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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公告

■本报记者 樊丽萍

■本报记者 徐晶卉

综合 公告

营造最优最好购物环境辞旧迎新
元旦假期三天上海商业消费额 134.97 亿元，同比增 10.6%

岁末迎新之际 ， 上海商业氛围浓

郁，橱窗造景美轮美奂，营销活动精彩

纷呈，成为打响“上海购物”品牌的又一

场重头戏。 来自银联商务大数据监测显

示 ， 全市元旦假期三天共发生消费

134.97 亿元 ，同比增长 10.6%；消费人

次达 1135.09 万，同比增长 10.29%。

不少购物中心销售额同
比增 20%以上

据上海市商务委抽样调查 377 家

零售和餐饮企业数据显示，元旦假期三

天，普陀、嘉定、徐汇、杨浦、长宁、静安、

虹口、青浦等地区样本企业销售额同比

增长两位数以上，购物中心、百货、专业

专卖店、连锁超市等各业态都保持较好

增长。 其中，长风大悦城、第一百货、长

宁来福士、上海环球港、合生汇、佛罗伦

萨小镇等样本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

20%以上。 此外，第一八佰伴去年 12 月

31 日当天营业至第二天凌晨 2 点，销售

额突破 8 亿元，同比增长 9.2%，创百货

单日销售历史新高。

根据银联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从

消费金额来看， 消费金额较高的仍为南

京西路、南京东路、陆家嘴以及淮海中路

等老牌商圈。 上述四大市级核心商圈在

元旦假期包揽了约 19亿元的消费金额。

节日期间，外来游客消费次数高达

363.5 万人次，发生消费 40.1 亿元，较去

年同期分别增长 11.16%和 11.20%，外

来 游 客 消 费 占 全 市 发 生 消 费 比 重

29.7%。数据显示，外来游客消费主要以

“买买买”为主，“吃、住、行、游、购、娱”

六大消费板块中，购物消费金额占比高

达 82.0%，消费次数占比高达 71.2%。有

意思的是，高消费游客前三来源城市依

次为北京、苏州及广州，其中北京游客

消费能力最高，高消费游客数量占比高

达 19.47%。

美陈造景 “场景式 ”“IP

化”“品牌化”

