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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让让！ 上菜了！ ”中午时分，德

清莫干山镇仙庾村村民们围坐桌前，吆

喝声起， 一道道热腾腾的饭菜从烟火升

腾的厨房里端了出来……

这是德清西部山区特有的年俗。 每

到年关， 几乎每个村庄都会组织一场声

势浩大的年猪饭， 村民和远道而来的客

人们不仅能吃到美味佳肴， 还能看到舞

龙、戏曲表演等。 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大

红灯笼高高挂，火红对联贴门前。每年春

节前后，上海、杭州等地的游客便趋之若

鹜，来此过“民俗年”。

对于鱼米水乡的村民来说， 酿一缸

米酒象征着冬日里的丰收与欢乐。这不，

钟管镇下塘村文化礼堂里， 村民们齐聚

一堂，酿米酒、做欢喜团。一声“开锅了！”

文化礼堂旁的土灶头上冒出阵阵水汽，

村民们你搬条凳，我搭架子，忙碌开来。

一桶桶清水倒入蒸桶，透过熟透的糯米，

流入大缸， 经过两轮过滤， 糯米彻底冷

却，随后被倒入大缸。村民谈新明驾轻就

熟地将酒曲一点点放入， 熟练地用手拌

匀。另一桌上，村里的老妇用传统手法捏

起各色糯米团子，除了普通的圆形，还有

酒瓶状、元宝状，上缀吉祥如意的文字或

图案，名为“欢喜团”。

米酒的味道，也是家乡的味道。 “米

酒是下塘村的特色， 几乎家家户户都会

酿制，今年，大家特地选出 8 位村民的自

酿米酒带至年俗节现场， 由现场群众品

尝投票， 角逐下塘村 ‘金牌米酒’ 之美

誉。 ”下塘村党支部书记顾国胜介绍，评

米酒的优劣要细看色泽，再慢慢品，感受

口感。最后评选出金牌米酒一二三等奖。

在这场“有滋有味”的年俗活动上，当地

村民和游客不仅学到了酿酒的工艺，还

享受到舌尖上的欢乐。

今年的莫干山年俗文化节上， 一个

“大家伙” 格外吸引眼球， 这是一架通航

直升飞机。 近年来， 德清大力发展通用

航空产业， 积极打造通航智造小镇。 早

在 2016 年 ， “上海———莫干山 ” 就实

现首次空中直飞， 为德清乡村旅游联通

大都市， 带来崭新的思路。 “当下， 莫干山镇又有新的观光

旅游体验———直升机低空 360?观光游览。 目前， 中瑞通用航

空有限公司设计三条旅游航线， 山之旅、 湖之旅和德清全程

观光。 其中， 山之旅就是高空俯瞰莫干山。” 莫干山镇镇长曹

娅芬表示， 随着德清莫干山机场的开航， 山之旅航线的开通，

直升机观光游开启莫干山镇全域旅游新征程， 为德清高端休

闲旅游产业注入新活力。 （本报杭州 2月 10日专电）

110：报警类接报数同比降两成
本报讯 （记者何易）春节长假期间，上海公安机关持续启

动社会面防控高等级勤务，全力确保本市社会稳定、城市运行

安全有序。 其间，全市报警类 110接报总数同比下降 19.8%，未

发生有影响的刑事、治安案件，未发生重特大火灾、交通事故。

据了解，长假期间上海公安机关按照“警力跟着警情走”原

则，精细部署街面巡逻防控警力，围绕重点时段、重要区域针对

性优化勤务布局，坚持武装巡逻和动中备勤相结合，有力维护

社会治安安全有序。 各公安分局配合消防救援力量，深入人群

密集场所、 大型群众性活动场所等重点部位开展消防安全检

查，全市消防安全形势持续平稳，火灾报警数同比下降 13.8%。

交警部门强化道路交通管理和春运安保工作， 在全市各

主要出沪高速公路增派 30%警力， 强化指挥疏导和应急处

置，确保重点路段、重点道口通行顺畅。 在 2 月 9 日、10 日返

沪车流高峰时段，在主要入沪高速道口、中环线各进出口、中

心城区城市快速路主要匝道等重点部位，增派警力加强疏导，

确保城市交通主动脉畅通。 春节长假期间， 全市交通事故类

110 接报数同比下降 12.4%。

今年过年流行啥？看演出、逛博物馆
上海文化旅游消费增长势头强劲，各公共文化场所累计接待游客77万人次

七天长假， 各地游客和上海市民都把钱

花在了哪儿？ 除了传统的餐饮和商业消费之

外，文化旅游消费增长势头强劲。 据市文化旅

游局统计， 全市 84 家博物馆累计接待游客

59.56万人次， 同比增长 30%；29家美术馆共

