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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宽交会施行提升邮轮准点率

春运预计28艘次邮轮进出上海港

本报讯 （记者 王力）春节将至，豪华邮轮旅游
将迎客流高峰， 预计春运期间有 28艘次邮轮进出
上海港和深水航道，接待出入境旅客约 22万人次。

今年春节是北槽深水航道超宽交会由试运行转入
常态运行的第一个春节，为体现上海港作为邮轮母
港的综合竞争力， 吴淞海事局将在特殊天气情况
下，为邮轮提供“优先安排进口、优先给予编队时
间、优先安排锚地、优先安排巡逻艇护航、优先疏
港”等服务，将船期延误降到最低。

据介绍， 超宽交会去年 1月 1日开始试运行，

到去年 12月 1日， 交通运输部决定超宽交会转为
常态运行，这期间未发生一次事故，除台风等不可
抗力影响，邮轮准点率几乎达到 100%。统计显示，

去年全年完成 271艘次超宽交会，服务国际航线客
船 1003艘次，保障 187万余人次的旅客安全出行。

随着船舶大型化发展，长江口深水航道 350米
的总宽度逐渐成为制约通航能力的瓶颈。按原有规
定，两船总宽度超过 80米就禁止交会，只能单向通
航。为解决这一问题，上海海事局联合相关部门和
科研院校成立课题组，提出让吃水浅的邮轮占用深
水航道两侧 100米的边坡进行通航的方案，将两船
交会的总宽度限制提高到 90米。

首批低硫重质船用燃料油出厂
将配送国际航线船舶进行试航

本报讯 （记者 李蕾）经过近半年的项目攻关
和设施改造，中国石化上海石化股份公司开始生产
低硫重质船用燃料油，成为国内首家生产这一油品
的炼化企业。昨天，首批 6000 吨燃料油出厂，将由
中国石化燃料油公司全球船供油中心负责配送国
际航线船舶进行试航。

据国际海事组织 （IMO）《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
染公约》规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全球船舶必
须使用硫含量不高于 0.5%的船用燃料油。 与目前
船用燃料油含硫量不高于 3.5%的标准相比下降
86%。根据国内外市场需求，中国石化今年开始尝
试置换供应低硫重质船用燃料油。

上海石化依托炼化加工能力充足、地处沿海的
优势， 率先与中国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开展低
硫船用燃料油的配方研究。去年 9月，经工艺调整后
采样， 分析结果显示加氢渣油样品基本满足生产条
件。根据试验数据，结合自身产品结构和技术特点，

上海石化制定了渣油加氢低硫船用燃料油试生产方
案，并对装置生产现场进行改造，最终在 6号炼油联
合装置上成功组织生产。与科研攻关同步，借助中国
石化一体化优势， 上海石化积极配合中国石化燃料
油公司开展大量前期工作，抢占全球船供油市场。

72岁的青浦朱家角农妇许凤英痴迷油画，学画两年办起画展

“有些景色不画下来，就再也看不到了”

72岁的上海农村老太许凤英 “崇拜”两
个人： 法国后期印象派画家亨利·卢梭和德
国当代艺术家安塞尔姆·基弗， 在古稀之年
和一个全新的领域结缘并深陷其中。这个当
了一辈子农民的老妇人迷上画油画，不仅临
摹，还写生；不仅自画自看，还开起画展。

数年前患直肠癌后两次手术，也没有打
消她对油画的热情。她说：“我要把全村的房
子都画下来。”

“不就是两根竹子嘛，我也能画”

许凤英是青浦朱家角林家村人，和油画
结缘，是因为一场大病。

数年前，她被查出患有直肠癌，2015年 6

月动了手术。到了 8月末，农忙时节村里人都
下地干活去了， 许凤英闲不住也下了地。“突
然肚子痛，女儿马上带我去医院一查，刀口开
裂了。”一年后，许凤英又动了第二次手术。这
次， 女儿女婿在医院陪了她整整一个月，“回
家之后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在家静养。”

