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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
一键订阅

野尻忠（右）与上博工作人员完成 5?文物点交包装。 资料图片

凯度咨询近日发布的
《2020 年 China MONITOR

第一季度洞察报告》显示，在
今年这样特殊的时期，高达
66%的消费者表示想要拥抱新
产品和新服务，显然消费者更
加期待生活方式改变和新型
的服务体验。为了满足消费需
求的升级，国际知名美容美妆
品牌玫琳凯于近期发起了“私
人美容顾问服务”挑战，通过
一种更为个性化、专业化的服
务方式，为消费者带去真正适
用的护肤及健康解决方案。短
短一个月，全国已有超过 10

?名消费者进行了体验。

定制化护肤时代来临

玫琳凯私人美容顾问
致力塑造美容及健康行业服务新标杆

据悉， 玫琳凯独家赞助的国内
首档女性漫谈真人秀综艺 《发光的
姐姐》目前正在热播，江映蓉，宋妍
霏， 张萌等拥有不同故事的发光姐
姐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玫琳凯的私
人美容顾问们也通过“美力时间”解
锁了姐姐们多样的美， 引领了一股
护肤新风尚。

节目中， 玫琳凯不久前推出的
升级版“大眼睛皮肤分析仪“就引发
了现场嘉宾的热议。 这款能时时解
读 12 大肌肤维度的测试仪由玫琳
凯美容顾问为顾客进行测试。 不论

是现场测试还是高清照片远程传
输， 该分析仪通过 AI 人工智能驱
动，超过 400 万次大数据精准分析，

能即刻为消费者生成一份全面的肤
况报告。

在玫琳凯，每一位顾客都会拥有
专属于她的私人美容顾问，为其提供
专业的个性化服务。顾问们不但具备
丰富的护肤及健康知识储备，还配备
了如“大眼睛”等高科技测试工具，旨
在科学精准地评估顾客的肤质及健
康状况后，向其提供个性化且真正适
用的护肤及健康解决方案。

私人美容顾问带起风尚
姐姐同款“大眼睛”测试火了

在对服务结果得深入研究之
后，玫琳凯发现，即使是同一年龄段
中， 女性肤况和需求也相差甚远。

“只推荐顾客所需要的”是玫琳凯一
贯秉持的理念， 私人美容顾问从顾
客真正的需求出发， 提供全方位内
调外养的美丽解决方案， 再从玫琳
凯全球畅销的高品质产品中甄选出
最适合的产品。

对于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玫琳
凯中国总裁翁文芝女士表示：“‘黄金
法则’ 是玫琳凯企业文化的基石，也
是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服务的基

础”。在玫琳凯看来，满足消费者个性
化需求的前提在于能够充分倾听其需
求。 在玫琳凯私人美容顾问的服务过
程中， 顾客们可以获得一对一的护肤
指导，并充分试用产品，享受毫无压力
的购物体验；在购买产品后，美容顾问
还将通过“0-2-2-2”?后服务体系，

长期全面跟进了解消费者使用情况，

以确保产品配方的有效性。

作为创立已超过半个世纪的美
容美妆品牌，玫琳凯一直以定制化的
服务理念及创新前沿的护肤、彩妆和
调养品而享誉全球。

个性化精准护肤 买得贵不如买得对

MAGIC3报名不设任何门槛且不收费，在沪16至18周岁青少年均可参赛

三对三篮球赛8天吸引9000余名青少年
■本报记者 姚勤毅

国庆假期，有一项青少年体育赛事在沪
上创下新纪录：8天里，MAGIC3上海市青少
年三对三超级篮球赛在全市 16个区吸引总
共 9000余名青少年参与。

在宝山赛区，就读高一的范文斌在拿下
一场胜利后，和场上两个哥们儿相拥庆祝。他
说，虽然自己没能入选校队，但和几个落选的
同学组了一支队伍参加了比赛。MAGIC3 报
名不设任何门槛且不收费，在上海学习、生活
的 16至 18周岁青少年均可参赛。

赛事采用在青少年当中普及度更高、更
易上手的三人篮球项目， 让青少年更容易找
到“搭档”，轻松组队。以往市级青少年赛事往
往在一两个比赛点集中进行，而 MAGIC3则
遍布全市各个角落，方便青少年就近参赛。

MAGIC3使用便携式电子计分板， 在电
子屏幕上，比分、剩余时间、进攻时间、犯规
次数等数据一应俱全。 赛区负责人李先生
说，通过这些专业设备，能让参加比赛的队
员们有一种仪式感。

