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紫禁城上元夜，彩灯万盏皓月悬
故宫博物院94年来首次举办元宵灯会

本报北京 2 月 19 日专电 （驻京记者李
扬）“九陌连灯影，千门度月华”，上元之夜是

新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今晚，壮美的紫禁

城内彩灯万盏，皓月高悬。

听畅音阁里传来的戏曲声，漫步宫墙上

观灯，赏投影在金色琉璃瓦上的《千里江山

图》等绘画作品，观国宝文物……元宵佳节，

2500 名驻华使节、劳动模范、北京榜样、快递

小哥、环卫工人、解放军和武警官兵、消防指

战员、公安干警等各界代表，以及 500 名网

上预约的观众， 一起见证了故宫 94 年来首

次举办的元宵灯会，在古老的紫禁城里共贺

良宵。

午门城楼及东、 西雁翅楼在灯光映照

下，展现壮美雄姿。 城墙上，每隔 5 米一盏红

灯笼，为紫禁城宫墙笼上一层喜庆的红色光

晕，300 多个红灯笼串成一条红龙，把 5 个展

馆连在一起，同时《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

图》等传世之作以投影的方式映射在琉璃屋

顶上，闪耀生辉。

这场“紫禁城上元之夜”活动在故宫博

物院建院史上连创三个首次———建院 94 年

来首次举办“灯会”，紫禁城古建筑群首次在

晚间被较大规模点亮，首次在晚间免费对预

约公众开放。 由于北京的古建筑以木结构为

主，近年来几乎没有元宵灯会在文保单位内

举办。 今年，紫禁城打破了“传统”，也提供了

“高规格”的参观路线———很多环节，观众都

可登城墙，俯瞰全城。

自午门入场后，观众首先看到的是点亮

后的太和门广场，随后由午门西马道登午门

城楼，参观“紫禁城里过大年”展，在东雁翅

楼欣赏中央民族乐团琵琶演奏家赵聪的精

彩演奏。 随后，观众沿着由充满节日氛围的

红灯笼点缀的城墙步行至东南角楼，观看虚

拟现实影片《角楼》，再沿城墙来到东华门城

楼， 参观 “营造之道———紫禁城建筑艺术

展”， 当走过近千米长的布满红灯笼的故宫

东城墙时，可以看到临近城墙西侧的部分古

建筑也被点亮，聆听到畅音阁戏楼传来的戏

曲声音。 行至神武门，观众可以观赏到城墙

南北两侧通过艺术灯光投影于建筑屋顶上

的《千里江山图》等作品。

月光如水，灯火阑珊，故宫的夜景令人

流连忘返。 观众王芹女士说：“夜晚被点亮的

紫禁城如梦似幻，畅音阁传来的戏曲声让我

感觉像是回到了几百年前的上元夜。 ”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介绍，“紫禁城

上元之夜”文化活动作为“紫禁城里过大年”

