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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肉月饼销售火爆，一些老字号排队时间甚至超过2小时

南京路上长龙 只为中秋味道
■本报记者 裘雯涵
中秋节就要到了，上海人必吃的鲜肉月饼
你买好了吗？近日，记者走访了南京路上五家
老字号及食品商店，发现每家店前都排起长长
的队伍， 鲜肉月饼的排队时间长则 2 小时以
上，短则 30 分钟。为了方便行人通过，不少店
家还对队伍进行了分段，市民、游客甚至“老
外”都加入到排队的人群中。

外国游客也来排队买月饼
在南京路上走一圈，记者目测发现，排队人
数最多的当属新雅粤菜馆、 第一食品商店和真
老大房。一问果然如此，第一食品商店的排队时
间在 2 个小时左右， 真老大房的排队时间为 1
小时， 新雅粤菜馆前则分成苏式和广式两支队
伍，排队时间都在 1 小时左右。泰康食品、沈大
成等老字号的排队时间较短，在一个小时以内。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排队购物，就‘奉
献’给鲜肉月饼了。”第一食品商店前，一位从
宝山区赶来的崔先生双手提了刚刚买到的现
烤月饼，8 盒月饼总共 480 元。 记者数了数，这
8 盒月饼中共有 6 种口味，除了鲜肉月饼外，还
包括芝士文蛤、乳酪鲜贝、鲍鱼鲜肉等新口味。
“朋友指定要吃这家， 排队 2 小时算快的。”崔
先生说。
原来， 第一食品商店今年总共销售 10 种
口味的现烤月饼，每种味道都需要现场进行包
装。口味丰富了，但这也让排队时间变得更长。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临近中秋节，他们每天大

长三角书法发展联盟成立
上海将推沈尹默书法艺术奖
本报讯 （记者 钟菡）长三角书法发展联
盟昨天在上海市文联成立。联盟运作实行轮值
制，每地书协轮值一年（上海、江苏、浙江、安
徽）， 由轮值地书协提出该年度四地合作项目
并组织实施。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长三角百位书法名家精品展同日开幕，107
件作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风格多样，展示了
长三角区域书法的整体实力和面貌。
联盟成立后，将建立四地书法界工作联席
会议机制；打造区域互动交流展示平台；联手
推动书法创作项目；提供学习研讨机会，联合
培养书法理论人才；持续推动“深扎”及各类创
作调研采风活动。未来还将举办长三角书家间
的笔会、研讨会等，进一步加强交流互鉴。
据了解，上海书协将学习浙江沙孟海书法
艺术奖、 江苏林散之书法艺术奖的成功经验，
明年推出沈尹默书法艺术奖，打造成上海书法
的文化品牌。

54 所信息化应用标杆培育校公布

“手脉识别”让校园更智慧
本报讯 （记者 许沁）在上海，人工智能在
中小学校园已有了不少新场景、新应用，在智
能技术辅助下， 学生们的学习生活带来新的
“化学变化”。日前，市教委分两批公布了 54 所
上海市教育信息化应用标杆培育校。
在学校看什么书，喜欢哪项运动，选什么
拓展社团更合适……这些都可以尽在 “掌”握
之中。进入拓展活动教室前，学生只需用手脉
扫一扫，就能对进入拓展社团活动的次数进行
数据记录。建青实验学校自从有了这套智能管
理系统后，手脉识别技术广泛运用于学生学习
空间统计管理，学校探索通过对学生拓展课学
习数据的记录， 跟踪分析学生的兴趣方向，帮
助教师和家长进一步了解学生。
作为本市首批教育信息化应用标杆培育学
校，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计划为学生建立“数
字画像”， 争取为每一位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
针对传统教学中“备课、上课、作业、辅导、评价”
五个环节， 目前在试点班的实践中， 通过写字
板，记录每个孩子的学习习惯，及时评价诊断。
有了高科技因素的加持， 结合教师大脑中的智
慧教学方案的动态生成， 达成聚焦教与学的流
程再造。“让学生了解自己，让老师更了解学生，
找到最适合的学习方式。”校长吴蓉瑾说。
在卢湾一中心小学，这样的探索还有很多，
如采集学生的心率、血氧、运动疲劳度的“云手
表”，培养劳动技能的“云厨房”等，教育信息化
应用正在变得触手可及。

