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铁路上海站南广场举行春运法治宣传咨询服务活动

把法律带回家 把平安带回家

    春运期间，铁路上海站南广场

上搭起两座占地数百平方米的临

时大棚，让春运中踏上回家旅程的

旅客有了可以暂时躲避风雨的暖

心场所。
杨建正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杨欢 吴翔）昨

天下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
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举行功能性项

目集中签约仪式。临港新片区与海
昌海洋公园、红星美凯龙、东方明珠

集团、华侨城集团和仲益体育体
汇+5家市场主体达成全面战略合

作项目计划，总投资近 200亿元，涵

盖商业、文旅、体育等城市功能配套

的核心领域。

■ 海昌海洋公园 拟在公园周
边及主城区投资建设核心文旅消费

项目，打造一座创新娱乐、沉浸文
化、产商无界的主题文娱综合体。

■ 红星美凯龙 拟在 101区块
内投资建设以购物公园、特色文化

商业街区、秀场等众多特色业态为

主体的文化商业住宅综合体项目。

■ 东方明珠集团 拟在临港双
创带内投资建设“影视工业 4.0示

范实践区”，构建以转播车为主的录
播设施生产系统集成产业，打造影

视内容生产及后期制作的生产生活
基地。

■ 华侨城集团 拟在南汇嘴观

海公园区域投资建设全新一代超大
型文旅综合项目，并将丰富的 IP资

源引入城市公园带等公共空间。

■ 仲益体育体汇+ 拟利用城
市公园带，建设一个集休闲、娱乐、

餐饮、文化、健康、运动、商务为一体
的体验式文化体育服务综合体。

通过此次集中签约，5 家市场
主体将发挥所长、群策群力，重点围

绕临港新片区功能性项目布局及开

发建设，在食、宿、游、购、文、娱、体
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

孙 云

贵圈仍将“饭”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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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精心准备的惊喜，是先行就绪的轻松，更是累积一年的情意———

回乡的行李箱装着几多故事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今天上

午，静安区在铁路上海站南广场世
博钟楼下，举行 2020年春运法治宣

传咨询服务活动。
本次活动突出咨询范围“广”、

法律服务“实”、法治文化“红”的特
色，为返乡务工人员上好法律课，把

法律带回家，把平安带回家。静安区

法宣办共设置 17个摊位，工作人员

向群众发放宣传折页、书籍及宪法
读本等；相关职能单位专职干部、律

师、公证员现场提供法律、法规、政
策咨询；静安区法律援助中心对符

合法律援助条件的群众现场予以审
查受理；静安区闸北公证处则对如

何办理公证提供专业指导。

    本报讯（记者 郭

剑烽）申城又见“霾伏”，
从前天到今天已是第

三天持续空气污染，前
天夜间甚至达到重度

污染。虽然昨晚起降至
轻度污染，但坏消息

是，昨天下午 3时起，

本市已启动空气重污
染黄色预警，因为受冷

空气输送影响，今天空
气污染预计又达中度

至重度污染，至明天上
午方能完全转好。

上海市环境监测
中心表示，这波空气污

染是空气污染物扩散
条件不理想所致。大气

相对静稳且空气湿度
较大，在这些不利条件

的影响下，本市空气仍
将持续中度甚至重度

污染。
经本市生态环境、

气象部门会商，预计今
天凌晨至白天受冷空

气输送影响，以中度污
染为主，短时可达重度

污染。

在此提醒：儿童、老年人和心

脏病、肺病及其他慢性疾病患者
尽量停留在室内，暂停户外活动；

一般人群减少户外活动，尽量减
少开窗通风时间。室外作业人员

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问：如今最“皇帝不急太监急”

的行业是哪个行业？

答：娱乐行业。

问：何以如此？

答：过去的“贵圈”是用来“娱

乐”的，现在的“贵圈”是用来“饭”