举办 52场展览，累计接待观众 14 万人次；全

市各公共文化场所（非遗传习所、社区文化活

动中心、群艺馆、图书馆）共推出 5200 场公

共文化活动，累计接待游客 77万人次；上海 12

个专业剧场共上演了 26台剧目 55场演出，服

务观众约 5万余人，票房收入约 1166.9万元。

民俗文化让人体验最地道
“上海年味”

春节假日全市推出“民俗迎新、都市观

光 、亲近自然 、农家拾趣 ”四个板块共计 59

项特色旅游产品，84 家博物馆累计接待游客

59.56 万人次，同比增长 30%；29 家美术馆共

举办 52 场展览，累计接待观众 14 万人次。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举办迎新送 “福”

贺新春活动，为参观瞻仰的各地观众送上一

幅幅寓意美好祝愿的新春“福”，春节假期前

六天累计接待观众 3.5 万人次。 中华艺术宫

《风生水起逐浪高———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

年长三角美术作品展》展现海派文化、江南

文化，观众人次超过 6 万人次。 演出市场雅

俗共赏，其中“演艺大世界”九家演出场所上

演了 18 台剧目， 占全市专业剧场演出剧目

的 69.2%；文化广场音乐剧《摇滚莫扎特》七

场演出大受青睐，票房占比演出市场总票房

的近 60%。 “欢乐春节”品牌在海外打响，上

海相关演出团体赴国外 11 个城市演出 11

场，服务海外观众近 10 万人次。

民俗文化则让市民游客体验浓浓年味。

2019 豫园新春民俗艺术灯会吸引了不少市

民游客前来看灯、游园、观展，体验最地道的

“上海年味”；2019 古猗园迎春活动以 “福文

化”为主线，通过制作契合新春佳节的园林景

观小品、江南集市 ，开展市民游客喜闻乐见

的猜灯谜、剪纸、舞龙舞狮等传统文化活动，

让市民游客品味古猗园带来的浓浓年味。

寻乡愁、游滨江坐游轮吸引
各地游客

黄浦江两岸滨江岸线正成为上海新的

热点景观。 今年是黄浦江两岸 45 公里公共

空间全面贯通开放后的第二年，黄浦江游览

作为上海打造的世界级旅游精品项目，逐步

成为中外来沪游客体验海派文化、 观赏都市

夜景的绝佳选择。春节期间，45公里滨江岸线

累计接待游客 430.89万人次； 黄浦江游览船

开航 525航次，共计接待游客 12.5万人次。

松江世茂深坑酒店和广富林文化遗址

则带热了佘山国家旅游度假区。 上海已建成

的七座郊野公园成为市民休闲的新去处，让

上海市民游客可以“望得见田、看得见水、记

得住乡愁”， 在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中体验

不一样的年味。 据统计，上海郊野公园累计

接待市民游客 4.8 万人次； 全市各主要公园

累计游客游园量达 533.9 万人次。

这些热点景点吸引了更多外省市游客。

据统计，春节期间，交通客运累计抵达旅客

量为 315.52 万人次，同比增长 5.5%。 2 月 3

日零时至 2 月 9 日 24 时， 本市入沪小客车

数为 136.45 万辆次，同比增长 18%。 春节黄

金周， 本市饭店宾馆客房出租率 50.6%，同

比提高 1.1 个百分点， 旅馆招待所客房出租

率 49.2%，同比提高 3.4 个百分点。

保安全、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让人放心消费

公共服务水平全面提升，让人们可以在

上海文化和旅游市场放心消费、 便捷休息。

据统计，全市 60 家旅游公共服务中心，各旅

游公共服务中心累计接待游客 17.6 万人次。

市公安局在游客相对集中的景区及商

业闹市区域安排足够警力确保安全；民航、

铁路部门积极做好假日期间旅客运输工

作，确保游客出行便利，并及时报送各类统

计信息；市、区两级文化执法机构共出动执

法人员 417 人次 ，检查旅行社 81 家 ，旅游

团队 92 批 ，导游 （领队 ）92 人 ；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共计出动执法人员 1309 人次， 检查