市民游客在真老大房前排队购买鲜肉月饼。
约能售出上万只月饼。
在真老大房前，排队购买鲜肉月饼的队伍
沿着街道绕了很大一圈。队伍中，记者还看到
了外国游客的身影。一位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
州的游客和妻子分工明确， 妻子在商场 “血
拼”， 他则负责排队买鲜肉月饼，“我们之前尝
过，觉得非常好吃，所以排队也要买。”
在新雅粤菜馆前记者看到，今年月饼都已

裘雯涵 摄
经在后厨包装好， 源源不断供应到售货窗口，
大幅提高了买月饼的速度。不少店家也对月饼
购买数量设置了限额，泰康食品每人每次限购
鲜肉月饼 8 盒，也有效缩短了排队时间。

如今鲜肉月饼一年四季有售
为什么上海人不惜排队也要购买鲜肉月
饼？在不少上海食客心目中，老字号的鲜肉月

“为了他们，我要努力创造一个家一样的学校”

饼有一种无可取代的味道。
赶来买真老大房鲜肉月饼的朱阿姨说，小
时候家里穷，很少能吃上肉，“第一次尝到鲜肉
月饼时，觉得实在是太鲜美了。那个味道一直
忘不掉。” 从墨尔本回国过中秋的准大学生小
陈尝试过不少花里胡哨的月饼，她说，选择多
了，才懂得鲜肉月饼的好。
目前， 关于鲜肉月饼的起源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 鲜肉月饼的前身是高桥松饼，是
上海高桥古镇四大名点之一。高桥松饼有百年
历史，也会将鲜肉入馅，慢慢演变成了现在的
鲜肉月饼。 另一种说法则像美食家沈嘉禄所
称，鲜肉月饼最早诞生于上海曹杨路、兰溪路
一带的“悦来芳”。
有资料称，计划经济时期，买猪肉要用到
“肉票”，上海市区居民平均每月每人有 2 元钱
肉票，大概只可以买 1 公斤猪肉。而购买鲜肉
月饼既不需要肉票也不需要粮票，只要钞票够
就可以，因此大受欢迎。
“现代人的消费水平提高了，口味相对过
去也更偏好咸味食品，所以近年来鲜肉月饼更
受欢迎。”新雅食品行政总厨黄任康说，作为一
家粤菜馆，新雅有着近百年制作广式月饼的传
统，鲜肉月饼是在近 10 年内才开始发展的，但
人气已经超过了广式月饼。随着鲜肉月饼在南
京路上已成“气候”，这种苏浙沪特有的美食也
已经逐渐被游客接受和喜爱。不过，是否有方
法不排队就买到鲜肉月饼呢？泰康食品前的一
位老先生道出了真相：如今鲜肉月饼一年四季
都出售，过了中秋就不用排队了。

今日看点

好老师给摔伤家长做“钟点工”
■本报记者 许沁
为了劝说一位家长让女儿回归校园、参
加中考，老师每天上门做“钟点工”；在没有
电脑的年代里，学生几万字的论文被导师一
遍遍手改，在论文排序上，始终退居最后，甚
至不加署名……昨天是中国第 35 个 教 师
节， 上海庆祝主题活动在复旦大学举行，一
批优秀教师走上舞台，他们的育人故事打动
人心。

全国教书育人楷模中首位特殊教育领域
教师谢小双管理的是一所招收 9 种不良行为
学生的学校，但在他眼里，这里有的只是等待

多媒体秀《70 年，流金岁月》。
成长的生命。 谢小双说， 教育转化一个问题学
生，其价值不亚于培育一位大学生，要靠一代代
教师去坚守和创造。每年小年夜，他总会把那些
没爹没娘管的、 已毕业的和在校的孩子请到饭
店里一起吃年夜饭。“每次要结束了， 孩子们用
一种恋恋不舍的眼神看着我和老师们， 久久不
愿离去。每到此时，我的心就好像碎了一样。为
了他们， 我也要尽自己努力创造一个家一样的
学校环境。”
1988 年出生的全国模范教师余文君是谢
小双的弟子之一、上海师大英语专业优等生。毕
业那年，她选择了宝山区灵石学校任教，一待就
是九年。 有位学生当初因为连续逃学逃夜两个
多月并敲诈勒索他人被送入学校， 从小父母离
异。中考前，她爸爸摔伤了腿，让女儿休学照顾，
余文君怎么劝都不行，她说：“别担心，让孩子去
中考，我来当钟点工。”之后，每天她上门为他们
家料理家务，一直坚持到女孩中考结束。这名学
生最终考上了一所不错的职校。“对学生好到让
他们不好意思”，是谢小双传授余文君的方法。

