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文旅局发布实施意见，7月1日起施行

酒店不再主动提供“六小件”

本报讯 （记者 李宝花）以后在上海住酒店要自
带牙刷、剃须刀等一次性日用品了。市文旅局昨天发
布实施意见称，《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将于今
年 7月 1日起施行， 本市旅游住宿业将不再主动提
供牙刷、梳子、浴擦、剃须刀、指甲锉、鞋擦这些一次
性日用品。违者将依法处罚，市民游客也可举报。

对于新规，不少消费者表示支持，认为这样的措
施无论对保护环境还是减少浪费都有好处。 也有一
些消费者提出疑问， 酒店不主动提供这些一次性日
用品后，是否意味着客房价格应有所下调？住客要求
提供这些日用品时是否收费？对此，绿地酒店旅游集
团市场传讯总监王苗苗表示， 绿地旗下酒店的客房
价格不会因为一次性日用品的提供与否而变动，住
客主动索要“六小件”时酒店也是免费提供的。对此，

酒店对预订 7月 1日后入住的客人发邮件告知。

目前，上海多家酒店已提前开始在酒店房间及
预订网站展开相关宣传，但实际影响要到 7月 1日
后才会真正显现。

今日看点北京故宫历史上第二次将雍正文物带到国内其他地方博物馆展览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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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多多与多家老字号携手推“新电商计划”，天猫打造“新国货计划”“国潮行动”

互联网企业追着上海老字号“蹭热点”

蜂花在拼多多上开店仅 4 个月销量增长
近 4倍，今年 3月起，月销售额突破百万元，并
维持高速增长；光明与盒马联手推出流心奶黄
八宝饭，第一批 4 万件被消费者“秒杀”，消费
者甚至一度买空同属光明旗下的血糯八宝饭、

香糯八宝饭； 大富贵借助饿了么推外卖服务，

外卖收入占门店总收入 15%以上，小吃点心类
收入更达 30%……近段时间以来，上海老字号
屡屡创造“网红”“爆款”。

于是，一个新趋势出现了———互联网企业
追着老字号“蹭热点”：在今年“中国品牌日”之
际，拼多多与上海多家老字号携手推出“上海
老字号新电商计划”，天猫的“新国货计划”“国
潮行动”也出现诸多上海老字号，饿了么、大众
点评等平台也把老字号开店作为卖点。

上海老字号是座“金矿”

“上海老字号有很强的号召力， 即便过了
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消费者依旧对这些品牌
充满信任。”拼多多联合创始人达达说，选择上
海老字号推“新电商计划”是有依据的。在拼多
多平台上，上海老字号的搜索转化率普遍高于
其他新生品牌； 在曝光转化率和复购率上，上
海老字号也具有领先优势。还有一个有意思的
细节，平台上有很多上海老字号代购店，说明
这些品牌忠实粉丝多，只是目前老字号自有销

售渠道难以触达这些消费者。“这就给了我们
机会，通过合作与老字号一起服务消费者。”

部分与上海老字号跨界合作推出 “网红”

“爆款”的新品牌也觉得老字号“自带流量”。鸡
尾酒品牌“RIO 锐澳”去年和老字号“六神”联
手推出“花露水鸡尾酒”引爆全网，今年又与英
雄钢笔合作，计划推出“墨水鸡尾酒”。公司数
字零售事业部总监唐慧敏说，“网红”产品往往
要能勾起消费者的好奇心，与老字号跨界合作
就特别容易引起市场兴趣。

数据显示，上海老字号是座“金矿”：上海
拥有全国最多的老字号，达 222 家，其中商务
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企业 180家，本市认定
的“上海老字号”42家。从经营情况看，有三分
之一的老字号影响力强，具有较高市场占有率
和良好品牌形象； 还有大半的老字号发展平
稳，后续潜力巨大；只有不到七分之一的老字
号因经营不善或业务调整淡出市场。 由此可
见，上海老字号的品牌价值总体较高。

