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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滩”进博会

11 月 6 日下午 2 点，国展中心 7 号展馆，上

海南侨食品有限公司与新西兰恒天然集团签订

意向成交协议，采购约 300 万美元的乳制品原

料，订单执行期为一年以内，成为第二届进博会

金山企业成交的首单。

今年再度参展，南侨更是卯足了劲，不仅展

位面积比第一届翻番，而且产品方面增加了更

多进口合作类型。其在进博会 7.2馆（食品及农

产品展区）中心区的展位，可谓备受瞩目、收获

颇丰。

借助这一平台，公司次日还在展位举行了

国内首度 2019/2020新品发布会，以期进一步提

升在全球平台的能见度与知名度。即将上市的

新品来自泰国、爱尔兰、日本、捷克等四个国家

的进口产品，从今年起将陆续在大陆的婴幼儿

辅助食品、烘焙餐饮市场上市。

连续两度参展，南侨公共服务及人文发展

部总经理苏嘉莉深切感受到了进博会带来的巨

大效应。展会期间，前来南侨展位进行了解洽

谈、谋求多方合作的企业不在少数，“能与全球

行业内的一流品牌同台，增加观摩交流的机会，

对我们企业来说，不仅提升了视野，也扩大了优

质资源的合作渠道。”

南侨集团于 1952 年在我国台湾创立，1996
年在大陆首开烘焙油脂厂和宝莱纳餐厅。目前

产品线已扩展到淡奶油、冷冻面团、冰淇淋等品

类，在烘焙餐饮行业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本届参展产品的特色化、差异化，令观展商

对南侨进口事业的发展成果印象深刻，上海市

副市长宗明自今年7月走访南侨金山工厂，本次

特别再到南侨展位参观。

尝到进博会甜头的南侨对第三届进博会

的期许满满。“希望南侨进口事业向‘合作、创

新、共享’的目标更上一层楼，与进博会一起越

办越好。我们明年肯定再来！”苏嘉莉表示，进

博会搭建了一个开放的平台，让企业在与世界

一流产品及服务的对标中，找到了差距、明确

了方向，也更加坚定了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决

心。

金山企业深谙进博会是一年发展中难得

的机遇，不容错过。有些企业或因为各种原因

不能参展，上海裕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其

中之一，但其没有轻易放弃这个绝佳的机会。

金山工业区协调各方帮助裕田公司前去参展，

搭上了进博会这趟“高速列车”，迎来了无限商

机。

作为两个完全不同的个体，从南侨和裕田

的身上，我们不仅看到了金山企业的良好发展

势头，更感受到了企业积极扩展商机的那股闯

劲。而正是有他们的存在，才让金山工业区园

区有了源源不竭的发展动力。

金牌“店小二”

