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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脉搏

[相关新闻]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本报讯 国庆中秋长假首
日，截至昨日15点，全市150多
家主要旅游景区（点）共接待游
客 9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10%。
记者10月1日从市文旅局获悉，
截至昨日15点，本市文化旅游行
业系统未发生重大安全事件，也
未收到涉及疫情防控的突发事
件报告。

据统计，全市150多家主要
旅游景区（点）共接待游客95万
人次，同比增长110%，其中，东
方明珠电视塔接待游客1.5万人
次，与去年持平；上海野生动物
园接待游客2.3万人次，同比增
长 254%；上海科技馆接待游客
1.2万人次，同比恢复70%；朱家
角古镇接待游客1.2万人次，同
比恢复75%；上海辰山植物园接
待游客 0.97 万人次，同比增长
2325%；上海海昌海洋公园接待
游 客 1.85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208%。

全市对外开放的55家美术
馆举办展览95项、公共教育活动
22项，共接待观众1.1万人次，
同比恢复56%。全市对外开放的
90 家博物馆，举办临时展览 46
场，共接待观众8.04万人次，同
比增长98.8%。全市200多家公
共文化场所（非遗传习所、社区
文化活动中心、群艺馆、图书馆）
组织开展各类活动488场次，参
与各级各类活动共计7万人次，
其中各类图书馆累计接待1.3万
人次，同比恢复29.4%。纳入假
日监测统计的8家红色主题类景
区（点）累计接待游客2.15万人
次。

本市各大文旅企业还在假
日期间为市民准备了丰富多彩
的云上活动。其中，全市主要文
化场所举办线上活动101场；美
术馆线上浏览量6.7万人次；全
市各博物馆推出的“云展览”“云
活动”总浏览量13万人次。

外滩、豫园和小陆家嘴等区

域分别接待游客13.8万人次、3
万人次和12.2万人次，分别同比
恢复68.2%、61.7%和 66.2%；上海
国际旅游度假区接待游客5万人
次，同比增长43.6%；佘山国家旅
游度假区接待游客5.79万人次，
同比增长426%；崇明世界级生态
岛各景区点接待游客 2.8 万人
次，同比增长655.9%；黄浦江游览
接待游客6488人次。黄浦江滨

江五区共接待游客 44.07 万人
次，同比恢复65.5%。

本市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
务中心接待1.1万人次，同比减
少56%；发放各类宣传资料2431
册，同比减少 64.9%。962020 热
线接受旅游投诉和咨询 77 通，
同比减少59%。上海旅游集散总
站发送旅客 377 人次，发车 11
班次。

上海国庆假期的雨水提前

报到，小伙伴们能看到秋天的第

一个圆月吗？不用担心，记者从

市气象局获悉，昨日夜间，上海

总云量平均在 1 成至 3 成，可谓

月朗星稀，很适合赏月。此外，

今年中秋月最圆时刻出现在 10

月2日凌晨5时5分。

据最新的预报，上海雨水将

提前一天到来，从原来的10月3

日调整至10月2日。预计在2日

半夜云系增多，小雨纷纷。集中

降水时段也有所“拉长”，从3日

夜间至 4 日上午，调整至 3 日下

午至4日上午。

此外，2009 年到 2019 年，上

海中秋节当天14时到22时之间

下雨概率仅为18%，不下雨的概

率为82%。20时总云量和低云量

≤2 成 的 概 率 分 别 为 60% 和

80%。也就是说：上海中秋夜较

大概率不会下雨，云量也比较

少，适合赏月。

那么，今年中秋月最圆时刻

在什么时候呢？据中国天文学

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史

志成介绍，今年中秋月最圆时刻

出现在 10 月 2 日凌晨 5 时 5 分。

月球绕地球公转每绕一周都各

有一次远地点和近地点。10月4

日凌晨 1 时 22 分，月球过远地

点 ，此 时 月 地 之 间 的 距 离 为

40.6321万公里，是全年当中月球

距离地球第二远的一刻。因此，

今年中秋月比其他月份的满月

看上去明显“瘦”一些。

对于离沪的小伙伴们而言，

快来看看最新出炉的 2020 全国

中秋赏月指数地图吧。中国天

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胡啸介绍，

中秋节当晚（10月1日），西北地

区大部、华北北部、华东等地天

气晴好，非常适宜赏月。省会级

城市中，乌鲁木齐、银川、呼和浩

特、太原、北京、合肥、南京、上

海、杭州、福州、台北都将是皓月

当空。小伙伴们不要辜负这轮

明月，快约上家人和好友一起外

出赏月。

10月4日开始受冷空气和低

涡切变线影响，气温逐步下降，

并伴有4-6级偏北风。伴随着冷

空气影响，国庆期间申城是否有

望入秋？根据气象意义上的入

秋标准是指立秋后出现连续5天

日平均气温低于 22℃，“国庆期

间申城有可能入秋。但是，由于

国庆后期最高气温会小幅回升

至24℃，因此是否能够入秋成功

还得看临近的天气变化。虽然

今年气温偏凉爽，但北方冷空气

到达申城后逐步减弱，谈不上

‘冷中秋’的概念，与常年相比申

城降温的程度在正常范围内。”