日本唐招提寺鉴真文物海运送还日本

文物跨国借展如何保安全

■本报记者 简工博 邬林桦

前天 12时 30分许， 载有 5

组 8件日本唐招提寺鉴真文物的
“新鉴真”号邮轮，驶离上海港国
际客运中心码头，前往日本大阪。

受疫情影响，日本文化厅同
意这批滞留上海已逾原计划半年
之久的最后一批文物， 可以突破
常规由空运改海运。 经一个多月
周密策划， 上海博物馆与多部门
配合协作，将文物安全护送上船。

这也是上海博物馆首次通过海运
承运珍贵文物展品返回借展国。

一般情况下，文物点交必须
有双方工作人员在场。 日本奈
良国立博物馆研究员野尻忠 9

月下旬抵沪，完成 14 天隔离期
后， 与上海博物馆展览部工作
人员一起完成 5 组文物的点交
和包装。

为保护这批文物安全，前天上
午 7时 30分， 已被安全包装的文
物由工作人员搬出上海博物馆库
房完成装车。上午 8时 30分，运送
文物的车辆在警车护送下向码头
驶去。“新鉴真”号周边设置隔离警
戒区，运送人员全部按要求穿上防
护服，接受安全检查后，将文物安
全移交至轮船指定船舱。一身隔离
服的野尻忠也随文物登船，将文物
移交给随船而来的另一名日方工
作人员。他返回日本后，将再进行
14天隔离。

“新鉴真”号靠泊期间，上海边
防和港航公安分局外滩派出所安
排民警专门值守，分班次不定时安
检巡逻，并对“新鉴真”轮所在区域
进行全方位视频覆盖， 实行 24小
时看护，直至轮船安全离港。按计
划，“新鉴真”号将于今天上午 9时
30分左右到达日本大阪。

国际艺术节学生观剧（展）团启动

100名大学生品评优秀作品
本报讯 （记者 诸葛漪）中国上海国际艺

术节艺术教育板块的学生观剧（展）团特别活动
启动仪式暨观摩培训前天举行。 上海民生现代
美术馆作为启动仪式暨观摩培训的首发站，结
合展览《随物生心》等为来自全市 20多所高校
的近 100名大学生提供特别的观展体验项目。

学生观剧团自 2017年成立以来， 受到沪
上各大高校及高中学生的欢迎和关注。作为艺
术节艺术教育的品牌活动，2020年首次将艺术
展览纳入学生观摩的范围， 升级为学生观剧
（展）团，进一步丰富艺术门类，并以“打造未来
的艺术节”为主题开展特别活动。

受疫情影响， 第 22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
节延期举办。 疫情发生使文化产品的形式、展
示空间发生改变，观众的观摩方式和习惯也因
此受到影响。10月到 11月期间，观剧（展）团共
招募 100 余名大学生、高中生，他们将步入沪
上各大剧院、展馆、文艺空间，走入线上虚拟艺
术世界，结合自身观摩体验，对艺术作品开展
品评及评分评论，设计、呈现一套年轻人喜爱
的艺术节内容方案。

成员们将分为音乐、舞蹈、戏剧戏曲、艺术
展览四个组别开展观摩，欣赏民族歌剧《扶贫
路上》、话剧《长安第二碗》等全国优秀新创舞
台作品，北京当代芭蕾舞团《曼洛丽塔·陈 X安
魂曲》、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随物生心》等一
系列优秀演出、展览。

此外，“艺起前行”优秀新创舞台作品上海
展演也为今年学生观剧（展）团的观摩之旅提
供重磅作品。

少数民族运动项目大赛启动

赛场刮起“最炫民族风”

■本报记者 秦东颖

民族跳绳、 蹴球、板
鞋竞速、健身毽球、投壶
射箭……丰富的民族体
育传统项目，让人跃跃欲
试。昨天，上海市第三届

市民运动会品牌特色项目上海市少数民族运
动项目大赛在卢湾体育馆启动。

赛场内，200余名选手进行多组别的毽球
角逐。毽球是由侗族、苗族、水族喜爱的传统体
育活动手毽演变而来。双方隔网竞技，以踢、触
为主，可用头、脚及身体去接球。只见彩色的毽
子在空中飞舞， 选手们穿着专业的踢毽鞋，用
各种花式动作，甚至是立式“大劈叉”，确保毽
子不落地。