第一八佰伴门前的巨型礼盒，搭配

38.5 米的主屏投影幕墙，营造了浓厚的

新年气息； 上海环球港结合 “猪年”主

题，布置小猪造型的麋鹿……岁末迎新

期间，“场景式”的美陈造景让人目不暇

接 ，上海各商圈 、商街 、商场努力打造

“最优最好的购物环境”。

“IP 化”“品牌化”也是上海商业美

陈造景的特色。 比如，上海香港广场的

蒂芙尼蓝巨型机器人十分抢眼，脚下还

设置了“梦幻乐园”快闪店；世茂广场推

出了“潘多拉爱之星球”冬日奇幻之旅；

世纪汇广场推出故宫 IP 展， 既为消费

者提供了更丰富、 更舒适的购物体验，

也为商业企业带来了人气和销量。

“夜上海”是上海商业的一张重要

名片，也是上海商业辞旧迎新的高潮节

点。 新天地 2019 上海新年活动是商旅

文联动的传统项目，今年引入了全新水

上舞台和巨型 LED 灯光舞美， 为市民

游客打造更优的消费环境。 据统计，节

日期间上海组织开展了 24 项新年活

动，同时联动市交通委，实行 1、2、7、8、

9、10 号线六条地铁线路 12 月 31 日夜

间延时运营。

申城平安祥和迎来 2019年
元旦假期全市报警类 110 总数同比下降 20.6%

本报讯 （记者何易 ） 2019 年元

旦小长假期间， 上海公安机关启动社

会面高等级防控勤务， 全面强化社会

面防控、 人群聚集公共场所安全管理、

雨雪恶劣天气应对等各项安保工作措

施， 全力以赴确保各项迎新活动安全

有序、 社会面平安祥和。 截至今天零

点 ， 全市报警类 110 总数同比下降

20.6% ， 未发生有重大影响的刑事 、

治安案件， 未发生重特大火灾、 交通

和其他治安灾害事故。

元旦假期， 上海公安机关不断强

化社会面整体防控措施，精细部署街面

巡逻防控警力，在加大警力投放的基础

上，坚持科学用警、精准布防。各公安分

局按照“警力跟着警情走”的原则，进一

步优化勤务布局， 确保 24 小时 “全覆

盖、不间断”。针对 12 月 30 日申城遭受

低温雨雪冰冻恶劣天气影响的情况，全

市公安机关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预

案，加大视频和实兵巡逻力度，全市公

安交警部门增派警力， 对过江桥隧、立

交匝道等易积雪、 结冰点加大巡逻频

次、加强管控力度，并配套落实临时限

速、警车引导等措施，确保恶劣天气下

未发生重大交通事故。

针对元旦期间上海国际旅游度假

区、 朱家角景区、 上海动物园等景区

景点客流大幅上升的情况， 属地公安

分局指导落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 加

强安全监管， 做好应急处置准备， 确

保园区及周边安全有序。 公安交警部

门完善细化道路疏导 “一路一方案 ”

“一点一方案”， 在全市重要路口加强

指挥疏导和秩序管控， 全市交通安全

形势总体平稳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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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上海口岸超4620万人次出入境
两大机场客运量近 1.18 亿人次

本报讯 （记者何易 李静）记者昨天

从上海边检总站获悉，2018 年上海口岸

出入境人员达 4620 余万人次，同比增长

约 5.8%，再创历史新高。其中，浦东国际

机场口岸全年出入境人员数量超过

3840 万人次，同比增长约 7.7%；上海邮

轮口岸出入境人数近 370 万人次。

据介绍 ，上海边检总站以 “智慧边

检”为引领，大力推进自助通关。 目前，

上海口岸自助通关通道已达 183 条，去

年全年上海口岸选择自助通关的出入

境旅客数量超 1500 万人次 。 去年 11

月，上海边检总站还与上海市公安局出

入境管理局合作建成上海口岸外国人

144 小时过境免签预申报平台 ，进一步

优化升级 144 小时过境免签便利举措。

据统计 ，2018 年申请办理 144 小时过

境免签的旅客超过 5 万余人次，同比增

长近 20%。

此外 ， 记者还从上海机场集团获

悉 ， 2018 年 ， 浦东和虹桥两大机场共

起降 771957 架次航班； 两大机场年旅

客吞吐量达 11769.97 万人次 ； 完成年

货邮吞吐量 416.94 万吨 。 两大机场全

年客运量同比增长 5.20%， 货运量与航

班量与去年基本持平。

截至去年底， 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

分别实现连续第 19 个和连续第 31 个安

全年。 目前， 已有 107 家航空公司开通

上海两大机场的定期航班， 联通全球 48

个国家、 300 个通航点， 其中有 135 个

国际航点， 2018年新增五个国际航点。

运动迎新热潮席卷冬日申城
六万余名市民投身 33 项全民健身赛事

2019 年的第一个清晨， 六万余名

申城市民投身登高、 长跑、 骑行等 33

项全民健身赛事之中， 以运动的方式

迎接新年。

新年登高步步高， 作为沪上传统

迎新活动， 连续举行 24 年的上海市东

方明珠元旦登高健康跑活动昨晨在东

方明珠城市广场举行， 来自各行各业

的千余名登高爱好者参与其中， 副市

长陈群出席活动并宣布开幕。

活动以 “爱满东方·明珠汇聚 ”

为主题 ， 在推广全民健身理念的同

时， 还捐赠款项给上海市儿童健康基

金会 “东方明珠特困家庭患儿帮困救

助” 专项， 为特困家庭病患儿童提供

医疗帮困救助 。 活动现场 ， 沈富麟 、

杨扬、 王燊超、 洪沁玥四位老中青三

代新中国体育人担任升旗仪式护旗

手 。 作为 2022 年北京冬奥组委运动

员委员会主席， 杨扬认为， 上海不仅

是一座运动的城市， 也是一座充满活

力的城市 ， “随着上海的发展与变

化， 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市民参与

到运动中去。”