连续两年参与服务进博会，金山工业区企

业服务中心副主任杨雪妹明显感觉今年忙了许

多。

首届进博会带来的溢出效应，让很多园区

企业纷纷瞄准第二届的机遇。“今年市里相关通

知还没下发，我就收到了许多企业的询问邮

件。”作为联系服务企业的桥梁纽带，杨雪妹和

她的同事们前期就通过各种渠道和平台宣传进

博会，并从中深深感受到企业对参加进博会的

热情和期盼。

“从7月份为南侨集团、大江生医集团（百岳

特）和裕田公司（禾煜）等参展企业办理展证开

始，我们便陆续着手进博会的相关工作。”此次

进博会，杨雪妹主要负责专业观众的预约登记

以及企业与区级部门的沟通协调。随时面临的

急任务，考验着“店小二”的服务能力。

进博会召开后，先后有两家企业找到她，表

达想参展的意愿，但苦于已过申请证件时间。

怎么办？杨雪妹立马联系相关职能部门沟通协

商，最终办理出了加急证。上海焱凰贸易有限

公司 11 月 9 日要在展会上有合作签约，但展证

是8日的。怎么办？杨雪妹又忙着协商解决。

六天进博会，杨雪妹基本上每天都“泡”在

进博会各大展馆，忙着组织协调展位、提前熟悉

线路、办理停车证等各种“细枝末节”的事情。

“看着几个项目在进博会上顺利签约，还是很有

成就感的。”杨雪妹表示。

11 月 9 日，金山工业区机电产业公司招商

经理缪慧收到了一家意大利企业发来的邮件：

“金山工业区非常有吸引力，我们很快会将相关

方案发给你……”言辞中，企业表达了在园区投

资的意向。

原来，这是缪慧从去年进博会期间就开始

跟踪的一个项目，从发邮件推介园区概况，到登

门拜访企业，工业区良好的发展环境以及缪慧

真诚、热情的态度，最终赢来了企业的关注。企

业先后两次组团前来考察园区投资环境，并在

今年进博会期间，向工业区抛出了“橄榄枝”。

据了解，作为金山工业区的“金牌店小二”，

缪慧去年还被推荐为首届进博会外国政要联络

官。抓住各种机会，积极向外商宣传推介工业

区，拓展合作机会。

在金山工业区，像杨雪妹、缪慧这样的“店

小二”还有很多。据了解，进博会期间，金山工

业区招商部全员出动，反复多次进展会，积极主

动对接各参展商……

“近年来，我们一直倡导‘人人都是招商员、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招商理念，通过创新服务

方式，提升服务水平，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

园区实现高速度高质量发展。”金山工业区新金

山发展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周永超表示。

好环境带来好效应。据统计，截至今年 10
月份，金山工业区完成签约项目30个，计划总投

资 51.3亿元，提前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其中，内

资签约项目18个，总投资26.3亿元；外资签约项

目12个，总投资3.98亿美元。

未来可期

11 月 10 日，第二届进博会落幕。但进博会

效应的溢出，才刚刚开始。当我们把目光从上

海国家会展中心转向金山工业区，“进博魅力”

已涟漪般传递开来。

11 月 13 日，日本国驻上海领事馆领事、日

中经济贸易中心、日本大阪府驻上海代表处、日

本信金中央金库有限公司及上海市外国投资促

进中心等一行来到金山工业区进行参观走访、

合作洽谈。华东无人机基地、上海（金山）国际

中小企业产业园、金水湖产业社区……优质的

营商环境和广阔的发展前景，给日资机构及企

业留下了深刻印象，纷纷畅谈合作设想。

而早在 11月 5日，加蓬驻华大使波德莱尔·

恩东·埃垃一行就到园区考察调研上海艺迈实

业有限公司，了解智能餐厨废弃物就地处理设

备，洽谈相关合作事宜。

走出去寻找商机，请进来拓展空间。抓住

进博会机遇，金山工业区跳出交易仅是“买买

买”的简单模式，积极组织外资企业进园区参观

交流、洽谈合作，寻求更多的海外合作伙伴，挖

掘更多合作模式，与优质的海外企业共同发展、

实现共赢。

近年来，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命健康、

智能装备等主导产业，金山工业区正加速产业

集聚，“产城融合”效应不断显现。

面向未来，进博会为金山工业区引来了“四

海宾客”，更为创新转型创造了更多可能。而这

些能动的因子，正成为金山工业区奋力创造新

奇迹的引擎所在。

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距 2020年 11月 5日

开幕”的倒计时牌已经立起。未来的 355 天里，

金山工业区又会将以怎样的姿态迎接第三届进

博会，创造怎样的成绩，让我们拭目以待。

揽进博之胜 看金山风云
——金山工业区参与第二届进博会纪实

□记者 洪艳青 通讯员 纪鹤

进博会的热潮如约而来。
在这场盛会中，金山以开放的姿

态，主动把握机遇。作为全区“产业
支柱”的金山工业区，以一贯的创新
和务实精神，借进博东风，为未来集
聚资源、探寻新路……

南侨展位南侨展位

日本企业参观华东无人机基地日本企业参观华东无人机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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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年 6 月 21
日，在柳亚子先生