系列展览活动的延续， 希望能更好地阐释

“传统节庆”这一充满团圆幸福感的话题，让

新春的故宫博物院在深沉壮美的厚重文化

之外，以更加“接地气”的方式，让公众感受

博物馆里独特的节庆味、人情味。

单霁翔表示， 今后故宫还将探索在中

秋、端午、重阳等传统佳节举办类似的文化

活动。 “紫禁城已经走过了近 600 年岁月，在

悉心保护故宫文化遗产的前提下，故宫博物

院希望通过展览等方式， 与观众的期望互

动，让沉睡的文物活起来。 ” 元宵庙会走进楼宇

昨天，徐汇区龙华街道专门为白领举行“龙耀琼楼·华

璨玉宇”活动，让白领在楼宇就能感受传统元宵庙会。 图为

商务楼内，龙华社区青年舞龙闹元宵。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影报道

在上海过元宵，玩一把趣味灯谜
数十场成规模活动伴市民游客共度佳节

“调高温度（打一三字手机用语）。 ”主持

人的话音刚落， 台下就有人举手并报出了正

确答案———“开热点！ ”现场掌声一片。 昨天，

上海市工人文化宫热闹非凡， 从下午一直持

续到晚上的灯谜大会让人们在欢笑声中共度

佳节。

昨天是元宵节 ， 这一节日的 “三大标

配 ”———猜灯谜与赏花灯、 吃汤圆一起深得

国人喜爱。 据不完全统计，仅昨天一天，沪上

举办的成规模猜灯谜活动就有数十场。 与其

他地方的灯谜相比，海派灯谜的特色在哪里？

它起源于何时？是如何创作出来的？记者走访

多位谜界专家，“解密”海派灯谜的前世今生。

沪上的灯谜活动由来已久， 据上海市工

人文化宫职工灯谜协会会长刘茂业介绍，上

海元宵猜灯谜迄今有数百年的历史。 都穆所

撰写的嘉定方志《练川图记·风俗》中记载，早

在明代， 猜谜已在上海流行。 至清代咸丰年

间，上海的猜谜活动已相当普遍。

上世纪初，“大世界” 游乐场、 法国公园

（今复兴公园）、半淞园、《金刚钻报》社、西新

桥“大中楼”酒楼及青年会等处都是当时申城

市民猜谜的好去处。这里诞生过萍社、玉泉轩

谜社、大中虎社、虎会等著名的灯谜团体，涌

现出数以百计的灯谜专家。南社的杨了公、王

均卿、奚燕子，以及鸳鸯蝴蝶派的开山鼻祖之

一徐枕亚等，都曾倾注热情创作、研究和传播

灯谜，为中华谜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49 年后，上海人的猜谜场所多在市工

人文化宫、市青年宫及各区的工人俱乐部、文

化馆等处。 在高峰期的上世纪 80 年代，沪上

几乎每天都有大型的猜谜活动。

说到海派灯谜的特点， 刘茂业将其归结

为“知”“趣”二字。

知，是说谜中应蕴含文化知识。 例如“匹

诺曹一再说谎 ”（打军队称谓二 ）“准将 、连

长”，倘若仅知道外国童话《木偶奇遇记》主人

公匹诺曹在说谎后鼻子会变长的故事， 未必

就能猜出，还要知道“准”在古汉语中可作“鼻

子”解释，如“隆准”指高鼻子。

趣，是强调灯谜得有趣。 例如“一口外语

山东腔”（打新疆地名一）“吐鲁番”，此谜“吐”

意为“吐白、说话”，“鲁”代表山东，“番”解作

外国或外族。

作为这座城市的民俗， 海派灯谜也带有

海派文化的通性，多元、包容、富有创造力。刘

茂业告诉记者， 海派灯谜创作一直遵循 “三

新”，即要求“谜面内容新”“谜底材料新”“扣

合手法新”。海派灯谜的材料不囿于以往的四

书五经、文赋诗词等传统古典内容，它可以将

外来文化、新鲜事物、网络热词、新闻焦点等

用作典实入谜，创作手法多样。

据透露，现在上海并没有职业谜人。每年

元宵节，申城各大灯谜活动上，参与灯谜创作

的全都是业余谜人。大家来自各行各业，都是

因为热爱传统文化， 慢慢从最初的猜灯谜到

了创作灯谜。因为是最新创作，沪上的灯谜在

网上找不到答案，这也是一大亮点。

“现在在福建、江苏等地，有些灯谜团体

全部由 90 后组成。上海也在努力吸引年轻人

加入进来，一起传承我们优秀的民俗文化。 ”

有着多年制谜经验的戴英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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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
上海召开全市法院院长会议

本报讯 （记者何易） 2 月 18 日至 19 日， 上海市高级

人民法院召开全市法院院长会议， 全面总结 2018 年工作 ，

部署 2019 年任务。

2018 年， 上海法院紧紧围绕国家战略和上海工作大局，

全年共受理各类案件 79.8 万件， 审结 79.4 万件， 其中入选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 8 件，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被评为全

国 “解决执行难样板法院”。 同时， 上海法院司法体制综合

配套改革顺利推进， 设立了全国首家金融法院———上海金融

法院。 为全力服务保障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还设立了

青浦区人民法院西虹桥 （进口博览会） 人民法庭。 此外， 紧

紧围绕自贸试验区、 “一带一路” 和 “五个中心” 建设、 打

响 “四大品牌”、 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等重大部署，

制定了一系列专项意见。

市委常委、 副市长、 市委政法委书记陈寅在会上对上海

法院去年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并对上海法院下一步工作提

出五点要求：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 始终坚持人民法院正确的政治方向； 充分认清形势