敢创新“新老合作”有基础
上海老字号虽带个“老”字，但创新求变意

识很强。光明乳业相关负责人向记者罗列了今
年以来的一连串新产品：1月有流心奶黄八宝
饭，2月是限量版“复刻”老酸奶，4月推出减脂
鲜牛奶、浓醇鲜牛奶、添加自主知识产权菌种
的新酸奶，以及由莫斯利安酸奶变身而成的酸
奶冰淇淋……有些新产品虽利用了互联网企

业提供的大数据来把握市场需求，但光明乳业
本身也在不断摸索互联网时代的新消费需求，

主动贴近年轻消费群体喜好，“比如我们的冰
淇淋，每根棒签上都有一句‘心情物语’，吃完
才能看到，年轻人比较喜欢这种小惊喜。”

还有一些老字号觉得，互联网企业提供的
既是销售渠道，也是创新动力。蜂花与拼多多
在“上海老字号新电商计划”中牵手，销售成绩
很亮眼，可蜂花并不满足，计划利用拼多多平
台的特点和提供的数据工具， 创造更多“10

万+”产品。蜂花产业基地负责人郭德英说，蜂
花一直强调把广告费省下来投入产品研发，将
性价比做到最高，这次拼多多提供了很好的渠
道，能帮助蜂花品牌深入更多地区，其中包括
不少农村地区，“这些市场对老字号来说是增
量市场。” 但它们与蜂花原有的销售区域不一
样，所以蜂花决定根据新市场消费习惯进行创
新。眼下，定价 9.9元的拼多多定制款无硅油洗
护产品已进入盲测，预计 6月就能上线。

上海老字号主动求新的势头，让互联网企
业庆幸找对合作伙伴。 达达说， 拼多多做过研
究， 发现上海至少有 108个老字号品牌具备广
阔的电商发展前景，在不到半年的合作中，他们
也感受到上海老字号对新生事物的热情，“在平
台前不久进行的‘百大品牌下乡’活动中，5家
上海老字号企业旗下多个品牌参与，短短几周，

回力鞋卖出超过 13万双，美加净、蜂花、上海香
皂等多个品牌出现销量超 10万件的单品。”

借互联网传递“年轻的心”

当然，自带“流量”和具备“网红”特质的老
字号也不是没有烦恼，最典型的问题是如何让
市场知道老字号这颗“年轻的心”。从天猫给出
的部分上海老字号“用户画像”看，忠实用户大
多已迈入中年。同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程名
望指出，近年来品牌竞争激烈，但绝大多数上
海老字号都生存了下来，说明老字号本身产品
过硬，只不过输给了营销方式和渠道。

随着互联网企业纷纷看中老字号，老字号
又有了新机会。 美加净日化公司党委书记王琴
说， 上海老字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 一方
面， 上海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全球顶尖的营商环
境， 为老字号内生发展提供了充足动力。 近年
来，上海持续加大对老字号的帮扶力度，将重振
老字号作为全力打响上海“四大品牌”的重要抓
手，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另一方面，新消费
互联网企业快速发展，为老字号“触网”提供载
体。上海老字号获得完整的政策与产业闭环，这
个闭环的核心在上海，边界却能覆盖全国市场，

“一线城市中，国际品牌竞争激烈，高品牌溢价
的现象比较明显， 优质优价的上海老字号不一
定比得过。 但借助互联网， 上海老字号既能用
‘网红’产品唤起年轻人的消费兴趣，又能借助
电商渠道， 将已有的优质优价产品向二三线乃
至更低线城市推广， 为这些地区的消费者创造
良好的消费体验，拓展上海老字号发展空间。”

奉贤博物馆新馆本周四开馆，“雍正故宫文物大展”免费对外开放

120余件国宝亮相，复原当年“军机处”