整天待在家晒太阳也无聊，许凤英就琢
磨找点事情干。 她想起女儿 2014年带她去
迪拜旅游时的一段插曲：一天吃饭时，她看
到餐厅墙壁上挂着一幅装饰画，画着两根竹
子。她问女儿那幅画大概要多少钱。女儿长
期从事文创产业，看了一眼，告诉她大概几
万元。“我吓了一跳， 不就是两根竹子嘛，哪
值这么多钱？这种画我也能画。正好村里常
有画家老师来， 我就想着跟他们学画画，看
自己能否画出像那两根竹子一样的画。”

许凤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女儿女婿。

“我们在村里有一些艺术家朋友， 有机会的
话让岳母跟着他们学点东西，总好过下地干
活吧。 不过我们叮嘱她每天最多画一小时，

不然刀疤会痛的。”女婿张瑞杰说。

许凤英清晰记得画第一幅画的日子：

2016年 12月 2日。当时天气转冷，眼看屋外
行道树的叶子快掉光了。“我急啊！ 这些树多
美，叶子掉光就没有景色了，要赶紧把这美景
画下来。”当时，许凤英天天缠着驻扎在村里
的一位王姓画家要学画，最终画家答应教她。

许凤英崭新而神奇的艺术之旅就此开
始。那一年她 69岁。

“师父把画到一半的画刮掉两次”

一开始，许凤英非常自信。她年轻时是个
很有功底的绣娘。可现实是残酷的。许凤英完
全没料到，艺术家对作品这么严格：她的第一
幅油画，被“师父”从画布上刮掉两次。

许凤英第一幅画选择了写生，画从自家
农宅三楼望出去的稻田。 那位王姓画家教给
她一些基本功，比如打底、上色、运笔等。“那
天我画了整整一上午，仔仔细细打底，没想到
中午老师跑过来一看， 把我的画从画布上刮

掉了，让我重来。我心疼啊！当时就哭了。”

没办法，老师要求重画，只能重画。没想
到许凤英刚画了一半，老师又把她的画刮掉
了。“说我色彩不对、比例不对，再画也没用，

我又想哭了，但这次忍住了。王老师看我情
绪低落，就问我想不想好好画？我说‘想！’王
老师说，那就再来一遍。”

有了两次“打击”，许凤英老老实实从临
摹学起，临摹最多的是法国后期印象派画家
亨利·卢梭的画。她没学过素描，没任何绘画
基础，不懂怎么抓形，也没有物和物之间的
前后、大小、比例关系等概念，王老师就教她
“画格子”的诀窍：把要临摹的画和自己的画
布都打上九宫格，这样就相当于把一幅画作
分成九块拼图，大小比例就不容易出错。

许凤英的第二幅画是临摹一幅国外的
名画。“画上是个外国女人，非常好看，可是
我画不好，大腿和膀子都太粗。王老师说，画
人太难，让我别再画人了。”

许凤英坦言，刚开始学画有点“痛苦”，

“感觉自己走在朱家角放生桥上面，上又上不
去，下又下不来，卡在桥当中了。”熬过那段时
间， 许凤英总结出诀窍：“画画其实和打毛衣
一样，都要打格子，都要细心，打毛衣是一针
一针往下织，油画是一层一层往上铺。打毛衣
学会之后就容易了，画画也一样。”

之后，许凤英把自己的绘画对象固定在
景色和静物上，尤其是乡下的景色，因为“画
起来更有感情”。 她画门前稻田里飞过的白
鹭，画路边树叶由绿变黄的水杉，画屋后静

静流过的小河……

“我叫他们老师，他们管我叫亲妈”

