会着眼于产业发展的薄弱

环节，通过 RISC-V 架构技术的普及和推广，助推

RISC-V从开放架构标准、硬件、工具链软件到应用软件

等内容的生态链建设，助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且自主

可控的中国“芯”体系。参赛的产业工程师经过现场培训

后，在规定时间内用基于平头哥RISC-V芯片开发板编

写软件，实现对声音的采集和处理，并通过开发板上的扬

声器播放出来，实现音量调节、暂停、播放等功能。比赛

现场，异彩纷呈，参赛项目激烈角逐领奖台的入场券。

值得一提的是，赛事期间，大赛组委会不仅密集走访了

华虹宏力、上海华力、环旭电子、东软载波等数十家上海集成

电路企业，还面向长三角，走访国内以IDM模式为主运营的

半导体企业——无锡华润微电子，并前往南京，在世界半导

体大会上与长三角地区集成电路相关企业充分交流。

此外，本次大赛聚焦高技能创新人才挖掘、培育，通

过核“芯”人才计划，为企业和产业后备人才搭建互通有

无的“零距离”平台。比如，大赛组委会联合天翼创投共

同发起核“芯”人才计划，首次活动吸引了来自上海交通

大学化学系、微电子系、物理系的学生们积极参与，走出

校门，直面产业，与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封测等处在产业

各环的相关企业面对面交流。不少学生纷纷向企业投递

简历，老师们也与企业探讨合作，如何将一些新的技术带

入课堂。

此次大赛还创新设置了产业交流直播环节。从7月
开始，大赛组委会陆续开展了围绕“用芯赋能物联网芯生

态”“智慧交通，缔造新时代出行方式”“万物互联下，智慧

工业的崛起”“疫情下电子产业全球化路径的思考与行

动”“智慧电网，点亮“芯”未来”“智慧家居，打造生活‘芯’

方式”等主题的系列直播沙龙，帮助企业拓展产品新的应

用场景，寻找倍增的市场空间；通过科普，为产业发声，吸

引更多人关注集成电路产业，加入集成电路产业。

本报讯（记者 黄静）雨一直下，天

气变得凉爽。本周天气雨水频繁，大家

要多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体质虚弱

人群要注意调整着装。

周一工作日开启了阴雨模式，上午

云系较多，是多云到阴的天气，午后开始

本市大部分地区逐渐转雨。上海中心气

象台于 13时 16分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

信号，之后雨水如期而至，南部、中部地

区降水比较集中，全天气温不高，大部在

23-27℃之间，体感还是比较凉爽的。

据了解，今天前期降水偏弱，阴到多

云有短时阵雨。随着高空槽东移，上午

开始雨势逐渐明显，转为阴有阵雨或雷

雨的天气，局地雨量中到大雨，大家外出

一定要带雨伞。气温方面，比昨天略低，

最高气温 26℃，最低气温 23℃，东到东

南风3-4级。

眼下是时节交替之际，近期阴天、雨

水切换相当频繁，一直到周五雨水都是

“常客”，尤其是周二及周三夜间到周四，

明显降水来袭。在雨水的影响下，本周

气 温 也 是 起 起 落 落 ，最 高 气 温 在

25-28℃，最低气温在 20-24℃，郊区会

再低一些。周六天气转好，气温又会再

次回升。

图为昨日陆家嘴烟雨蒙蒙，被一片

云雾笼罩。 □施宇萌 摄

本报讯 （记者 曹之光）今年 10
月，浦东图书馆即将迎来开馆 10 周

年纪念日。如何为这座备受大家喜

爱的“大书柜”，打造一份市民、读者

愿意带回家的“伴手礼”？浦东选择

了广发“英雄帖”。

记者近日获悉，6 月启动的“书

式生活”浦东图书馆文化创意作品

设计大赛，将于 9 月 16 日完成获奖

作品名单公示。部分获奖作品的设

计方案将会打样制作，并将于金秋

亮相在馆内M层开放的浦图文化创

意艺术空间，为市民读者带来更加

丰富多元的文旅体验。

此次设计大赛吸引了高校学

生、普通读者、图书馆馆员、企业设

计人员等社会各界人士踊跃参与，

为浦图设计了一批融合创意、美学、

阅读生活理念的文创产品。9 月 3
日，来自院校专家、艺文评论、媒体、

市场等不同行业背景的资深人员，

共同组成了专家评审组进行现场评

选。综合前期初评，及专家组现场

点评和综合打分情况，评出 1名一等

奖、3名二等奖、5名三等奖获奖作品

并予以公示。

一等奖作品由艺术家张钰敏设

计，她以笔法秀丽、颜色淡雅的手绘

插画，描绘了书山空间、空中花园、

“大书柜”外景等 12 个浦图场景，可

作为鼠标垫、手账本、明信片、台历、

靠枕等系列衍生品的图案。其他获

奖作品中，包括全新设计的浦图 10
周年徽标、海报、文具、帆布袋、手机

壳、水杯等。此次大赛还邀请古艺

文化研究服务中心、上海自贸区国

际文化贸易发展有限公司、艺术浦

东等专业机构，创作了一批浦图文

创衍生品。

“除了作品设计的创意、技术、

美感，作品从设计方案到实际出品

的可转化性，也是此次大赛重要的

考量标准。”浦图相关负责人介绍，

浦图文化创意艺术空间将辟出空

间，展示部分获奖作品。视展示效

果、观众反馈及作者授权情况，作品

有望对外销售。浦图文化创意作品

设计大赛有望每年举行一届。

执着于全球第一的浦东“苗苗”
——记影创科技CEO孙立

长三角集成电路技能大赛落幕

搭建平台推动合作
打造中国“芯”体系

“我这一生两件事情：
东京审判与大词典”

本周开启
雨水模式

用文创产品彰显“书式生活”
浦东图书馆文化创意作品设计大赛公示获奖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