上海奉贤博物馆新馆将于本周四正式
投入营运，为期 3 个月的“雍正故宫文物大
展”同步亮相，并免费对外开放。

此番大展是故宫历史上第二次将雍正
文物带到国内其他地方博物馆进行展览展
示，上一回还是十年前，台北故宫和北京故
宫合办的清世宗（雍正）文物联展。在那次联
展，台北故宫拿出“压箱底”宝贝，北京故宫
带去 39件雍正展品。 这次在奉贤博物馆新
馆里，人们将看到 120 余件国宝，涵盖雍正
皇帝 13年里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更了
不起的是， 诸多展品在故宫博物院也仅是
“馆藏”，从未对外展示。

国宝走近百姓的重要载体
一个月前， 故宫第六任院长单霁翔退

休。退休后的第六天，他在奉贤做了一场题
为“坚定文化自信，做中华文化的忠实守望
者”的专题报告。两个小时里，他把故宫博物
院的历史沿革、古建筑群、馆藏文物一一做
了详细介绍。现场许多观众都认为，这是奉
贤离故宫最近的一次。 可人们并不知道，早
在单霁翔退休前，就已经把奉贤和故宫的合
作安排得“明明白白”。

去年春，一次偶然机会，奉贤区主要领
导和单霁翔碰面。奉贤方面介绍了博物馆新
馆即将落成的情况，表达了对接故宫资源的
愿望。单霁翔爽快地答应了。紧接着，奉贤和
故宫方面的工作人员开始频繁交流，磋商资
源对接的形式，讨论内容从能不能展到展什
么、怎么展，思路越来越清晰。

故宫为什么把这么重量级的展览放在
奉贤？如果从传统思路出发，恐怕找不到答
案。奉贤区博物馆馆长张雪松坦言，2万平方
米、功能先进的奉贤博物馆新馆固然有办展
实力，可全国那么多设施完备、底蕴深厚的
博物馆， 故宫怎么会瞧上一个区级博物馆？

“我觉得单霁翔思维开阔，不拘泥传统，他可
能认为文化传承不一定非要放在那些规模
大、地位高的场馆里。”

张雪松的感觉八成是对的。近期有网友
扒出单霁翔退休后一个月内的行动轨
迹———离开故宫后的第三天，他在安徽滁州
做了专题报告；第四天，被 2019 中国(宁波)

特色文博会聘为创意顾问；第六天，来到奉
贤；第七天，去山东烟台倡导文物保护；第九
天，去了北京林业大学……这些地点大约都
会成为故宫的“朋友”，成为未来国宝走近百
姓的重要载体。

馆里藏有“一级标准”展厅
2017年， 奉贤博物馆新馆启动建设。项

目位于上海之鱼———金海湖畔， 由日本新生
代建筑师藤本壮介设计。 这座由三个独立的
椭圆造型巧妙连接而成的建筑群美轮美奂，

硬件在当前上海各区级博物馆里排在前列。

但故宫要的，不完全是这个。作为国家一级博
物馆，与故宫合作的展览展示单位，至少也要
达到同级别展览水平，换言之，不管在安防还
是配套方面，都要有承接国宝的能力。

上海目前有 5家国家一级博物馆，分别
是上海博物馆、上海鲁迅纪念馆、中共一大
会址纪念馆、上海科技馆、陈云纪念馆。尚没
有一家区级博物馆能在综合管理与基础设
施、藏品管理与科学研究、陈列展览与社会
服务等方面达到一级水平。可这并不影响新
落成的奉贤区博物馆里藏着一个 “一级标
准”的展厅。据介绍，博物馆建设期间，奉贤
考虑到未来的功能设计， 对标最高水准，预
留了一个数百平方米的展厅。 不论技防、消
防能力，还是人防策略，哪怕是展览柜内的
温湿度等细化指标，都符合国家乃至国际要
求，“这是奉贤和故宫合作的基础。”

据悉，为挑选这 120余件展品，故宫器物
部、宫廷部、书画部等多位专家反复甄选；为
确保安全，国宝到达地方后所有的布置、上柜
全由故宫方面专家现场负责， 奉贤方面则着

重于展厅和展柜设计。张雪松说，故宫人对待文
物和史料近乎苛求的态度和敬畏心， 值得每个
博物馆人尊敬。面对这样大批量的国宝到来，奉
贤博物馆新馆顶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我们在短
时间内被推着向极致水平的硬件和软件靠拢。”