任务， 进一步增强做好人民法院工作的责任感、 紧迫感、 使

命感； 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 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

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 促进审判

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 围绕锻造高素质法院队伍， 切实加

强革命化、 正规化、 专业化、 职业化建设。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刘晓云出席会议。

豫园灯会游客超13万
申城“零燃放”庆佳节
本报讯 （记者何易） 昨夜今晨， 上海公安机关再次

启动高等级勤务， 全市公安干警、 消防队员、 武警官兵和

平安志愿者全员上岗， 全力维护上海城市公共安全。 截至

今天凌晨 1 时， 全市社会治安持续稳定， 未发生重大刑

事、 治安案件和交通、 火灾事故， 本市外环内区域未接报

烟花爆竹燃放警情， 实现了禁放区域零燃放、 烟花爆竹引

发零火灾目标。

昨天 16 时， 吃完机关食堂给大家准备好的汤圆， 上

海特警总队一支队二大队副大队长金鑫就急匆匆和战友们

穿上装备， 准备出发———他和战友们要立即赶赴执勤点战

备轮岗。

18 时， 豫园华灯初上， 一座座造型别致的主题彩灯

让游客流连忘返。 负责维持现场秩序的武警上海总队机动

第二支队千余官兵穿梭在豫园各个角落， 在豫园老街、 九

曲桥等重点区域和狭窄路段， 武警官兵一一间隔、 疏导和

分流， 确保游客进出园区顺畅。 支队长马克荣告诉记者：

“执勤现场有数支经过专业培训的武警应急救援分队和医

院救护人员全时待命， 遇到情况可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提

供紧急救助。”

20 时， 豫园商城客流量已超过 1.5 万人次， 黄浦警方

立即启动预案， 形成客流单向循环。 在中心广场、 九曲桥

广场等客流集中区域， 以 “铁马+人力” 疏导方式形成局

部区域内单向流动， 并配置民警和保安等加强客流疏导。

在商城八个出入口安装 “客流眼” 系统， 精确掌握和预判

园区客流趋势， 通过及时调整入口、 出口通道数量调剂园

内客流总数。 昨天全天， 前往豫园参观灯会人数超过 13

万人次。

按照民俗， 元宵佳节标志着春节即将圆满收官。 上海

各级消防救援队伍最大限度把力量压到一线， 对综合性商

场、 大型综合体、 节庆活动场所、 重要交通枢纽等重点场

所及部位前置执勤力量， 全总队 140 多个消防队站、 700

多辆消防车执勤车辆、 近万名消防指战员在岗在位， 守卫

元宵节平安。

23 时， 全市派出所民警带领辖区平安志愿者结合外

环线以内、 外环线以外、 远郊区等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

分时段、 分区域、 分强度开展对居民小区、 重点线路的巡

查巡防， 确保及时发现并依法劝阻、 制止非法燃放烟花爆

竹行为， 实现了烟花爆竹禁放区域零燃放和烟花爆竹引发

零火灾的工作目标。 昨天， 全市报警类 110 接报总数同比

下降 12.9%。

坚贞不屈的“红色大管家”毛泽民
冬日的韶山冲，游人如织，

走进毛泽东同志故居， 游客们

认真倾听讲解员讲述当年那段

故事———毛泽东坐在灶屋里的

火塘边，给大弟弟毛泽民、小弟弟毛泽覃以及堂妹毛泽建讲述革

命道理。 在韶山，毛泽民等烈士的故事广为人知。

毛泽民，1896 年生，湖南湘潭韶山人。 1921 年参加革命，很

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 年 2 月随兄毛泽东到湘潭、湘乡

开展农民运动，同年 9 月进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随后，毛

泽民辗转上海、武汉、天津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1931 年初，毛泽民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闽粤赣军区经