的……

从“贵圈”变成“饭圈”，一字之

差，乱象更甚。

就在 1月 11日晚， 一年一度

的“饭圈”大事“2019 微博年度之
夜”揭晓所有奖项，与往年相比，本

届“战况”更加混乱———饭圈的粉
丝们不仅要在内部竞争做数据，还

得帮自家明星对抗空降的圈外对

手。 眼看着电竞玩家合力以 4.8亿

票把电竞选手 Uzi 送到微博年度
人物榜首，饭圈粉丝们都以为自家

明星今年要集体歇菜了，谁知道官
方直接改变玩法，“年度人物”易名

“年度热度人物”， 把 Uzi 等前 10

名中的 3名电竞选手都踢下了车，

让李现等流量小生重新登顶。如此

一来， 电竞圈和饭圈吵成一团，互
不买账，谁也没赢，倒是让微博白

捡一波数据。

过去，明星靠作品说话，如今，

明星靠粉丝“养成”。饭圈既是英文
“fans（粉丝）圈”的神翻译，也带有

点给明星“赏饭”的意思。 有人说，

饭圈是比高考生更爱比数据、比分

数的一群人，这些亲妈粉、女友粉、

CP粉……出手阔绰， 豪起来可以

买星星，为了控评、买榜、做数据这
“饭圈三宝”，花起钱来更是眼睛都

不眨一下。一个饭圈甚至养活了黑
公关、营销号、水军、站姐等上下游

产业链条上的许多人。 所以，对很

多人来说，饭圈无小事。

但凡有过亲身经历的人都知

道，一旦得罪饭圈，后果很可怕。十
余年前，笔者报道过一名《我型我

秀》全国四强选手的粉丝翘课为偶
像拉票令父亲忧心的新闻，这名选

手的粉丝团立马就把本报的读者

热线给打爆了，甚至有人说要给笔

者烧纸。

十余年后的今天，饭圈势力之

强更是令人闻风丧胆， 说撕就撕，

说黑就黑，毫不手软，对象也是各

种各样，甚至随时可以“手撕”偶像
本身及其经纪团队，而且往往真能

撕成。

饭圈和明星及其团队其实是
互相养成、唇亡齿寒的关系，许多

顶级流量都是“小姐姐们”熬夜打
榜做的数据。然而，一个不留神，流

量也会被饭圈无情抛弃。从峰顶跌
落谷底的时刻，不知道这些流量担

当及其团队是否会发出“养‘虎’为
患，反为其乱”式的长叹。

有句话叫“贵圈真乱”。 2020，

贵圈仍将“饭”否？只要“贵圈”还是

“饭圈”，这乱就停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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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港新片区签200亿元功能性项目
投建主题文娱综合体及“影视工业 4.0示范实践区”

“暖心大棚”遮风挡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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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春将至，坐轨交到铁路上海

虹桥站的人大多有同一个特
征———拖着大大小小的行李箱，里

面装的，或许是带给父母的新衣，
或许是特意购买的老字号产品，或

许是送给孩子的礼物，满满都是对
家人的爱。离家一整年，用什么才

能表达思念、弥补远游？回家的行

李箱里又有怎样的故事？

买些实在物件送爸妈
“码农”高明宇是青岛人，因为

拿到了新公司的 offer，要年后才上

班，所以今年提前了十来天回家，
“可把我爸妈乐坏了”。

“第一年和第二年都在公司值
班，去年奢侈了一下，请爸妈去日

本过年，今年说好了要回老家。”拖

着一只 28寸的行李箱、背着双肩
包，人高马大的高明宇在人群里特

别显眼。他说，箱子里装的基本都
是给亲朋好友的礼物，自己的行李

反而草草塞在背包里。
“4 双运动鞋送给家里的老

人，给本命年的妈妈买了一根金手
链，给爸爸准备了一只运动手表，

光这几样就花了 7000多元。另外
还给阿姨叔叔、弟弟妹妹买了好玩

好吃的东西。”高明宇告诉记者，前
两年都是网上发红包给长辈们，今

年人回去了，就想买点实实在在的
东西带回去，更有年货的感觉，“也

是朋友教我的，送钱给爸妈，他们
不舍得用，买了东西还能带出去

‘炫耀’。”

提前数月囤满满一箱
银色的行李箱上贴满卡通贴

纸，坐在候车室里的李晶晶一手搭

在行李箱上，一手拿着手机和爸妈
视频：“别太早到车站，卡着点来接

我就行，火车都是准点的。”大学毕
业后进入一家培训机构做助教，工

作才一年多的李晶晶说，她把年终

奖都换成了这满满一箱子年货。
“这是我第一次给家里买这么

多东西，就是希望爸妈知道，我在
上海过得很好。虽然很忙很辛苦，

但能养活自己，也能照顾他们。”她
告诉记者，提前几个月她就囤起了

年货。托出国旅游的同事在日上免
税店给妈妈带了一套护肤品，“双

十一”的时候买了进口的钙片和鱼
肝油，还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好了一

瓶白酒。
引起记者注意的还有一只塑

料袋，里面隐隐透出“光明邨”的字
样。“这是我前一天去淮海路排队

买的鲜肉月饼和酱鸭，还有一包糖
炒栗子，买点上海特色给爸妈尝

尝。”李晶晶说。

羽绒服年前快递到家
大大的行李箱里是满满的孝

心和思念，而便捷的网购也让年味

儿随着一个个快递包裹，提前到了
老家。春运的火车上，异乡人还在

飞驰，年货已经到家。
看到淘宝 APP上显示包裹已

经到家，张辉给家里打了一个电

话，让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小姨
赶紧试穿。原来他估摸着每个人

的体型和喜好，一口气买了 8 件
羽绒服，在上海下单，快递到江西

老家，试穿合适的就留下，不合适

的再调换。

“过年要穿新衣服嘛，老人一
般都不舍得买，带他们去商场总

是找各种理由不要，网上直接付
款送到家，不但他们难以拒绝，也

省得我大包小包带回去。”张辉告
诉记者，尽管他要小年夜才能回

家，但各种年货已经陆续快递到

家，“到时候我只要拖个小行李箱
就行了”。

购几箱上海特色年货
同样一身轻松回老家的，还

有在上海做水果批发生意的汪敏

洁。在上海打拼多年的她，把 9岁
的儿子留在老家山东上学，常常心

怀愧疚。
今年，她特地把生意交给同

伴，准备提前几天回家，而赶得更

急的是各种年货。“听上海客户的
介绍，我去南京路上的泰康食品店

买了几大包进口巧克力、水果糖、
碧根果、小核桃，还有上海点心的

礼盒装，回去送亲戚挺体面。”
几大箱上海特色年货在店堂

里就打包快递了，她还在网上买了
两套汽车玩具给儿子，“放寒假了，

让他玩起来”。“其实我包里还有一
样给儿子的东西。”说起这个，汪敏

洁笑得有点“不怀好意”，“在上海
书城买了几本上海的教辅书，哈哈

哈！回去让我儿子练练，看看能不
能做对。”原来，因为常年在上海做

生意，汪敏洁和儿子聚少离多，这
段时间她正琢磨着把儿子接到身

边来念书。“尽管他在学校里成绩
不错，但两地教材不一样，特别担

心他英语跟不上，所以回去先做做
题目，摸摸情况再决定。”

本报记者 张钰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