临展主题聚焦“四爷”雍正
临展的主题经多番探讨，最终聚焦在“四

爷”雍正身上。

雍正与奉贤有着深厚渊源。 史料记载，

1724年（雍正二年），为加强对江南地区的赋税
管理， 雍正下旨在松江府范围内新设奉贤县、

金山县、南汇县和福泉县。这是奉贤建县的开
端。为进一步明确这段历史，奉贤博物馆人先
后跑了上海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第一历
史档案馆，希望寻到当年中央与地方探讨建县
问题的来往奏章。张雪松等人最终在台北故宫
看到那批史料。 此次奉贤博物馆新馆开馆，这
些奏章的复制品将在常设馆内展出。 当然，雍
正与奉贤的缘分不止于此。1725 年 （雍正三
年）， 雍正下令花大力气在奉贤沿海一带修建
石塘，解决水患问题。当时国库并不充裕，修建
石塘每 100丈就需花费白银 19万两。 整条 10

公里的沿海石塘建成，花了足足 10年。在今天
的奉贤区柘林镇境内， 仍有 4.5公里的石塘留
存。 奉贤博物馆新馆地下一层，1320平方米的
海塘厅将完整展示这段历史。

这次“雍正故宫文物大展”展出 120 余件

故宫展品， 包含雍正一生中许多重要的东西。

做皇帝时用过的弓、望远镜、眼镜，贴身的夏季
朝服、心爱的火枪，都将原汁原味呈现在观众
眼前。此外，还有一大批雍正年间的器物，包含
瓷器、珐琅器、漆器、书画等。其中有几方砚台、

铜炉，是他日常把玩之物。据介绍，雍正对器物
的细节要求极高， 在位期间留下的明确可考、

有落款的各类物件，相较他的父与子，实在少
得可怜。“这为故宫专家的展品遴选增加了难
度，却也让整个雍正展更有价值。”

本次展览中，故宫和奉贤方面还共同复原
当年的“军机处”。1729年，雍正借用兵西北之
机，在乾清门外西偏小平房内设军机处，一些
军国大事由军机处秘密决策，君权至上从此达
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展厅内将重现当年雍正和
大臣们用过的炕桌、烛台等设施。

以科研能力定义“好博物馆”

单霁翔说：“只有人们生活中离不开的，有
时间就想来、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的博物
馆，才是好的博物馆。”雍正故宫文物大展即将
为奉贤博物馆新馆打响第一炮，可后续如何真
正成为市民游客必去的“打卡”地，值得深思。

记者获悉，新馆目前已筹备陆续推出中国
工艺艺术品展、国际纸艺双年展、中国古代铜镜
学术研究会及展览， 希望通过严控展览的品质
水准、引入多元艺术文化形式，让博物馆“活”起
来、“火”起来。除了重磅临时展览外，常设的奉
贤历史展也要不断提升观展体验， 这一方面有
赖于声光电等各种新型技术手段的使用， 增强
人与史料、实物的互动性；另一方面离不开博物
馆人及考古学家们孜孜不倦的探求， 持续发现
鲜活的地上、地下新史料。

此次现身新馆的馆藏文物达 3000余件，主
要来源是奉贤当地的考古发现。据透露，上世纪
70年代， 奉贤四团镇出土了 1000余件有稻草
捆扎痕迹、保存完好的宋瓷，专家从器形和纹样
基本判断，这是一批产自龙泉窑、有外销倾向的
出口瓷器。 如今， 其中品相较好的将与观众见
面。此外，上世纪 60年代和 90年代两次发现的
奉贤境内良渚文化遗址中，也出土了一批陶器、

石器，它们是史前人类活动的明证，也是展览展
示的重点。“接下来，我们还会进一步加强研究，

特别针对奉贤历史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文
献空白进行深入挖掘。 毕竟科研能力是定义一
个博物馆好坏的重要指标之一。”张雪松说。