同样备受市民青睐的静安元旦迎

新跑今年迎来全面升级， 新增了 10 公

里项目 ， 而起伏明显的 “两桥一隧 ”

路线， 为跑者带来了更具挑战的赛道

体验。 4800 名跑者沿着南京西路向东

前行， 在奔跑中感受城市魅力。 在嘉

定区的上汽国际赛车场内， 万名跑友

汇聚在这片曾专属于 F1 赛车的顶级

赛道 ， 在 “上赛道 ” 跑出一个 “上 ”

字， 迎接蒸蒸日上的一年。 作为全世

界唯一一项在 F1 赛道上举行的半程

马拉松赛事， 蒸蒸日上迎新跑已是连

续第五年举办 ， 今年除了 21.6 公里 、

5.4 公里两大组别， 赛事还特别设置了

亲子嘉年华体验跑活动 ， 吸引了 200

组家庭参与。

运动迎新的热潮席卷全市， 形式

多样的赛事让市民们能快速找到适合

自己的舞台。 其中既有虹口元旦迎新

跑、 普陀区元旦迎新摩登跑、 奉贤区

元旦迎新跑等一系列以体验为主的大

众路跑活动， 又有诸如马桥国际半程

马拉松赛这样适合专业跑者的竞技型

赛事。

除了热度最高的路跑赛事之外 ，

元旦当天各区还举行了沪港澳飞行嘉

年华、 崇明区冬泳赛、 贺岁杯钓鱼比

赛等一系列迎新活动。

■本报记者 谢笑添

中国文化“走出去”，小众篆刻潜力足
首次面向全国大学生群体的篆刻展在沪举行

新年第一天，华东师范大学体育馆

内场面壮观，全国大学生篆刻大展之现

场创作大会正在进行———

约 120 张课桌， 每一张课桌边，都

有一位青年大学生一手握石， 一手拿

刀，以各自高校的校训作为篆刻创作的

主题，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迎接新年的

到来。

这是改革开放 40 年来第一次面向

全国大学生群体的篆刻展，自去年 7 月

启动以来，吸引了 172 所高校 546 位在

校生投稿， 最终入展的有来自全国 80

所高校 224 位学生的作品，其中获特设

荣誉提名的作品 20 件。

20 世纪的上海曾是中国的篆刻重

镇，涌现了一批篆刻大家、名家。而参与

此次大展前期评审的多位业内名家在

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直言，大展发掘了

一批好苗子，让人倍感振奋。 步入新时

代，弘扬篆刻艺术、让海派文化发扬光

大，上海后继有人。

篆刻逐渐告别“小众”的
标签，获得学术支撑

在两个半小时时间内刻一方印章，

昨天的活动吸引了不少业界大咖前来

近距离观摩大学生现场创作。

“汉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基石，而

书法和篆刻都是以汉字为载体的传统

艺术。 ”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中国画

和书法系副主任张索介绍，和专业领域

的篆刻大赛不同，此次大展主要面向在

校大学生群体，一方面固然希望挖掘一

批有志于从事篆刻专业的好苗子，但大

展之所以要放在大学举办，更希望打造

一个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平台，提高

当代大学生的审美和人文素养。以校训

作为创作主题，主办方就是希望大学生

能在贴近自己实际生活的主题中，寻找

更多创作灵感。

来自上海师范大学书法专业的本

科生杨秀成用了近两个小时，将学校的

校训“厚德、博学、求是、笃行”刻成了一

方印章。 为了把印章刻好，他不仅研究

了校训中所包含的八个字的线条，品读

校训的深意，同时还要通过创作，将校

训的内涵与文字的形式紧密结合，在小

小方寸之间传递出来。

作为中国最古老的传统艺术之一，

篆刻以古代篆书为载体，集书法、雕刻、

文学等于一体， 至今为人们所喜闻乐

见。 目前，全国已有近 200 所高校开设

有书法（含篆刻）专业。篆刻艺术正逐渐

告别“小众”和“冷门”的标签，获得了学

术支撑，发展迅速。

重振海派文化雄风 ，要
有海纳百川的胸怀

一边在现场观摩，一边与青年学生交

流篆刻技法，中国书法家协会篆刻委员会

副主任徐正濂内心的喜悦溢于言表。