李立基 摄

选择当老师就是选择奉献
选择当老师，就是选择责任、选择奉献。9
日晚， 以上海市教育功臣为原型创作的大型
情景诗朗诵《与祖国同行》中，拥有 70 年教龄
的王振义，拥有 60 年教龄的闻玉梅、翁史烈，
拥有 50 年教龄的顾泠沅、何积丰，拥有 40 年
教龄的郭宗莉、郑时龄、卞建鸿等功臣代表登
台深情朗诵：“七十年，教育与祖国同行！”
杨浦职业技术学校校长卞建鸿从教 39
年，近日在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上，他的学
生徐澳门一举夺得车身修理项目金牌。 郭宗
莉从教 40 年，在她看来，幼儿教育是“向下扎
根的教育”，要用“根”的事业为孩子一生成长
发展奠基。 已年近九旬的翁史烈从教 67 年，
历时 30 多年坚持青少年创新教育。王振义院
士孕育了“一门四院士”团队，他说：“能够成
为祖国医学教育事业发展中一粒微小的铺路
石子，我甘之如饴；能够为民族的复兴之路留
下有意义的脚步，我矢志不渝。”

4件冬衣竟藏毒1800克
本报讯 （记者 李晔 通讯员 张洁）近期，
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一个从亚的斯亚贝巴起
飞的航班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时，海关关员
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 1 名，缴获含有疑似可卡
因成分的棉服外套 4 件。 这已是上海海关 10
天内查获的第 3 起旅检渠道走私毒品案。
当天， 埃航一个从亚的斯亚贝巴起飞的
航班尚未抵达， 浦东国际机场海关旅检部门
已事先通过“高风险旅客筛选法”锁定机上一
个名叫 SHYLAI 的白俄罗斯籍男性旅客。航班
抵达后，SHYLAI 走的是无申报通道， 海关关
员对其携带的行李箱进行了检查， 除衣物外
并无异样。 但可疑的是， 正是炎炎夏日，
SHYLAI 带着 4 件冬衣外套。 经进一步破拆检
查，关员在这 4 件棉服内胆纤维中抖落出微量
白色粉末，而两层内胆纤维中还夹藏了一层塑
料薄膜， 薄膜内放有湿润的乳白色粉状物。随
后的取样检测结果显示毒品可卡因阳性反应。
这 4 件冬衣外套毛重 5432 克， 内含毒品净重
约 1800 克。 棉衣藏毒是最新出现的一种毒品
走私手法，系全国海关首次查获。

此次汇演不仅有越 剧 现
代戏的代表经典《祥林嫂》，还
有近年现代戏佳作《家》《八女
投江》， 更有结合当下时代背
景和热点内容， 全新创作的
《柳市故事》《通达天下》等。男
女合演版的《祥林嫂》将由上
越和浙百同台献演。
全国各大戏曲院团 无 论
是国家级院团， 还是基层院
团，在剧目的创作和建设方面
都可以说是非常积极和火热，
在“出人、出戏”的目标指引
下，新编剧目层出不穷，其中
不乏多部佳作的涌现。《苏秦》
《蔡文姬》 等都是当下颇具话
题热度的新编越剧大戏。
作为入选国家艺术 基 金
资助的项目，新编剧目《苏秦》，是绍百继《屈原》《王
阳明》之后又一部新鲜出炉的佳作，讲述了战国年
代，苏秦因落魄穷归，遭到家人耻笑，在妻子一番劝
勉后继续读书，夜夜不眠锥刺股，一番苦读换得六
国拜相后衣锦还乡的故事。 借由这次汇演的平台，
该剧将在沪隆重首演；来自越剧故乡的嵊越将带来
新编历史越剧《蔡文姬》，以越剧的独特神韵来诠释
蔡文姬这位东晋才女跌宕起伏的一生。