据悉，“雍正故宫文物大展”将从 5月 16日
持续到 8月 16日，开放时间为周二至周日 9时
至 16时 30分，周一闭馆。为避免大客流影响观
展体验， 有意前往参观的市民游客需提前在奉
贤博物馆官网和官微预约，建议错峰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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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一大早，上海科技馆
一号门前惊现 “集体婚礼”，几
位美丽“新娘”正开心合影。一
问才知道， 她们是商业学校的
学生，来参加市“星光计划”第
八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新娘
化妆”组比拼。据悉，作为 2019

全国职业教育活动周系列活动
之一，此次大赛设立 23个专业
大类 113个比赛项目。

大赛是学习过程
科技馆内，比赛正在进行。

花艺赛区， 比到关键的设计新
娘捧花阶段。 上海济光职业技
术学院一年级男生陈金鸣面对
操作台上红色针垫花、 紫色兰
花、黄色小蝴蝶兰、白色百合，

沉着应对。“我们是园林专业
的， 平时学习和专业联系以大
景观居多， 但让学生在与国际
标准对接的大赛上锻炼一下，

是很好的学习过程。”赛场边小
陈的指导老师说。

健康与社会照顾赛区外，

一位身着浅蓝色护理服的男
选手引来不少粉丝。他是城建
职业学院的陆逸豪，当天早上
第一个比完，出来后开心地打
着“胜利”的手势。小陆说，作
为一个男生，当初决定选这个
专业， 家里人有些不理解，现
在全家都很支持我，“这就是
我期待的未来职业。”

据悉，此次中职组比赛设
13个大类 70个项目， 全市共
有来自 66所中职学校的 3757

名学生进入决赛。高职组设 10

个大类 43个项目。

职业体验吸引中小学生
作为 2019 年上海市学生

职业体验活动的一部分，职业体验互动在上海科技
馆同时举行。

记者遇到一对母子，妈妈姓黄。黄女士说，他们
7 时多就从闵行家里出发，开开心心来“玩”项目。

“刚体验的一个项目特别有意思。”黄女士说，孩子
们可以穿戴虚拟设备， 一次给 20种生活中常见的
垃圾分类，将它们投入正确的垃圾箱。“孩子在学校
里学过这方面知识， 但实地操作收获更大。” 体验
时，母子俩被一只“喝光的牛奶纸盒”难住了。纸盒
子材质是纸，明明应该扔进可回收垃圾箱，为什么
一直判定是错误的呢？

这个项目由市环境学校开发，负责老师苏俊向
他们解释，这样的垃圾一般应放入干垃圾箱，因为
其内容物可能发酵腐败产生异味，如直接丢弃在可
回收垃圾箱， 与其他相对清洁的物品混在一起，反
而会加大处理难度。

上海职业体验活动进行到第六个年头，今年更
展现出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技能类特
点。刷一厘米厚的墙壁，内部包含多少技术含量？上
海市材料工程学校建筑装饰专业的老师们将校内
智能家居实验室搬来了，中小学生们在这里戴上眼
镜， 就可搞清一道墙壁从面漆到砖墙七层技术要
求，以最直白的方式感知工匠之心。

在上海城建职业学院文物修复展位前，大二学
生王浩男正为一件文物完成补色。“哥哥， 你这样
涂， 颜色会变成一模一样吗？”“干透要等多久呀？”

“小王哥哥”一一为小学生解答。在中高职贯通的学
习通道里，经过两年学习，王浩男爱上文物修复这
个专业，也得到更为系统的锻炼和培养。

“2014年启动以来，每年的职业互动体验活动
都在探索和创新。” 市教委教育技术装备中心副主
任周齐佩说， 这里不仅仅是学校展示软实力的舞
台，更是让社会了解职业教育发展，让青少年拓展
视野、定位未来人生坐标的新平台。

■本报记者 杜晨薇

■本报记者 彭德倩

奉贤博物馆新馆静待“雍正故宫文物大展”展出。 （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