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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范彦萍 如果说
往年的“ 久久婚”、“ 十全十美婚”、

“ 一生一世婚”算大火的话，那么今
年的“ 要爱要爱要爱”婚则只能算

“ 小火”。记者昨天从市民政局婚登
处获悉，今年的预约人数将近3000
对，尚无法企及去年的“ 十全十美
婚”。而值得一提的是，最近不到一
个月的时间里，居然涌现了四五个

“ 好日子”，这让部分区县的婚登科
喜忧参半：喜的是新人们懂得分流
了，忧的是，好日子太多，有点应付
不过来。

一月间四个好日子
网上预约人数火爆

截至昨天下午5点半预约12月
12日婚的通道关闭，本市共有2977
对新人成功预约“ 要爱要爱要爱
婚”，其中现场预约的为1352对，网
上预约的为1625对，网络预约排名
前三的分别是长宁区的400对，闸北
区的280对和闵行区的150对。“ 预约
人数虽不少，但当天真正的领证人
数要赶超前几年的记录，难说。”市
民政局婚登处处长陈占彪说。

记者注意到，随着“ 12·12”结
婚登记的预约接近尾声，寓意着“ 爱
你一生一世”的“ 2013年1月4日”成
为准新人们预约登记结婚的下一个

“ 目标”。截至昨天13时，记者在市

民政局结婚登记网上预约系统中查
询后发现，浦东、黄浦、徐汇、静安、
普陀等区县当天的预约已经早早被
抢占一空；而闵行、宝山、闸北、虹口
等区县也仅有少量空缺。以徐汇和
杨浦为例，徐汇预约当天结婚的准
新人至少达到了200对以上，而杨浦
的网络预约13个名额全满，现场预
约也达到了70多对。

当然，接下来的好日子不光只
有12月12日和2013年1月4日，就连
12月18日和12月25日也成了香饽
饽。杨浦区婚登中心负责人王海燕
透露说，12月18日和12月25日圣诞
节的预约人数也同样不赖。“ 圣诞节
放假，很多海归赶回来登记，造成了
又一波小高潮。”

“ 一生一世婚”
名额会陆续放出

和往年一样，2012年12月12日
可能会迎来婚登“ 小高峰”，但因为
经历过了前几年的“ 大场面”，今年
的“ 暴风雨”来临前，沪上各区县婚
登中心似乎显得很“ 淡定”。

闸北区婚登科科长应晓晨告诉
记者，他们今年放开了网上预约渠
道，不设上限。“ 尽管通过网上预约
的准新人现在看起来比较多，但到
时真正领证的估计也就300多对，不
会很火爆。”

对于这样的情况，网友们调侃
说，只要巧舌如簧，不管哪天都是好
日子。比如18号就是“ 要发”，1月4
日本来很不吉利，结果加了个前缀
2013年，就变成了“ 一生一世”。

对于媒体上疯传2013年1月4日
的网络预约被一抢而空的的情况。
陈占彪也表示，没那么夸张。“ 其实，
各个区县会根据实际情况做调整，
开放网络预约入口，但并非一下子
开放口子，而是会根据人数再作调
整，也许有的区县还会放量出来。”
他解释说，在网上预约不到的新人
也可以采取现场预约的形式，没必
要“ 死守”网络，建议准新人们保持
淡定。事实上，预约以后实际上还是
需要通过预登记关，才能在好日子
当天走绿色通道。

“ 从管理的角度说，我们希望淡
化好日子的概念。否则人一下子扑
出来，就要采取预案，会增加工作人
员的工作量。”陈占彪说。

对于今年“ 要爱要爱要爱”日
“ 趋冷”和好日子接踵而至的原因，

陈占彪私底下分析说，这说明新人
们结婚更趋于理性了，就像时尚一
样，捧过头了，就会回归朴实。大家知
道赶好日子不能解决问题，不会因为
选择好日子结婚，离婚率就会下降。
新人们重新回到结婚的认知度上，
待瓜熟蒂落后再去领证不迟。

