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享“ 音乐午茶” 看音乐展览 听音乐讲座
“ 上海音乐谷”开张 爱乐者有了新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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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范彦萍 到“ 音
乐谷” 音乐展览馆了解最新的音乐
科技，赴上海音乐家协会教育基地
与大师和新锐音乐家对话，闲来无
事，还可以抽空到“ 音乐午茶”听一
场公益音乐会。昨天，虹口区区政府
宣布，在“ 上海音乐谷”M1907音乐
中心里，市民们也能享受上海音乐
厅的“ 音乐午茶”了。在不久的将
来，上海爱乐者将有一个新去处。

M1907音乐中心
打造公共音乐文化新地标

记者了解到，虹口正在积极打
造“ 上海音乐谷”（ SMV）项目，一
个全新的公共文化服务平台———
M1907音乐中心已在“ 音乐谷”展
露风采。

M1907音乐中心位于辽宁路46
号，毗邻国家音乐产业基地，距1933
老场坊仅百步之遥；由3栋历史久远
的老建筑构成，其中一栋老洋房于
1907年建成。

据M1907音乐中心负责人阮震
介绍，目前，M1907音乐中心已经与
上海音乐家协会正式签约，挂牌成
立上海音乐家协会教育基地（ 哈尔
滨路278号），计划共同举办各类音
乐讲座、大师培训、名家论坛、国际
音乐人交流、音乐爱好者活动。据
悉，该教育基地计划于明年1月份起
陆续引进17个音乐专业委员会。

而“ 音乐谷”音乐展览馆是一座

以音乐文化为主题、以科技互动为核
心的体验式音乐展览馆。参观者不仅
能够领略不同的音乐文化，还能了解
国际最新的音乐技术与科技。

不必舍近求远
在“ 音乐谷”就可听“ 音乐午茶”

除了音乐展览馆和音协教育基
地外，上海音乐厅“ 音乐午茶”也将
在“ 上海音乐谷”M1907音乐中心

“ 开分店”。
去年，上海音乐厅打造了一个

公 益 文 化 品 牌 项 目 ———“ 音 乐 午
茶”，市民只需花上区区10元，就可
以在每个工作日的12：00~13：00（ 国
定假除外），与青年艺术家近距离接
触，聆听室内乐、古典、民乐、爵士等
近40种演出。

据介绍，“ 音乐午茶” 每场最多
接待80~100人次，无法满足爱乐市民
的精神文化需求。这一消息被M1907
音乐中心得知后，经与上海音乐厅多
次协商，最终确定将“ 音乐午茶”请
到位于虹口的“ 上海音乐谷”，首年
计划献演100场，每周2场。演出的节
目与演员由上海音乐厅整体输出，保
证了节目的品质与演出的专业。

据悉，首场演出即将于2013年1
月8日举行。从此，每周的周二和周
五14：00~15：00，北上海的爱乐市
民，不必舍近求远，在虹口的“ 音乐
谷”，即可以10元的公益价，品尝原
汁原味的“ 音乐午茶”。

本报讯 记者 朱莹 44天的航
行之后，2012长江淡水豚考察队于
昨日下午抵达终点，在武汉水生所
码头公布了考察的初步发现。经过
宜昌-上海往返3400公里的航程寻
找，此次科考队总共目视发现长江
江豚（ 以下简称江豚）380头次，声
学考察发现172头次，与2006年考察
相比，此次发现的江豚种群数量下
降趋势明显。

记者了解到，此次科考发现江
豚的生存境况不容乐观。以声学考
察结果为例，今年宜昌号考察船在

宜昌至上海的单程航行中总共发现
91头次江豚，而2006年科考一号船
在同样的航程中发现了177头次。今
年比2006年的发现减少一半。

“ 此次考察发现江豚分布的区
域与2006年大致相同，但呈现分布
相对集中、日益斑点化的趋势。”此
次科考队副总指挥、中科院水生所
王克雄博士介绍说。

考察队发现，现在长江干流里分
布的江豚越来越少，有往码头港口区
域集中的趋势。比如考察队在安庆渔
政码头、镇江海事码头等地都发现了

3-5头相对集中的江豚种群。“ 初步
分析认为，这种分布形态可能和码头
区饵料资源相对丰富有关系。”王克
雄分析说，“ 不过长江干流，尤其是
码头港口区域航运非常密集，对江豚
的生存造成极大的威胁。”

接下来，考察队会投入紧张的数
据分析，统计出长江中下游江豚数量
及其变化趋势；并在此基础上为农业
部出台《 长江江豚拯救行动计划》提
供最新、最全面的基础数据支持，对
现有豚类保护区的范围、功能区调整
以及新建保护区等提出建议。

金条、苹果系列产品、国际一线
化妆品⋯⋯这些之前只有出境或在
国际机场才能以优惠价买到的商品，
今年统统出现在了一些商家的促销
菜单上。

浦西、浦东两大百货业巨头———
新世界和八佰伴，把“ 火拼”的时间
从往年的12月31日至1月1日的跨年
时段，提前到了眼下。新世界从本月
22日起，就推出了“ 欢乐家庭节”，
一直延续至1月3日。一线化妆品从
12月29-1月3日促销力度为7.6折，价

格堪比免税店。更前所未有的是，31
日1-8楼全商场联动，黄金珠宝及大
家电全部参与折扣力度前所未有的
积点营销活动，且可以跨类跨层跨
柜累计。

而八佰伴更打响“ 金”字招牌，
在物价飞涨的当下买金条也打折，且
金条可用买任何商品的赠券购买，部
分国际一线化妆品也将投入“ 500送
300券”的阵营，折扣达到6.25折。苹
果系列产品亦出现在活动的商品名
单中，包括iphone5、ipad4等商品。