“篆刻艺术要发扬光大，从青年学

生抓起，难度一点不亚于足球从娃娃抓

起。 ”徐正濂介绍，书法与篆刻必须兼

修，而年轻人要走上专业道路，从入门

到在业内立足，通常需要耗费几十年的

时间。说得直接点，要在这一行出头，得

坐得住冷板凳，肯下苦功夫，要耐得住

寂寞。 他认为，今天的年轻人学习篆刻

正逢其时，一方面传统文化“走出去”，

需要后继有人；另一方面，在资讯发达

的年代，学习篆刻的途径、渠道比过去

多了。

“过去，无论是书法还是篆刻，一般

都是师徒制，学生一板一眼地跟着一位

师傅学。 现在得益于互联网，不管身处

哪里， 只要愿意学习， 交流的机会很

多。 ”谈及这次参展的作品，徐正濂坦

言，篆刻艺术的传统地域界限如今已被

打破，但南北之间的风格差异还在。 上

海要重振雄风， 涌现更多的篆刻家，必

须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把平台做大。

实际上，包括吴昌硕在内，在近现

代中国篆刻史上活跃的多位 “重量级”

大师并非上海本地人，都是在达到一定

成就后或者为了谋求更大的事业发展

才来到上海的。 徐正濂认为，无论是繁

荣篆刻艺术，还是培养篆刻人才，对上

海来说，把引才的平台做大，博采众长，

才是最关键的，这也有助于海派文化的

传承与光大。

“近现代的海派文化生机勃勃，名

家荟萃。而海派文化实际上是由各个文

化扇面所构成，篆刻是海派文化的一个

重要门类。 ”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常

务副院长顾平指出，继续发展、复兴海

派文化， 篆刻艺术要在传承中创新，必

须充分发挥上海优势。 “我们有学术界

的力量，也有行业的力量，大家应该共

同支撑海派文化在新时代的新发展，助

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 ”

推动传统艺术走出国门，

篆刻还需进一步普及

值得关注的是， 伴随着中国文化

“走出去”，篆刻艺术也被不少学界专家

认为大有可为、潜力无限。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书法国际

传播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朱天曙说，他曾

经受邀到美国讲学，在和国外高校师生

近距离交流中发现， 很多外国人对篆

刻的兴趣十分浓厚 ， 甚至高于国人 。

“因为篆刻中既包含着传统的书法艺

术，也有用刻刀在石头上刻印的技法，

这种创作过程本身就很吸引人。 ”让朱

天曙印象深刻的是，最初他在美国课堂

上试图向学生们展示篆刻时，被安排到

了一个类似实验室的地方。 “很多外国

人没有完全明白，篆刻在中国是文人的

艺术， 他们一听说篆刻要使用刻刀，就

以为只有在实验室才能安全地进行展

示。 ”朱天曙颇为感慨地说，篆刻艺术还

需进一步普及。 未来，我们可能要围绕

材质、工具等方面做些改良，帮助这门

传统艺术走出国门。

新年第一天申城天气晴好， 市民纷纷出门逛街购物， 感受元旦节日喜庆。 图为人流如织的南京路。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在华东师范大学体育馆，来自全国的约 120 位在校大学生进行了篆刻创作。 本报记者 袁婧摄

排列 5 第 19001 期公告
中奖号码： 3 2 2 3 3

每注奖金 100000 元

排列 3 第 19001 期公告
中奖号码： 3 2 2

直选每注奖金 1040 元

组选 3 每注奖金 346 元

组选 6 每注奖金 173 元

体彩公报 7 星彩第 19001 期公告
中奖号码： 6 5 9 6 6 2 9

一等奖 0 0 元

二等奖 2 129761 元

三等奖 103 1800 元

四等奖 1582 300 元

五等奖 20081 20 元

六等奖 247044 5 元

一等奖基金积累数为：

3335701.56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