经营户1649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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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打捞”太湖水，给蓝藻找未来
长三角区域全国人大代表首次联合视察太湖治理

“这是蒸馏水， 这是太湖水 ， 两者放

入试剂的颜色并没有明显色差， 这说明太

湖水中氨氮的含量非常小。” 在太湖检验船

上， 全国人大代表、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局

长寿子琪紧盯着研究员手中的两个试

管———如何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共同治

理水污染， 是他思考最多的问题。

为了在 2019 年全国两会上提出更有分

量的建议， 长三角区域三省一市部分全国

人大代表去年 12 月起就 “太湖流域水环境

治理” 展开实地视察， 这也是长三角区域

全国人大代表首次进行联合视察。 代表们

在无锡、 苏州、 嘉兴、 湖州等地了解太湖

水环境的治理情况， 并提出相应建议。

在减少污染的同时将蓝
藻变废为宝

2007 年 5 月， 太湖爆发大规模蓝藻危

机。 从那时开始， 无锡市持续十年进行环

境污染整治， 共关停高污染高消耗高排放

企业 3060 多家 ， 化工企业数量从 2007 年

的 2955 家减少到 2017 年的 850 家 。 也正

是在这十年 ， 无锡高新技术产业占比从

2007 年 的 26.7% ， 提 高 到 2017 年 的

42.3%， 互联网产业营业收入占全国的四分

之一。 在环境治理和产业转型中， 无锡实

现了浴火重生。

代表们在现场 “打捞” 太湖水 ， 检测

氨氮、 总磷等多项指标。 调研当日的太湖

湖水监测显示， 总氮含量 1.33 毫克/升， 总

磷含量 0.067 毫克 /升， 水质为Ⅳ类 。 寿子

琪现场报出一组数据： 2017 年太湖总体水

质为Ⅴ类 ， 与 2007 年相比 ， 氨氮下降

71.8%， 总氮下降 31.9%， 但仍有发生较大

面积蓝藻的可能性， “太湖流域污染物入

湖总量远远超过水体纳污能力， 太湖 ‘营

养过剩’ 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扭转”。

蓝藻治理方式也在进行新的探索 。 在

七里堤坝藻水分离站， 蓝藻有了后续的处

理方式： 通过七里堤沿线四个打捞点 ， 打

捞上来的 5000 吨蓝藻， 经过抽吸 、 破壁 、

分离、 脱水等多项工艺， 变成藻肥料 ； 这

些藻肥将替代部分化肥和复合肥， 用于园

林绿化及水稻 、 蔬菜种植———在减少蓝藻

污染的同时， 将蓝藻变废为宝， 为太湖蓝

藻治理和循环利用找到新途径。

优化太湖生态的同时完
成沿湖产业结构调整

太湖流域地跨沪苏浙皖三省一市 ， 总

面积 3.69 万平方公里。 近年来， 太湖流域

水质型缺水和水环境恶化问题日趋严重 ，

水污染已成为流域经济、 社会发展的制约

因素。

“控源是关键。” 寿子琪在参加联合视

察前， 专门整理了 《上海市太湖流域水环

境综合治理工作情况》， “控住污染源是太

湖水综合治理的重中之重， 沿湖地区应该

因地制宜进行产业转型， 建立太湖水治理

长效机制”。

近年来， 长三角三省一市积极推进多

地生态协同保护， 努力构建区域生态安全

屏障。 上海市青浦区正积极实施企业污水

纳管处理 、 农村生活污水垃圾集中处理 、

畜禽养殖场污水有效治理、 城镇污水处理

厂提标改造、 河道综合整治以及农业面源

污染治理工程等。 而曾以养猪闻名的浙江

省嘉兴市南湖区新丰镇竹林村， 如今已彻

底改变为美丽景观村———村里道路平坦 ，

路两侧青砖铺地， 街边商户有长廊、 挂檐