逝世 25 周年纪念会

上，中共中央政治

局 委 员 胡 乔 木 指

出，柳亚子是一位

忠 贞 的 爱 国 主 义

者，坚定的民主主

义者，杰出的革命

诗人，是中国国民

党革命委员会创始

人之一，是中国共

产党的忠实朋友。

双料革命党

柳亚子 1887 年

出生于江苏省，幼受

严师母教，喜背古

诗、爱诵古文。1906
年加入中国同盟会，

复由蔡元培介绍加

入光复会，成为“双

料革命党”。1909年

11 月 13 日，柳亚子

和陈去病、高旭等人

创立中国近代第一

个 革 命 文 学 团 体

——南社，任主任并

主持社务多年，南社

社 员 总 数 1180 余

人。

他们以诗文为

武器，揭露帝国主义

瓜分中国的危险，号

召推翻清朝封建专

制统治，鼓吹革命，

挽救中国危亡。“满

清王朝在南社为其

吹响的丧钟中走向

灭亡，民国在南社

群体的呼唤中迎来

新生”。1921 年柳亚子在《吴根越角集后

序》自谓：醉心于马克思主义、布尔萨维克

主义并自署为“列宁的私淑弟子”。为倡

导新文学、新文化以至社会革命，1923 年

柳亚子与新朋老友成立新南社，他在《新

南社成立布告》中宣布：新南社精神是鼓

吹三民主义，提倡民众文学，而归根到社

会主义的实行。

同舟共济的战友

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

政变，柳亚子也在被通缉之列，他被迫暂避

日本。回国后从事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与

声援左翼文化运动的活动，以笔为武器，追

怀牺牲的战友、营救陷入囹圄的共产党人

和进步人士、揭露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在

蒋介石一次又一次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反革

命围剿期间，柳亚子热情歌颂毛泽东同志

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斗争，寄希望于毛泽东

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1931年日本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

后，柳亚子就积极地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

组织发起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写下许多

题画诗，将义卖款项捐助于抗日救亡事

业。抗日战争时期，他置生死于度外，以国

共合作与否为衡量是非的标准。1945 年 9
月后，抗日战争胜利，内战危机加剧。柳亚

子更加积极地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加入

中国民主同盟，组织三民主义同志会，身兼

要职，公开宣称“世界光明两灯塔，延安遥

接莫斯科。”他满腔热血、撰写诗文、参加集

会、发表演讲振臂反对内战，疾呼建立和

平、民主、团结的新中国。内战爆发后，周

恩来飞抵上海，多次会晤柳亚子，共同分析

时局共商救国良策。

风雨情深的诗友

在长期的革命风雨中，南社主任柳亚

子一直与中国共产党人保持着情真意切的

诗友关系，其中与不少人有赠诗答诗的举

动。如林伯渠赠柳亚子诗曰：“士到危时方

见义，国无净土怎为家？岿然南社风流在，

珍重文章报国华。”1945年周恩来为柳亚子

题书：“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传达了

共产党人对南社革命精神的赞扬以及对南

社盟主新的期望。

而柳亚子与毛泽东主席诗友关系与唱

和之作，开了一代革命诗风，为后人留下千

秋佳话。

在纵论国事中，柳亚子对毛泽东的魄

力、才学深表钦佩，预料日后必能成为改

天换地的伟人，当时就为毛泽东写下了感

人的诗句：“孔佛耶回付一嗤，空言淑世总

非宜，能持正义融科学，独拜弥天马克

思。”

在重庆期间，柳亚子除赋诗外，向毛主

席索诗。毛主席抄录了写于 1930 年 2 月初

到陕北看大雪之作《沁园春雪》，并于 10 月

7日托人交给柳亚子。柳亚子欣喜万分，为

毛主席的那首磅礴气势、壮阔情怀、丰富内

涵、深刻思想的千古绝唱所折服，立即不失

时机地将毛主席的《沁园春雪》在《新民报》

副刊上发表，一时间人们争相传诵，好评如

潮，在重庆乃至全国引起轰动，此词充分展

示了毛主席博大胸怀和雄才大略，进一步

征服人心，为我党在重庆谈判中打了一场

全面胜利的舆论战。使人们看到了中国的

光明与希望。

柳亚子一生创作 7000 首爱国诗作，郭

沫若评价他：“是一位典型的诗人，有热烈

的感情，豪华的才气，卓越的器识。随着时

代的进步而进步。”新中国建立后，柳亚子

将其所藏 4 万册书，全部捐献给国家，现保

存于北京国家图书馆。

1958年 6月 21日，柳亚子在北京逝世，

首都各界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毛泽东主

席送了花圈，全国人大委员长刘少奇和国

务院总理周恩来等主祭并执绋送葬，灵柩

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后不久，2017 年

10 月 31 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

常委专程赴上海瞻仰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时，曾仔细端详了纪念馆珍藏的一本《共产