后来，王姓画家从林家村离开。许凤英又给
自己找了其他“师父”，只要有艺术家来村里，她
总要讨教一番。 她看到一位驻村开工作室的王
姓导演有很多好看的颜料， 就问她怎么调出来
的， 王导演直接送了她一些。“我连忙记下牌子
和型号，发给外孙，让他帮我在网上多买些。”

由于许凤英年龄比较大，和艺术家之间的
称谓很有趣。“我管他们都叫老师，但他们都管
我叫亲妈。”“亲妈” 在林家村一带本地话里是
“外婆”的意思，艺术家们敬她年纪大，又看她
有股潜心钻研艺术的劲头，都很喜欢她，就跟
着许凤英的外孙一起叫她“亲妈”。

油画画起来非常麻烦，一层一层油彩铺上
画布，一层干了才能画下一层，一幅画要画一
个月，可许凤英乐此不疲。

许凤英的女儿也支持妈妈的爱好，2017年
10月，女儿为妈妈在村里办了小规模画展。“当
时好多邻居都来看，都说我画得好。”最近，许
凤英的女儿女婿又在为她筹备下一个画展。

许凤英说，现在她看到什么美景都想拍成
照片，回来照着画。“邻居家晒稻柴、农民在田
里挖茨菇，都非常美，我都想画。”她常留意身
边的各种房屋装修、室内设计细节，感觉好的
就拍下来。她每天晚上“眼睛闭起来想到的就
是画画”， 有时候晚上也会爬起来画，“第二天
早上醒来一看，手上的颜料都没洗干净。”她还
搜集了各种画册，2017年夏天， 为了看安塞尔

姆·基弗的中国巡展， 她让女儿带她跑到南京
住了三天， 看完展心满意足地回来，“太好看
了，这才叫艺术！”

“我想把全村的房子都画下来”

油画，让许凤英有了不少改变。以前她总
想着下地干活，闲着就焦虑，现在没事就在画
布上画几笔，平时翻翻画册、去村里艺术家那
儿走走，再也不会闲得发慌。

油画让许凤英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她以前
有很多东西都不愿意吃，也不想尝试，现在自
己会跑到朱家角古镇去买杯珍珠奶茶喝。

许凤英告诉记者， 画画让她开心了很多。

“拿起画笔，对着五颜六色的画布，心里非常开
心，愿意一直这么待着。现在自己情绪也变好
了，有时难免会和家人发生些小争执，以前我
容易生气，现在我争上几句就不争了，扭头去
画画，专心画一会儿就心平气和了。”

不过，有件事让许凤英有些担心。这些年
朱家角发展很快，她怕有些景色不画下来就再
也看不到了。“比如我画过一幅鸭子在水里戏
水，其实这是我想象出来的。林家村属于水源
保护地，早就不允许养鸡养鸭了。再比如，有些
地方的田块、河流也在发生变化，这个月画下
来是这个样子，下个月再去看就不一样了。”

因此，许凤英现在就想多出门，发现更多
的景色，把美景“固定”在画作中。“我就想多画
些乡下的景色，玉米、河流、麻雀……村里的房
子每栋都不一样，很有意思，我已经画了三栋
房子，我想把全村的房子都画下来。”

今日看点邻居家晒稻柴、农民在田里挖茨菇，都非常美，我都想画

近年来城市副中心大型综合性商业集聚，南京路、淮海路的首选商业地位不再

宜人宜商兴商，后街支马路如何活起来

东京银座繁华主街背后的小巷分布着体
现日本老字号特色的小店；纽约繁华的第五大
道后面集聚了 500家科技型创业公司；巴黎香
榭丽舍大街的后街群，则着重体现文化特色。

后街是国际知名商业街区展现出的另一
张名片。南京路、淮海路是沪上两条知名商业
街，在新一轮改造升级中，一条要透出更多文
化气质，一条要走年轻时尚道路，它们的后街
又将展现怎样的风情？在日前举行的黄浦区政
协二届三次会议上，致公党黄浦区委员会提交
了一份《关于开发两街后街增强黄浦购物街区
发展厚度的建议》， 提出建设富有海派特色的
“两街”后街商业集群，拓展南京路和淮海路后
街及支马路的开发思路。