相护， 所有空调外机、 店招都有风格一致

的 “外包装” ……竹林村在产业转型中实

现了 “重生”。

全国人大代表王建宇表示 ， 环境保护

与经济发展两者都是硬道理， 要坚持生态

优先、 绿色发展， 严防污染转移扩散 ， 要

创新引领区域联动， 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

体系， 将改造提升沿湖化工产业作为重中

之重。 全国人大代表欧阳华建议将竹林村

的经验进行推广， “太湖治理应该和老百

姓的增收增效同步结合， 要在享受太湖美

景的同时， 完成沿湖产业结构的调整。”

太浦河流域有望成为太
湖到上海的生态走廊

太浦河西起东太湖 ， 横穿苏浙沪两省

一市 ， 东至黄浦江 ， 全长 57.6 公里 ， 是

太湖流域骨干性河道 ， 承担着流域防洪

和向下游地区供水的任务 。 随着担负上

海市西南五区约 700万人口供水任务的太

浦河金泽水源地的建成， 上海市、 浙江省

从太浦河取水的规模和供水范围大幅扩

大， 对保障太浦河供水安全提出了新的更

高要求。

根据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的数据 ，

太浦河水质总体较好 ， 保持在Ⅱ至Ⅲ类 ，

但沿线区域纺织、 印染工业企业众多 ， 会

产生大量含高浓度锑的工业污水。 2014 年

以来， 太浦河已发生九次锑浓度异常事件，

对水源地供水安全造成一定影响。

目前， 太湖局加密了太浦河沿线的水

质监测， 探索太浦河水源地供水调度及突

发水污染事件太湖水量应急调度， 建立并

完善太浦河水质预警联动机制。 太湖局局

长吴文庆说， 目前流域内主要城市引用水

水源地供水安全基本得到保障， 但重要水

源地水质达标率仍不高， 水源地供水还存

在较多安全隐患。

代表们了解到， 太湖局将加强源头污

染防控和减排， 协调地区、 行业间的污染

治理， 全面推进城镇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

与此同时， 太浦河后续的流域性工程已经

列入规划， 将来这将是一条从太湖通往上

海的生态走廊。 寿子琪认为， 当前长三角

水环境治理协同共治的格局正在形成 ； 太

湖流域的综合治理要在组织机制上进一步

完善， 太湖区域的取水用水中需要探索联

动机制， 从源头上进一步控制， 实现监测

数据的共享。

■本报记者 祝越

左边是蒸馏水， 右边是太湖水， 两者颜色并没有明显色差， 说明太湖水中氨氮的含

量非常小。 本报记者 祝越摄

医疗：8万医务人员服务96万人次
本报讯 （首席记者唐闻佳 通讯员潘明华）春节是万家欢

聚的假期，但有些岗位的工作人员必须放弃休息。记者昨晚从

上海市卫健委获悉，今年春节，本市有 8.4 万名医务人员坚守

岗位，共计提供医疗卫生服务 96 万多人次，为确保市民健康

过节牺牲了团聚与休息。

据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统计，长假七天，120 医疗救护车

共出动 5568 车次，为市民做好健康守护。上海市“十佳医生”、

急救医生吴昕称，当前是心血管病易发时节，市民要合理安排

作息、合理饮食，慢性病患者一定要坚持服药，外出游玩要记

得随身携带相关急救药品。

365 天，血液不能断。 春节期间，上海市血液中心在 20 个

献血点向市民和游客提供献血服务， 共采集全血 1117 人份，

单采血小板 523 人份。

2 月 7 日， 瑞金医院开放普通门诊， 呼吸科诊区人满为

患。呼吸科主任医师周敏说，看门诊的咳嗽病人最多，“最近气

温骤降，市民要注意保暖，尤其是呼吸道保暖，可以戴口罩，饮

食也要注意不要太过辛辣刺激，避免过敏性咳嗽”。

交通：入沪主要道口返程客流平稳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昨天是春节长假最后一天。由于不