焦点一：
参赛作品中仅2成是青少年作品

本届大赛组委会共收到参赛作
品1300余件，其中仅有270多件作品
出自16岁以下的青少年之手，比例只
有2成。入展的85件作品中，小朋友的
为33件。31件获奖作品中，小朋友的
为6件。“ 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16岁
以下青少年的参赛和入选比例并不
高。”上海市书法协会楷书专业委员
会办公室主任陈标介绍说。

这次在12岁少年组获得一等奖
的王振菲，多年来从未间断过书法练
习，平时练书法甚至还能脱稿写。这
让众多评委啧啧称奇，因为在他们看
来，这样的青少年实在少之又少。

“ 何止中小学生，现在能写一手
漂亮板书的语文老师也屈指可数了。
这种文化断层十分危险，给我们亮起
了警报。”当前的年轻人成天与计算
机键盘打交道，很少握笔写字。静安
书协副会长兼秘书长杨继光在痛心
疾首之际，提出了一个中肯的建议，

“ 学习书法，打好楷书根基十分重要，
所以楷书教育要从娃娃抓起。近期我
们将在静安设立青少年书法推广基
地，延聘上海中国书法院书法名家教
习，定期举办培训班书法展评活动，
并利用寒暑假期，组织书法名家带弟
子进社区、军营等举办笔会，吸引更
多的人尤其是青少年学习书法。”

在杨继光看来，书法是一种文化

修养，通过书法研习能培养青少年
“ 知书明理，仁义守信、谦恭礼让”的

优秀品质。

焦点二：
字还没写好，就耍“ 花架子”

如今市面上出现了各种稀奇古
怪的所谓楷书。这也是组委会下定决
心要举办楷书比赛的原因之一。

“ 现如今，楷书越来越被边缘
化。” 此次大赛的策划人杨永健指
出，传统的楷书正走向没落的危险。
尤其是近几年出现许多现代的、变
形的、奇特的书法，诸如今楷等来吸
引公众的眼球，这是对书法艺术的
挑战。

对此，陈标抱有同样的看法，现
代的艺术家对楷书不重视，觉得费时
又费力。相对觉得草书的表演方式多
样化。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要不得，
毕竟楷书才是所有书法中最基础也
是最难的。“ 弘一法师李叔同年轻时
也写得一手漂亮的魏碑。”

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秘
书长戴小京娓娓道来楷书的历史：楷
书自汉末孕育，经魏晋到隋唐的发展
变化，成为汉字日常应用书体。古老
的中国文字依旧是记录中华文明发
展的符号，而楷书作为汉字发展史中
的第三个里程碑，也依然沿用至今。
目前，静安书法协会立足楷书大赛，
将楷书艺术的宣传推向了一个新的
高度。

本报讯 记者 丁烨 浙江省人杰
地灵，无论是宁波海鲜还是安吉鲜
笋，无论是金华火腿还是丽水菌菇都
是上海市民餐桌上的佳肴。记者从徐
汇区获悉，2012浙江（ 上海）名特优
新农产品展销会即将于本月14日至
17日在上海光大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展会期间还将举办多场浙江省相关
县市的特色农产品专场推介会，展会
将向市民全面开放，凭有效证件领票
入场。

主办方介绍，本次展会对农产品
及其加工品继续实施严格的准入制
度，参会展品多为近几年浙江各地的

名特优新农产品，参加过浙江农业博
览会，在市场上有较高知名度。记者
了解到，展会上将展销杭州的山茶
油、山核桃、笋干等；宁波的泥螺、蟹
酱、红膏咸炝蟹、野生大黄鱼等；温州
的鸭舌、熏鸡等；嘉兴的杭白菊、鸡蛋
干、桑木耳等。此外绍兴香榧、诸暨年
糕、金华火腿、衢州杜仲茶、临海蜜
橘、三门青蟹等等深受上海市民喜爱
的农副产品也都将一齐亮相。