济部长。 1931 年毛泽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银行

行长，他在短时间内解决了金融人才严重缺乏、没有准备金、苏

区内多种货币混乱流通等困难和问题。

1933 年 5 月， 毛泽民兼任闽赣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

1934 年 9 月兼任国家对外贸易总局局长，领导苏区银行、财政、

贸易、工矿等经济工作。 1934 年 10 月，红军被迫长征，苏维埃中

央政府财政部和国家银行组成第 15 大队，毛泽民任大队长兼没

收征集委员会副主任、先遣团副团长、总供给部副部长。 时人称

15 大队为“扁担上的国家银行”，在长征中解决了运输、打土豪、

筹粮筹款、保障供给等艰巨任务。 1936 年 2 月，毛泽民任中华苏

维埃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

毛泽民长期执掌财政大权，却廉洁奉公，一尘不染，他常说：

“不能乱花一个铜板，领导干部要带头艰苦奋斗。 我们是为工农

管钱，为红军理财的，一定要勤俭节约！ ”

全国抗战爆发后，1938 年 2 月，受党中央派遣，毛泽民化名

周彬，与陈潭秋等同志到新疆做统战工作，先后出任新疆省财政

厅、民政厅厅长等职。 令人痛心的是，1942 年新疆军阀盛世才在

新疆捕杀共产党人。 1942 年 9 月 17 日，毛泽民和陈潭秋等共产

党员被反动军阀盛世才逮捕。

在狱中，敌人对毛泽民等软硬兼施，严刑审讯，逼他招认中

国共产党在新疆搞“暴动”的所谓阴谋，逼他脱离共产党，交出共

产党的组织。 毛泽民等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坚定回答：“决不脱

离党，共产党员有他的气节。”“我不能放弃共产主义立场！”1943

年 9 月 27 日，毛泽民被敌人秘密杀害，时年 47 岁。

新华社记者 帅才 （新华社长沙 2 月 19 日电）

营造爱国拥军尊崇军人浓厚社会氛围
上海昨起为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光荣牌

本报讯 （记者何易） 上海为

全市烈属、 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

悬挂 “光荣之家” 光荣牌工作， 昨

天上午在松江区率先启动。 上海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从即日起至今年 5 月， 本市将分类

分批为数十万烈属、 军属和退役军

人等家庭悬挂光荣牌。

该负责人表示， 要把悬挂光荣

牌工作列入双拥模范城创建考评内

容， 作为创建双拥模范城的重要条

件， 把好事办好办实， 在全社会形

成 “一人参军、 全家光荣” 的社会

新风尚， 营造爱国拥军、 尊崇军人

的浓厚社会氛围。 今后， 信息采集

和悬挂光荣牌将进入常态管理模

式， 新兵入伍、 老兵退役等时间节

点都将及时更新完善信息数据， 悬

挂、 更换光荣牌则一般在建军节或

春节前进行。

松江区岳阳街道烈属徐梅芳在家门口和区武装部干部一起粘贴 “光

荣之家” 牌。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荨昨晚拍摄的故宫午门角楼与圆月。

新华社记者 陈建力摄

茛角楼的灯光与红灯笼交相辉映。

本报驻京记者 李 扬摄

综合

■本报记者 李婷

牢固树立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政策导向
(上接第一版) 把精锐力量充实到基

层一线； 优先满足 “三农 ” 发展要

素配置， 坚决破除妨碍城乡要素自

由流动、 平等交换的体制机制壁垒，

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流动 ； 优先保

障 “三农” 资金投入 ， 坚持把农业

农村作为财政优先保障领域和金融

优先服务领域， 公共财政更大力度

向 “三农” 倾斜； 优先安排农村公

共服务， 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

准统一、 制度并轨。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有关负责人说，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要求能否落到实处， 直接关系到农

村工作硬任务能否按期完成 ， 农业

农村现代化目标能否实现 。 各级党

委和政府必须把落实农业农村优先

发展的要求作为做好 “三农 ” 工作

的头等大事 ， 改变 “三农 ” 工作

“说起来重要、 干起来次要、 忙起来

不要” 的现象， 在干部配备 、 要素

配置、 资金投入、 公共服务等方面

切实把 “优先” 体现出来， 动真格、

见真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