少人已经提早返程， 昨天上海各道口中，G2 京沪、G50 沪渝、

G60 沪昆等主要入沪通道流量平稳。

每逢假日，来往崇明和市区方向的 G1501 高东收费口总

是高流量区域。今年春节假期这里返程高峰出现在昨天上午，

每小时入沪峰值达 3200 余辆。 不过，在持续近两小时的峰值

后，中午前后，返沪流量又出现减少。警方表示，这一现象是由

于不少自驾市民提前出门，形成了流量的短时“真空效应”。即

便道口通行顺畅，警方还是没有放松神经，浦东交警高速大队

全员上岗，实时监测长江隧桥沿线车流情况。 同样的“流量真

空”也出现在了 G60 沪昆高速枫泾收费口。

市交通委数据显示，2 月 4 日至 10 日 15 时，高速公路总

流量为 510.23 万辆次，同比上升 3.89%。 本市各出入境道口

进出沪车辆共计 300.25 万辆，同比下降 4.01%。

铁路上海站同样迎来到达返程客流高峰， 昨天到达旅客

超过 53 万人次，比平时增加 20 多万人。 车站加派了武警、客

运人员，开足进出站口，并做好地铁、公交、出租车等市内交通

信息沟通与衔接，确保到达旅客及时安全疏散。

上海商业在浓浓年味中提质增量
来沪游客消费占比 37.3%，长三角旅客成主力军

美陈造景年味浓郁、 民俗营销人气爆

棚、老字号品牌备受青睐、网红地标好评如

潮……春节期间，上海商业呈现出传统与新

潮相互碰撞的“上海年味”，消费市场红红火

火、购销两旺。

数据显示， 全市春节期间共发生消费

177.3 亿元， 其中除夕夜与年初一两天的消

费市场最为火热，分别发生消费 22.8 亿元和

21.9 亿元，同比增速高达 9.8%和 14.1%。 其

中， 消费金额排名前三的商圈为南京西路、

南京东路和陆家嘴。 春节期间，外来游客消

费次数高达 519.4 万人次，发生消费 66.2 亿

元， 来沪游客消费占全市发生消费比重达

37.3%，远高于元旦期间的 29.7%。

长三角游客是外来游客消费的主力军。

其中，江苏省和浙江省游客消费人次占比较

高 ， 分别达到 26.6%和 13.6%。 而在消费

5000 元以上的高消费游客来源地榜单上，前

三位中有两席来自长三角城市，分别是排名

第二的苏州和排名第三的杭州，消费人次占

比分别达到 12.1%和 5.1%。

与此同时，上海居民外出旅游消费共计

983.2 万人次，发生消费为 111.2 亿元，人均

花费 1130.9 元，外出旅游目的地城市也主要

集中在苏州、杭州、南京等长三角地区。

春节前后， 上海市场品质消费让人眼

前一亮。 节前， 俄罗斯蜂蜜、 斯里兰卡红

茶 、 阿塞拜疆红葡萄酒 、 日本糕点等 400

多种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带红的 “明

星展品” 同款， 在绿地全球商贸港举办大

型年货集市进行销售 ， 增添了市民年货的

“开放味儿”。

春节期间，上海世茂广场、凯德晶萃、白

玉兰广场等新开业的购物地标也成为不少

消费者消费休闲的新选择。 刚刚完成全面改

造的长风大悦城，节日期间销售额同比 2017

年改造前增长明显。

与此同时，观影赏灯、出游观展等休闲

方式趋热。 根据猫眼电影统计数据显示，《流

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飞驰人生》等多部

贺岁影片热映， 除夕至正月初五期间，SFC

上影、 万达院线等 38 家影投企业在全市共

实现票房 1.99 亿元，观影人数达到 428.3 万

人次，场次人均数 46.5 人，高于全国场次人

均 10.7%。

■本报记者 徐晶卉

■本报记者 何易

春节期间 ，

申城不少健身休

闲场所依旧热闹

非凡。 左图： 东

方明珠塔下的室

外滑冰场成了假

期市民游客健身

休闲的好去处。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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