据悉，从12月14日至16日，展销
时间是每天上午八点半至下午四点
半，17日为上午八点半至下午两点，
市民可凭有效证件领票入场。

本报讯 记者 范彦萍 昨天，由
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等主办的第
八届制造服务外包国际论坛暨展示
交流会在张江集电港会议中心举
行。记者获悉，一个免费的“ 网上超
市”———上海服务外包交易网已经
开始运行，一方面上“ 超市”后，有
需求的企业可以悬赏接单者，而有
特长与技能的中小企业也可以晒出

自己的独门秘籍。
“ 现在中小企业的处境十分艰

难。网上超市能为他们寻找新的出
路。他们若有什么技术研发方面的
特长，就可以晒到网上，寻找识货的
伯乐。而一些大企业也可以将外包
的名单公布出来，找到满意的供应
商。这些都是免费的。”据现代服务
业联合会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上海

服务外包交易网采用O2O（ 线上与
线下相结合）的模式，打造制造型
企业专业化服务采购的“ 网上超
市”，为他们提供制造技术支持、节
能环保、供应链管理、人力资源与作
业外包、工业设计、信息技术等方面
的对接服务、招投标代理，以及线下
的金融配套、解决方案制定等专业
服务。

》都市脉动

“ 网上超市”做媒 中小企业可免费吆喝“ 独门秘籍”

2012浙江农产品展销会等你来“ 淘”

会玩IPAD，不会写字
楷书大赛呼吁书法从娃娃抓起

随着教材电子化的推行，会写一手好字的学生越来越少。近日，第二届上
海楷书大赛作品展在市政协底楼展览厅举行。借此机会，市书法家协会的相
关负责人呼吁，楷书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本报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记者 范彦萍 现代书法
如何跳出传统的框架？为了做新的尝
试，一场国内首创、色彩瑰丽的书法
与音乐互动的书法音乐展会将带给
人别具一格的视觉感受。记者昨天从
主办方获悉，上海《 书弦———曹越新
年书法音乐展会》 将于12月23日在
上海商城举行。

据介绍，本次《 书弦》展会分为
三大部分，其中交响组合音乐会将由

“ 生机无限”、“ 明通高远”、“ 江山
如画”、“ 生命书弦” 等四大乐章组

成，从不同侧面诠释书法与宇宙、人
生、境界和博弈之间的内在关联。特
别是将书法的基本形态和弦的理论
结合起来。

此次演出中，曹越先生将现场即
兴挥毫泼墨，用行草和篆隶创作长卷

《 兰亭序》、《 赤壁怀古》 等传世经
典，充分表达其在书法技艺上的继承
与创新。在第三部分曹越书法作品慈
善拍卖会环节，曹先生将把书法音乐
展上书写的作品进行拍卖，所得善款
全部捐献给慈善基金会。

寻求新路 书法与音乐“ 合体”献艺

尽管12月12日这波结婚“ 小高
峰”的力度也许没往年厉害，但沪上
婚登中心仍做好了万全准备。

据悉，本来各个区县的登记窗口
采取轮休制，但当天将全部开放。

（ 比如有的区县有5个窗口，但平日
里只开三四个，当天就全部开放。）

“ 我们仍将延续去年的做法，采取多

彩预约券，每20分钟一对。提前预约
的新人必须要带着户口本身份证过
来预登记一下，这样当天的登记就很
快捷。”杨浦区的王海燕告诉记者。

近日，市婚登处还下发了通知，
要求各区县做好应急预案，加大服
务力度，按照预约情况合理调配人
手。“ 其实，这么多年下来，我们都已

经习惯了。”陈占彪表示，从目前反
馈的情况看，各区县都很‘ 淡定’，
近3000对的预约虽然比平日明显增
多，但从总量上看，并不算多。”

而按照往常的经验，新人们只
需准备好相关材料，即便未进行网
上预约，也能在当天现场办理结婚
登记手续。

本市婚登中心将开放全部登记窗口》链接

通过预约，整个登记过程快捷了许多。 本报资料图 记者 张瑞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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