看戏看“角儿”，一直是戏曲的一大特点。此次
越剧汇演可谓是名家荟萃，老中青三代齐亮相，流
派纷呈，尽显越剧神韵。方亚芬、许杰；黄美菊、徐
标新、裘巧芳、周妙利、张琳、邓华蔚、倪锦锦、陈雯
婷、俞景岚、裘隆、郭茜云、周燕萍；董心心、杨韵
儿、潘锡丹、张杨凯男、冯军、张艾嘉、王静、赵心
瑜、王炜佳、王健、徐婷、孙琴菲、娄周英等，代代传
承的越剧人将联袂献演，呈现的是当下越剧演员的
整体风貌。
此次上越四大经典之一的 《梁山伯与祝英台》
将由新成立的上越三团挑梁，所有演员阵容皆由上
越第十代青年演员组成。
汇演收官国庆档，是由上海越剧院和浙江小百
花越剧院联袂合演现代戏经典《祥林嫂》，祥林嫂由
方亚芬、王静、赵心瑜 3 位演员共同出演，贺老六则
由许杰、王炜佳分饰。

在男女合演建团 60 年之际，除了《祥林嫂》的
合作演出，《家》《柳市故事》《通达天下》等男女合演
剧目的集中汇演另具一番深意。作为越剧中稀缺的
男演员，是各家院团现代戏剧目的核心，上越发挥
出了支援各地院团、全力协作的精神，向兄弟院团
输送了多位“男宝贝”，徐标新在《柳市故事》中担任
主演，冯军、张艾嘉参与了《通达天下》的演出，而此
前的《袁雪芬》演出，许杰同样是参与其中。
上海越剧院院长梁弘钧表示：“当下越剧迎来
了一个新时代，越剧繁荣的好时代。作为上越，我们
更以‘大越剧’理念与情怀来拥抱这样的契机，献礼
新中国 70 华诞。 上越除了两台经典剧目和 1 台院
团合演剧目的呈现，还有多位老中青艺术家、演员
更是参与了其他省市越剧院团多部新创剧目的创
作和演出，并借此契机在同一平台上共同展示。”

越剧《祥林嫂》剧照。

老字号频繁跨界打造“网红”产品迎合年轻人市场
上海查获3起旅检走私毒品案

光明乳业开烘焙面包店信心十足
本报讯 （记者 陈玺撼）上海百年老字
号的又一“网红”实体店诞生。昨天早晨，武定
路 1052 号飘出阵阵香气，“光明悠焙”开门迎
客，这是光明乳业开出的第一家烘焙面包店。
而这已经不是光明及其旗下品牌第一
次因为“跨界”受关注了。去年，大白兔奶糖
润唇膏面世，上线 2 秒便售罄；今年 4 月，光
明乳业推出莫斯利安酸奶冰淇淋，不少实体
店“一支难求”；今年 5 月，还是大白兔，和某
茶饮连锁品牌携手推出大白兔奶茶 “快闪
店”， 吸引来的消费者挤满商场……从结果
来看，老字号“跨界”推出的产品大多成了
“网红”，这次的烘焙面包店会不会成功？

光明乳业跨界“拥抱”年轻人
实体产业的跨界交融，并不少见，但“做
牛奶的”突然跨界，而且跨的是烘焙这个充
分竞争的市场，光明此举在让老字号焕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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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兄弟院团输送“男宝贝”

关心学生的点滴成长变化

对学生好到让他们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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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中青“名角儿”联袂献演

上海庆祝第35个教师节主题活动演绎师德师范

上海市首批特级教师周继光，年少时家
境贫寒，学校不仅给他全免学费，还让他享
受助学金。“我从小患有严重眼疾，还有点口
吃，但高中毕业时，当时的校长王季娴看我
酷爱数学，破例培养我留校当老师。”在周继
光的教学生涯中，得到过苏步青、赵宪初等
很多名师的无私帮助，他们在古稀之年仍然
不遗余力地研究教学、培养教师，不计名利、
提携青年。“在我眼里，校园就是充满爱的地
方，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周继光今年 74 岁，
想得最多的还是感恩和回报。退休后他开始
“教师教育学” 的研究和实践， 奔走全国各
地，免费为中小学教师、特别是薄弱学校的
教师开设公益讲座。
“当老师要关心学生的点滴成长变化，找
到打开他学习之门的那把钥匙。”第二届全国
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小学语数外组一等
奖获得者孙怡青认为， 课堂所做的每一点小
小的改变和努力，其实学生都能感受到。在孙
怡青赴英交流期间， 一名二年级小朋友让她
很感动。 用当地老师的话说： 他很不喜欢数
学，成绩也很糟。那一周，孙怡青教了他们乘
法口诀， 没想到， 一周后收到了他送的一幅
—上面画了 4 的乘法口诀， 下面还画了
画——
他和孙怡青两人手牵手和一颗很大的爱心。