开发后街是知名商业街发展路径
“两街”在近年被很多人诟病其条状主街

难以适应消费新需求。《建议》指出，随着人民
生活水平提高，特别是休闲娱乐、社交、餐饮、

亲子活动的需求取代了纯粹的购物，“两街”条
状化的街道、体量较小的综合性商厦、商业零
售为主的营商模式已不能满足多元消费需求。

而且，开放的街区受气候因素影响，舒适度和
交通便利度都成为软肋。与此同时，这几年，城
市副中心大型综合性商业的集聚化，让消费者
可以就近、便利地、一站式解决上述需求，“两
街”的首选地位早已不再。

开发后街，是很多国际知名商业街的发展
路径。巴黎、纽约、伦敦、东京等城市的著名国
际购物街都有相辅相成的后街支马路，往往主
街上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消费者，而后街支马
路是当地购物达人的购物天堂，在这些后街上
通常能找到一些“百年老店”。比如，东京银座
的繁华主街背后，有一条狭窄的、以“丁目”命
名的街巷，巷中就分布着各种小酒馆、手工店
等，体现日本老字号特色；纽约繁华的第五大
道的后面，聚集起“we-work”共享办公空间，集
聚 500家科技型创业公司，形成仅次于硅谷的
“硅港”；巴黎香榭丽舍大街的后街群中，巴尔
扎克路有巴尔扎克电影院、 巴尔扎克酒店，乔

治五世大街有顶级表演秀，马尔伯路国际美食
云集，蒙田大街有雅典广场酒店和香榭丽舍剧
院；伦敦牛津街的后街群，则与主街形成品牌
档次错位，主街集中一线奢侈品牌，后街支马
路成为大众品牌、轻奢品牌的聚集地。

“两街”后街与主街未能互为依托
历经多年开发与演变，南京路、淮海路“两

街”背后形成了一些后街支马路，如通过新建
开发与重置开发形成的新天地商圈、思南公馆
区域、外滩源等，也有大量自然生长型特色商
业街道，如特色小店集聚的南昌路、雁荡路、瑞
金路等。《建议》指出，这些后街与主街未能形
成互为依托的购物街区。

新建开发模式、重置开发模式往往能较好
借鉴大型综合商业体的发展经验，但在实际运
营中较难实质性突破与主街的商业同质化，新
商圈对主街的分流效应、 摊薄效应时有显现，

没有形成明显的错位或互补。而自然生长型特
色商业街，更有利于个性化商业、潮流小店的
出现和发展，更能形成与主街商圈的互补和呼
应。但这类商业街业主比较分散，总体发展效
率较低，缺乏统一规划，容易出现商业生态方

面的缺失和业态布局方面的失控。

发展“两街”后街支马路，还面临一些政策
约束。 最明显的就是街区商业和居住功能的矛
盾以及商业开发与现行政策的冲突。“两街”后
街支马路， 从原有功能设计上大多定位于居住
区，居民人口密度高、商业开发基础设施亟待完
备。但随着商业开发的深入，沿街底层建筑商铺
化，水电配套、车辆停放、防火安全等制约性瓶
颈凸显；“两街”周边建筑相对老化，实施商业开
发后可能出现的噪音、烟气、废水和生活垃圾等
环境问题不容忽视。《建议》认为，妥善解决开发
给原住居民带来的困扰， 进而通过开发实现与
广大原住居民的发展成果共享，是“两街”后街
开发在初期必须完成的顶层设计。

此外，还有些自然形成的支马路后街商业
雏形，因沿街商铺很可能是居民的花园、天井
或住宅等改建而成，按目前法律法规须予以拆
除。如果要进行后街开发，要在需求和现行城
市精细化管理政策法规之间找到平衡点。