毽球已从中国推广到世界各地。上海枫泾
中学、蔡路中学、枫叶国际学校及闵行区社区分
院都是传统毽球强校， 在全国乃至国际比赛中
取得佳绩。 费思涵是枫泾中学的高三学生，“我
练习毽球八九年了，队友中有少数民族同学，我
们喜欢这个项目， 一上场就很燃。”2016年，费
思涵和队友们参加毽球世锦赛夺得亚军。

上海虽是少数民族的散居区，但包括了 56

个民族。如何让 56 个民族的“大家庭”了解彼
此的文化，更好地融合，体育成为最好的载体。

去年上海城市业余联赛，首次新增少数民族项
目。由上海申慧城体育公司承办的少数民族项
目大赛，全年共举办 12场赛事，吸引 2万多人
次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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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吴桐）昨天
是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四周年公
益开放日。从上午 10时到晚上 8

时，包括谭元元芭蕾艺术与教学
分享会、上海芭蕾舞团精品剧目
公益汇演、社交舞工作坊、两校
教学展示演出等精彩活动先后
举行。大师上小课，架起一座舞
蹈艺术的桥梁。

芭蕾舞者谭元元出现在舞
台上，指导三个学习芭蕾孩子做
把杆练习，细心纠正她们的体态
和手位。热门综艺《舞蹈风暴》第
二季开启，先导片里出现谭元元
的身影，网友直呼：她可以直接
去当评委！这位 43岁的舞者，早
已是世界芭蕾舞台的 “中国神
话”：她 16岁获得法国国家芭蕾
舞比赛金奖，19岁成为旧金山芭
蕾舞团首席舞者。今年是她在旧
金山芭蕾舞团 25周年， 在舞团
历史中没有一位首席舞者在舞
台上坚持过这么久。

谭元元跳舞近 30年， 一直
保持 47公斤体重。 去过全世界
许多城市， 但从来没时间观光，

每到一个地方第一件事就是找
练功房。 她早已习惯与伤病为
伍， 肋骨断裂康复后重返舞台。

疫情发生后，她从旧金山芭蕾舞
团练功房抱回 33 双足尖鞋，每
天在家里训练， 甚至拉上 72岁
的母亲一起练。

谭元元对参加分享会的孩
子们说：“到现在，我上台之前还
是会紧张，因为每一次的呈现都
不一样， 都充满不确定因素。就
算跳了 100 次的剧目还是会紧
张，还是会以第一次演出的心态
对待，这也是舞者所追求的极致
完美。完美并不可能，但我们都
在努力争取。”

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的舞台上，谭元元还与凌
桂明、郑慧慧等舞蹈教育家对谈，从少儿舞蹈教育
谈到芭蕾艺术之美，深入浅出。台下提问的观众，有
想要从零开始学芭蕾的成年人，也有学习芭蕾的孩
子家长，还有教芭蕾的年轻老师。谭元元为他们答
疑解惑，鼓励他们坚持下去。

对外开放四年以来，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始终致
力于推广与传播舞蹈艺术，通过“舞空间”公益文化
品牌，每年开展公益活动 120 余场，让老百姓感受
舞蹈艺术的魅力。今年“舞空间”还推出公益云课
堂，让舞蹈爱好者足不出户便可享受舞蹈名家的网
络教学。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发展基金会理事长王延
说：“敞开大门的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希望为每一位
舞蹈爱好者架起亲近舞蹈艺术的桥梁。市民来到这
里，不仅可以看到国内外一流演出、参与舞蹈公开
课和工作坊，还可以登上专业舞台，实现他们关于
舞蹈的梦想。”

上海女足获女超联赛季军
本报讯 （记者 龚洁芸）昨天下午，上海农

商银行女足 3比 1战胜北控女足，获得本赛季
女超联赛第三名。武汉女足以 4比 0战胜江苏
苏宁女足获得冠军。

本赛季上海女足志在冠军，最终高歌猛进
以积分榜第二进入争冠组，仅比领头羊武汉队
少 1分。但在争冠组排名赛中，上海女足首轮
被北控女足逼平，第二轮战胜武汉女足排名榜
首，但在争夺决赛资格的关键比赛中，却一球
小负江苏苏宁女足，无缘决赛。

本场争夺第三名的比赛，上海女足火力全
开，外援班达开场不久就取得进球，随后赵莹
莹头球扩大领先优势。下半场，闫锦锦补射帮
助上海女足再下一城， 比赛踢到 60分钟时比
分已变成 3比 0。第 79分钟，古雅沙为北控女
足攻入一球。