本报讯
（记者 诸葛
漪） 庆祝新
中国成立
70 周 年 暨
男女合演建
团 60 周年，
同时作为今年中国上海国际艺
术节的特别活动， 全国越剧汇
演将于 9 月 14 日至 10 月 2 日
集中在沪展演， 上海越剧院将
携手 6 家全国越剧院团， 推出
11 部优秀越剧代表剧目。汇演
分别在静安、 浦东多点同步亮
相，形成辐射效应。

生命力的同时，业界更关注其能否从激烈的竞
争中脱颖而出。
光明乳业牛奶棚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何
为表示， 光明乳业此次跨界绝非心血来潮。一
方面，牛奶棚本就有烘焙产品生产线，产品直
供旗下 200 多家牛奶棚门店，随着牛奶棚从梅
林重组到光明乳业，使光明乳业一下子具备了
深厚的烘焙底蕴；另一方面，光明乳业近年来
加速转型升级，十分看重年轻消费群体，今年
频频推出多款风味酸奶、鲜奶、纯牛奶和调制
乳新品，还创新了莫斯利安酸奶冰淇淋。
今年 1 月，光明与盒马合作，每天只在盒
马供应的约 2000 只光明流心奶黄八宝饭，第
一批 4 万件被消费者“秒杀”。
今年春节期间，光明联手豫园商圈走怀旧
路线，推出限量 10 万瓶的光明“老酸奶”，仅在
豫园商圈内销售。蓝印花布般的盖头、白白胖
胖的玻璃瓶身，让许多上海 70 后、80 后一眼就

想起儿时喝完牛奶还掉空瓶的记忆。
自然，推出更符合年轻群体审美的烘焙面包
店，早已在这一系列转型升级计划之中。
“是时候让更多年轻人知道并喜欢上牛奶棚
了！”何为坦言，牛奶棚进入光明乳业大家庭，一
方面给光明乳业注入了烘焙食品生产加工和食
品零售连锁门店的底蕴，另一方面也从光明乳业
获得了丰富创新基因，让未来有了更多可能性。

大白兔奶糖曲奇已列入计划
走进门店，不难发现，“光明悠焙”在多个方
面作出了吸引年轻消费群体的尝试。
在装修风格上，“光明悠焙”更加时髦，店内
不仅有各种面包西点的展示柜， 还配备了饮料
吧、烘焙教室和社交厨房，并且提供 WiFi 和大量
的座椅，方便消费者进餐或社交。
考虑到体验式消费的重要性，店内特别设置
了两台意大利式窑炉，并配备了来自欧美的帅气

（资料）

厨师。“窑炉能源采用天然气，以求达到真火烘焙
的效果，面包更加外脆里松，且有‘烟火气’。”光
明乳业牛奶棚食品有限公司市场总监林林透露，
这样设置天然气窑炉的烘焙店在上海尚属首家。
在众多烘焙品牌的激烈中， 要杀出重围，产
品特色是核心竞争力。
林林表示，店内目前 5 个系列 32 款面包中有
6 款暗藏乾坤。这些“优倍鲜奶面包系列”使用光
明优倍鲜奶作原料，替代水进行和面，制作过程不
添加一滴水。以一份鲜奶土司为例，其含有 200 毫
升的优倍鲜奶。此外，还有莫斯利安酸奶泡芙等将
光明乳业经典产品和烘焙“混搭”的有趣创意。
在口味上，“光明悠焙” 根据年轻人的习惯，
在调研的基础上做了调整， 确保甜度和热值更
低，造型更加精致，“希望能借此重新定义‘海派
烘焙’风味。”何为表示。
烘焙店还将成为光明乳业跨界创新的试验
场。何为透露，牛奶棚方面正与光明乳业研究院进
行合作， 试图把光明旗下其他品牌的优质原料和
产品融入“光明悠焙”产品，不断推陈出新。近期已
经列入计划的产品有大白兔奶糖曲奇、 光明悠焙
奶茶及添加光明鲜奶原料或奶酪的青团、月饼等。
对于“光明悠焙”的前景，光明乳业十分看
好。据透露，今年光明乳业还将在上海中心城区
再开 2 家“光明悠焙”，力争 3 年内打造成上海具
有知名度的烘焙品牌，并开放加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