突显后街经济“消费生态”要素
“两街”后街经济如何发展？《建议》提出

“宜人、宜商、兴商”理念。在开发规划中，突显

后街支马路“消费生态”要素，把人（属地居民、

游客、商圈从业者）作为核心服务对象，同步开
展对交通、绿化和步道的配置设计。

所谓宜人，目前“两街”主街都是商铺连着
商铺，缺乏休憩场所，建议在后街支马路上多开
设小咖啡馆等轻餐饮场所，辟出一些小型绿化，

建立小型博物馆、纪念馆等，为居民和游客提供
休闲场所。宜商，是指在商业业态和品牌规划定
位方面，后街支马路应和主街各有侧重，形成合
理梯度，从空间上拓展主街功能。最后，要兴商。

在后街支马路开发上，通过不断建立和完善“两
街” 周边商业配套管理制度和评价体系， 形成
“择业导入发展、择优向主街引导、择劣淘汰清
离”的准入和退出机制。

对于已形成特色的后街支马路，《建议》希
望政府加强引导。 关注自然生长型特色商业街
道形态、业态，建立跟踪反馈机制，引导区域内
个性化商业，探究“消费生态”方面的深层发展
动因，解决困扰自主型创业者的难点和痛点。后
街要“活”起来，政策上还要适度放开。政府在规
划的基础上应对一些街区有控制地开放 “居改
非”，让特色小店有合法的出生证，纳入工商、税
务、城管等管理体系，从而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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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唐烨

■本报记者 茅冠隽

圆明园路旁典雅的老建筑吸引市民拍照留念。 本报见习记者 孟雨涵 摄 暖阳中的思南路上老洋房。见习记者 董天晔 摄

许凤英正在认真作画。 许凤英将乡村美景画入自己的作品。 （均 资料）

上海地产原副总裁辛继平获刑14年

本报讯 (记者 陈琼珂 王闲乐) 上海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昨天公开宣判辛继平贪污、受贿、徇私
舞弊低价出售国有资产、隐瞒境外存款一案，对辛
继平以贪污罪、受贿罪、徇私舞弊低价出售国有资
产罪、隐瞒境外存款罪合并判处有期徒刑 14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 100万元。

辛继平系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裁、

上海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简称
“虹联公司”） 原董事长、 党委书记、 法定代表人。

2002年至 2015年间， 辛继平利用担任国有公司虹
联公司总经理、董事长等职务便利，为他人承接虹
联公司所开发房产的装修、绿化、景观等工程项目，

购买、承租虹联公司房产、商铺等提供帮助，收受他
人现金、名表、购物卡等贿赂共计 278万余元。

2013年 10月， 辛继平利用其担任虹联公司董
事长的职务便利，违反国有资产处置规定，徇私舞
弊， 决定将上海市浦东新区丁香路等地的 66套商
铺低价出售， 共计造成其中 31套商铺以低于市场
价 2182万余元的价格完成产权变更。其间，辛继平
还借用他人名义或帮助特定关系人低价购买了其
中 5 套商铺， 非法占有国有财物 298 万余元。自
2000年起，辛继平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渣打银行开设
投资基金、存款账户等，并在担任虹联公司和上海
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领导职务期间汇入港币、美元
等钱款， 未按国家规定如实申报。 截至 2017年 7

月，上述账户内共有存款折合 62万余元。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辛继平身为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
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徇私舞弊低价出售国
有资产，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并从中
谋取个人私利，侵吞公共财物，数额巨大；隐瞒境外
存款，其行为已分别构成受贿罪、徇私舞弊低价出
售国有资产罪、贪污罪、隐瞒境外存款罪，应予数罪
并罚。综合考虑辛继平到案后如实供述相关罪行并
积极退缴赃款等情节，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低硫重质船用燃料油装船。 （资料）

宝山海事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海洋量子号。

本报记者 海沙尔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