MAGIC3在上海刮起一股青春风暴。 资料图片

《SHANGHIGH奇梦》成大世界夜晚人气王，亚华湖剧场院线8天长假演出达160场……

1到N?上海演艺大世界形成集聚效应
■本报记者 诸葛漪

上海大世界演艺夜市红红火火，与之毗邻
的人民大舞台正上演《乌龙山伯爵》，共舞台则
推出尤克里里亲子音乐会。这个周末，演艺大
世界延续 8 天长假人气，演出络绎不绝，而这
背后得益于 1到 N的剧场院线体系。

把错过的演出补回来
国庆期间的上海大世界迎来近 4 万人次

入场，演艺夜市引流功不可没。原创非遗地标
秀《SHANGHIGH奇梦》9月下旬在上海大世界
演艺夜市首度亮相，如今成了大世界夜晚人气
王。歌舞、杂技与非遗元素，以及 60 多个来自
各个时代的角色人物，让观众应接不暇。这是
上海大世界 2020全新自制演艺产品， 也是大
世界艺术团阵容升级后的首次亮相，历经 3个
月排演，展示穿越时光的上海魅力。“希望观众
回想那些场景的时候，能对这座城市多一份热

爱。”导演金世昌要求演员以动作、表演以及与
观众的互动，使角色更加鲜活有特点。为方便
观众安排时间，《SHANGHIGH奇梦》特地在 19

时和 20时 45分安排两次表演。观众在等候观
剧时，还可以欣赏大世界的建筑美景。

距离上海大世界百米外的汉口路 650号亚
洲大厦 4楼星空间 1号，不断迎来年轻观众。环
境式音乐剧《阿波罗尼亚》凭借独特的表演形式
在星空间 1号火了。一墙之隔，位于亚洲大厦 4

楼的星空间 2号正在上演喜剧秀 《花好月圆》。

“我们计划开启 6至 8个星空间，把错过的演出
补回来。”上海亚华湖剧院经营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负责人算了一笔账，今年春节初一到初八，院
线剧场安排演出为 20场；复工仅 4个月，亚华
湖剧场院线演出场次在 8 天长假达到惊人的
160场，周末场次还在持续加码。

演艺大世界的核心位置吸引外地演出商、

制作团队频频伸出橄榄枝。北京制作方“一台
好戏”与亚华湖剧场院线联手，仅用 7月、8月

两个月时间，把疫情前商定的合作出品音乐剧
《阿波罗尼亚》、 合作经营星空间 1号的计划，

连场地装修带专业设备安装、 剧目排练制作，

都近乎完美迅速落地。

把上海好戏推向全国
亚华湖剧场院线总部位于演艺大世界核

心区， 以人民大舞台为旗舰，2018年以合作经
营剧场为主要模式， 摸索出剧场院线建设，去
年 12月已有 6家合作经营剧场， 大多分布于
演艺大世界。

今年 5月下旬，暂停的演出市场迎来上座
率 30%的开放消息。 人民大舞台率先出手，5

月 29日音乐剧《魔女宅急便》首演迎来 300位
观众，至 6月 30日复演后第一个月，仅人民大
舞台就完成商演 33场。

“从企业自身发展角度看，多聚集一些合作
经营的市场主体， 这种风险共担的机制有利于
温暖并激活演艺市场，提振行业信心。”上海人

民大舞台国际文化娱乐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建兵
说。 亚华湖剧场院线还与杭州演艺集团在人民
大舞台签署合作协议， 双方合作出品陈薪伊艺
术中心制作的全女班莎士比亚话剧 《奥赛罗》、

话剧交响剧诗《龙亭侯蔡伦》等新剧。6月 7日，

杭州演艺集团旗下 “西子国乐” 亮相人民大舞
台，这是疫情后跨省市的第一场商业演出。

春节前，亚华湖剧场院线合作经营演艺场
馆为 6家。复工后短短 4 个月，合作经营剧场
仅上海就由 6家扩大到 13家； 牵手杭州演艺
集团后，场馆又增加 10家。双方合作出品的剧
目还将由杭州演艺集团独家安排浙江省内 20

余个城市剧场巡演。以舞台剧《盗墓笔记》系列
为例，《盗墓笔记 2》在上海人民大舞台首演 45

场，创下逾 2000万元高票房。该剧继续延伸至
杭州及浙江下辖 20余城市，以每座城市巡演 2

场计， 仅浙江市场便可再创造一个 2000万元
以上的票房。“立足上海演艺大世界，辐射长三
角，把上海好戏推向全国。”刘建兵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