圣诞新年季 商圈好礼送
抽宝马抽金条 看你手气

跨年营销的时间由1天变为了2天，甚至10天以上———今年国际普遍严
峻的经济形势让商家拉长了岁末营销的时间，促销力度也大大加大。记者昨
天从长宁区、普陀区、徐汇区获悉，沪上不少商家已提前打响跨年促销战。

本报记者 王婧 丁烨

之前“ 不打折”商品纷纷放低身段

徐家汇商圈则在圣诞期间推出
“ 缤纷徐家汇，喜迎宝马车”活动。12

月21日至1月3日，消费者只要来到徐
家汇商圈，就有机会抽取宝马X1时
尚轿车，共3辆。同时，消费的顾客更
能参加“ 赢iPhone5”的活动，奖品多
达100部。

今年，幸运顾客还有机会赢得金
条了。“ 魅力金中环，迎新购物欢”
———中环商贸区岁末迎新促销活动
已拉开帷幕。活动期间，主办方将随
机抽取总共2000个幸运号码，每个中
奖号码可获得千足金金条一根（ 10
克），消费者只要在中环商贸区指定
商家内消费满200元，就可以持当日
有效消费凭证获得一个抽奖号码。

据了解，此次促销活动从即日起
至2013年2月8日结束，消费者只要在
中环商贸区内百联中环购物广场、红

星美凯龙真北店、麦德龙普陀店、农
工商118广场、上海友谊商店等5家主
体店及其商家持单张当日有效消费
凭证满200元，经商家确认后，即可参
加抽奖活动。活动分四个阶段，共将
送出10克的金条2000根。

同时，12月24日，百联西郊购物
中心内原友谊百货经过改造调整，长
宁的第一家东方商厦将盛装登场，也
推出开业抽“ 金条”，贵宾卡办理送
好礼，VIP双倍积分，原友谊百货积
分换礼等活动。

冬令时节，养生和调理成为消费
者特别关心的内容。在此次活动中，
虹桥友谊商城专门推出了“ 高级滋
补品展”，并邀请胡庆余堂的医学和
药学专家，开展“ 胡庆余堂名医馆
医学专家免费义诊”和“ 胡庆余堂药
学专家现场答疑”活动。

宝马、金条、iPhone5静候幸运者

如今的年轻人爱网购，去大商场
购物的顾客多为中老年人。对此，精
明的商家推出了线上线下联动活动。

新世界联合大众点评网，推出线
上团购线下消费的新模式，凡12月24
日—30日在大众点评网上团购的顾
客，可以享受到100元换360点，相当
于最低2.8折的特惠（ 限量2013份）。
顾客可凭电子码及本人身份证12月
29-31日期间13:00-21:00至新世界
购物使用。

而八佰伴亦开辟了网上支付通
道。从明天起，顾客可在百联emall上
注册、充值，并获得支付密码。安付

宝、OK积点卡、百联积点卡等都能进
行网上充值。商厦活动期间，顾客只
需前往9楼网上支付专用收银点，输
入支付密码即可确认付款。如果账户
内的金额小于实际支付金额，顾客也
可用信用卡、现金等其他方式补足。

记者近日在采访中发现，各大商
场的促销都已拉开序幕，如巴黎春天
的不打烊、百盛的满额减等等，参加
活动的品牌也大大增多，以往一些很
少打折的热门服饰的折扣甚至低到
三折，如汇金百货内，衣恋旗下的一
些服饰，包括当季毛衣等都打到了五
折以下的折扣。

线上线下联动对抗电商

“ 商家拉长促销时间，一方面是
因为今年的经济形势普遍严峻，另一
方面，在电商大行其道的今天，传统
百货商家也有了危机感，纷纷推出
措施来吸引顾客。”上海市商业经济
研究中心主任齐晓斋分析，今年国
际经济形势普遍不乐观，国内GDP

的增速也放慢到了7.5%，大家的消
费能力有所下降，年末商家为完成
营销指标，势必要加大促销力度；而
电商们的“ 双11”、“ 双12”活动，也
对实体百货构成了冲击，实体店势
必用一波更加强大的营销活动来对
抗这种冲击。

多重因素促使商家转型

2012长江淡水豚考察结束
声学考察江豚发现数比6年前减少一半

主题影院、音乐出版等
共建“ 音乐谷”

“ 音乐谷是一个大概念，相当于
一个音乐创意产业园区，是虹口十
二五产业园区的项目。” 据阮震介
绍，辽宁路不远处的1933老场坊楼
上的穹顶也是音乐谷的组成部分，
接下来，音乐剧、表演剧、室内剧等
都将在上面上演。

据阮震透露，音乐中心也将与
哈尔滨路278号斜对面的嘉兴路影
剧院开展合作，今后，那里将上演话
剧、舞台剧、音乐剧等剧目，变身为
音乐主题影院和实验剧场。

与此同时，国家音乐产业基地
已在辽宁路46号挂牌，该基地今后
将承载多媒体数字出版、音乐原创
和制作等各种功能。音乐中心还酝
酿在附近建音乐精品酒店。

据虹口区相关部门介绍，除了
音乐午茶项目外，他们还与其他机
构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合作，为市民
带来丰富的休闲文化娱乐。今年6月
起，上海话剧中心与虹口区1933老
场坊合作，开展剧目输出，截至今年
12月底，共有八部戏在1933空中舞
台演出（ 共计50场），为苏州河以北
的上海市民带来更多高质量的文艺
消费品。

》周边

哈尔滨路278号的上海音乐家协会教育基地也是音乐谷的组成部分。 本报记者 张瑞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