上海中心气象台服务首席茅懋

表示。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

气温前高后低，小伙伴们记得实

时关注气温变化喔。

青年报见习记者 陈泳均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月光下，桂香里，古
音悠悠，秋风送爽。昨日，2020
年“我们的节日”唐韵中秋游园
会在桂林公园举行。逾千名市
民和各界人士齐聚海派古典名
园——桂林公园，体验传统中秋
习俗，共度团圆美好时光。

昨晚，除了游园的游客外，
30位参加“唐韵中秋”游园会一
日游的游客也有序进入了游园
会现场。来自江苏的王小姐是
一位新上海人，今年没有回家乡
过中秋，而是将父母邀请到了上
海。他们通过锦江旅游报名了
四区联动一日游线路，在黄浦豫
园喝早茶、在闵行韩湘水博园走
各种桥、在青浦朱家角坐船，最

后到徐汇桂林公园赏灯，一家人
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中秋。

在四教厅的非遗精品橱窗，
来自徐汇、黄浦、闵行、青浦四区
以及长三角的非遗精品让市民
游客大开眼界。在主办方公布
的20个赏月赏景打卡摄影点中，
桂林公园的颐亭、双生桥、石马、
鸳鸯楼、四教厅等一系列小景上
榜，备受关注。游园会上，这些
小景前游人如织，纷纷用镜头捕
捉桂林公园的古典雅致之美。

今年“唐韵中秋”游园会首
次实现了徐汇、黄浦、闵行、青浦
四区联动，合力打造上海首个海
派中秋IP。活动现场，徐汇、黄
浦、青浦、闵行四地主播进行对
话互动，奏响别开生面的“唐韵
中秋”乐章。

青年报记者 冷梅

本报讯 穿着汉服“穿越”到
400年前，穿着旗袍礼服“穿越”
到近一个世纪前的上海滩，跟着
老字号和充满童趣的IP“穿越”
到小时候……国庆中秋双节，上
海著名的旅游文化地标豫园又
有全新玩法。此次，豫园最高
楼，也是上海最高的仿明清式建
筑——天裕楼在国庆到来之际
焕然一新，汇聚了大量国潮品牌
的“豫园百货”，也将在十一期间
重装亮相。

“豫园百货”并不是人们传
统印象中的“百货”，它又潮又时
尚。而“百货”这个名字，更多是
代表着其丰厚的内涵和足以娓
娓道来的故事。“豫园百货”所在
的建筑是天裕楼，是全上海最高
的仿明清式建筑，地上 6 层，地
下 1 层。站在天裕楼至高处的

“凝晖阁”上，俯瞰有着400多年
历史的美丽豫园，眺望浦江对岸
的上海中心，感受时代的碰撞，
吹过的风仿佛能带着你“穿越时
空”，这样的赏月地标着实让人
兴奋。

来“豫园百货”，最重要的当
然是逛逛逛，买买买。除了装修
一新的建筑外观和最新亮相的
室内设计元素之外，自今年十一
焕新亮相，一家又一家好逛、好
玩、好吃的品牌，都会来到“豫园
百货”。

亚一、大白兔、飞跃、回力、
百雀羚等国潮国货品牌聚集在
此。而许多老字号品牌，也纷纷
在豫园百货推出新品，彰显其创
新的魅力：童年记忆里的大白兔
在豫园百货开设“大白兔专卖
店”，大白兔帆布袋、抱枕，大白
兔水杯等授权正版周边，以及多
达数十种口味的奶糖应有尽有。

同样在许多人童年回忆中
占有重要位置的知名IP也将在
豫园百货汇聚，米菲、国家地理、
樱桃小丸子这些经典IP都被请
进了豫园百货，为大朋友和小朋
友们带来各种惊喜。美食也是
逛街的一部分，光明悠焙、大勝
胡同、小拾肆等也将在豫园百货
开设餐饮店，部分店铺还将推出
豫园限定款的美食，在保证美味
的同时，还能拍出只有豫园才能
拍到的美食打卡照片。

众多国潮国货品牌聚集豫园百货。 青年报记者 施剑平 摄

150多家主要旅游景区长假首日接待量同比增长110%

博物馆线上线下展览同样火爆

国庆中秋假日期间气温前高后低
后天开始要披件外套

上海最高明清式仿古建筑天裕楼调改升级

中秋赏月 就该在豫园最高楼

喝黄浦早茶、走闵行桥、坐青浦船、赏徐汇灯

一日穿梭四区 打卡20处美景

沪上各大景点都热闹非凡。 青年报记者 施剑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