党宣言》，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共产党宣

言》中文全译本。习近平总书记指着它说：

“当年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蘸着

墨汁吃粽子，还说味道很甜。”这是“真理的

味道”。

1842 年 2 月 21 日在伦敦问世的《共产

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同

盟所制定的纲领性文件，它第一次阐述了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出共产主义运动将

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揭示了人类社

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

资本主义的必然性，阐明了无产阶级和人

类解放的条件和现实道路，预示共产主义

社会的美好前景。从此，《共产党宣言》被

世界各国广泛翻译，成为推动世界共产主

义运动的理论法宝，它不仅是无产阶级进

行革命的行动指南，而且是社会主义建设

和改革的理论指南。

因为翻译的难度，连恩格斯也说过，翻译

《共产党宣言》是异常困难的，却迟迟未能如

愿。与此同时，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南社社员

戴季陶带回《共产党宣言》日文全译本，打算

将它翻译成中文全译本，但苦于翻译此书的

难度大而迟迟未能成行。当时的翻译界普遍

认为，要求翻译此书的译者不但熟悉马克思

主义理论，而且要具有深厚的日语、汉语功

底。

陈望道早年留学日本，在社会主义思潮影

响下，对马克思主义有浓厚的兴趣，回国以后

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与陈独秀等人在上

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参与社会主义

青年团的筹建工作，常为《民国日报》以及其

副刊《觉悟》撰稿，他通晓语言修辞，文学修养

极出色，不仅深谙日语，而且英语水平也十分

出色。

后来，陈望道接到此约稿后欣然允诺。于

是戴季陶向陈望道提供了《共产党宣言》日文

全译本，陈独秀闻讯后窃喜，立即通过李大钊

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共产党宣言》英文

全译本，供陈望道对照翻译。

1920 年 2 月，陈望道以回乡过春节的名

义，悄然回到浙江义乌县城西分水塘村老

家，这里四面环山、山水相依、地势险要。为

避开来来往往的亲友打扰，他躲进家中一间

柴房，宅中堆放着大量柴草，墙上积满灰尘，

屋角布满蜘蛛网，以木板当书桌，柴草当凳

子，冒着隆冬的严寒，夜以继日秘密地翻译

《共产党宣言》。

为了赶时间，一日三餐都由老母亲送来柴

房用餐。有一次母亲深怕陈望道累瘦了，特

意裹了粽子，并拿来一碟红糖作蘸粽子用，过

了一阵，当母亲来取碗筷时，惊奇地发现儿子

满嘴乌黑，红糖却原封不动。原来陈望道翻

译入迷，竟是蘸着墨汁吃完了粽子。母子俩

相对大笑，这是“真理的味道。”

4月底，陈望道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翻

译，5 月初，他将《共产

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带

到上海他将《共产党宣

言》中文全译稿连同日

文全译本、英文全译本

一起交由陈独秀、李汉

俊校阅。1920 年 8 月，

以上海社会主义研究

社名义印刷的《共产党

宣言》中文全译本正式

问世，它成为国内共产

主义学说的经典之作。

《共产党宣言》中

文全译本的出版，对推

动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对加速共产主义运动

在中国蓬勃发展，都起

到 了 不 可 磨 灭 的 作

用。毛泽东主席曾在

1936 年对美国记者埃

德加·斯诺说：“有三本

书特别深的铭刻在我

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

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

书是：《共产党宣言》陈

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

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

义的书。”周恩来总理

曾在全国第一届文代

会上当着陈望道的面

对代表们说：“陈望道

先生，我们都是你教育

出来的。”陈毅元帅也

说，“我是在读了《共产

党宣言》后走上革命道

路的。”

1923 年 5 月，陈望

道与柳亚子、叶楚伧、

邵力子等人发起组织

新南社，其宗旨是鼓

吹三民主义，提倡民

众文学，而归结到社

会主义的实行。

陈望道历任复旦大学校长、上海大学等

高校教授，担任过旷世巨著《辞海》主编，撰

写了《漫谈“马氏文通”》《修辞学发凡》《文法

简论》《美学概论》《因明学》等专著，是我国

著名的教育家、修辞学家、语言学家、政治活

动家。曾任民盟中央副主席、中科院哲学社

会科学学部委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语

言学组副组长。

1957 年 6 月，根据陈望道本人的要求，经

中共上海市委报请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共中

央直接吸收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实践了他

愿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誓言。

1977 年 10 月 29 日陈望道因肺病感染溘

然长逝，终年 87 岁。1980 年 1 月 23 日，中共

上海市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为他举行了隆

重的骨灰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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