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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 星期一

09：01：47 《茸城之光（378）》（重播）

12：00：00 《云间播报》（首播）

12：12：00 纪录片《天山脚下（6）》（首播）

16：38：00 《云间播报》（当日重播）

16：50：00 《狂野瞬间》（93）（首播）

17：00：00 《中国之最》（7）（首播）

17：17：00 专题片《收藏》（35）
18：17：00 《松江警务报道》（345）（首播）

18：30：00 经典动漫《戚继光》（9-10）
19：00：00 转播中央台《新闻联播》

19：30：00 《松江新闻》

19：47：00 连续剧《爱是欢乐的源泉》（24-25）
21：30：00 《松江新闻》（重播）

21：47：00 连续剧《爱是欢乐的源泉》（26）

5月11日 星期二

09：01：47 《松江新闻》（重播）

09：20：00 《我们正年轻》（4）（首播）

12：00：00 《云间播报》（首播）

16：38：00 《云间播报》（当日重播）

17：17：00 专题片《收藏》（36）
18：30：00 经典动漫《戚继光》（11-12）
19：00：00 转播中央台《新闻联播》

19：30：00 《松江新闻》

19：47：00 连续剧《爱是欢乐的源泉》（27-28）
21：30：00 《松江新闻》（重播）

21：47：00 连续剧《爱是欢乐的源泉》（29）

5月12日 星期三

09：01：47 《松江新闻》（重播）

12：00：00 《云间播报》（首播）

16：38：00 《云间播报》（当日重播）

17：17：00 专题片《收藏》（37）
18：30：00 经典动漫《戚继光》（13-14）
19：00：00 转播中央台《新闻联播》

19：30：00 《松江新闻》

19：47：00 连续剧《爱是欢乐的源泉》（30-31）
21：30：00 《松江新闻》（重播）

21：47：00 连续剧《爱是欢乐的源泉》（32）

5月13日 星期四

09：01：47 《松江新闻》（重播）

12：00：00 《云间播报》（首播）

12：12：00 纪录片《长江之恋（1）》（首播）

16：38：00 《云间播报》（当日重播）

17：17：00 专题片《收藏》（38）
18：30：00 经典动漫《戚继光》（15-16）
19：00：00 转播中央台《新闻联播》

19：30：00 《松江新闻》

19：47：00 连续剧《爱是欢乐的源泉》（33-34）
21：30：00 《松江新闻》（重播）

21：47：00 连续剧《爱是欢乐的源泉》（35）

5月14日 星期五

09：01：47 《松江新闻》（重播）

12：00：00 《云间播报》（首播）

16：38：00 《云间播报》（当日重播 ）

17：17：00 专题片《收藏》（39）
18：17：00 《松江警务报道》（346）（首播）

18：30：00 经典动漫《戚继光》（17-18）
19：00：00 转播中央台《新闻联播》

19：30：00 《松江新闻》

19：47：00 连续剧《爱是欢乐的源泉》（36-37）
21：30：00 《松江新闻》（重播）

21：47：00 周末影院《五十米之恋》

5月15日 星期六

09：01：47 《松江新闻》（重播）

17：17：00 专题片《收藏》（40）
18：30：00 经典动漫《戚继光》（19-20）
19：00：00 转播中央台《新闻联播》

19：30：00 《一周新闻集锦》（首播）

19：47：00 连续剧《爱是欢乐的源泉》（38-39）
21：30：00 《一周新闻集锦》（重播）

21：47：00 《周末影院》《舞台》

5月16日 星期日

09：01：47 《一周新闻集锦》（重播）

09：40：00 纪录片《长江之恋（2）》（首播）

12：00：00 《退休好时光》

17：17：00 专题片《收藏》（41）
18：30：00 经典动漫《戚继光》（21-22）
19：00：00 转播中央台《新闻联播》

19：30：00 《茸城之光（379）》（首播）

20：02：00 连续剧《爱是欢乐的源泉》（40-41）
21：40：00 《茸城之光（379）》（重播）

22：12：00 连续剧《爱是欢乐的源泉》（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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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电视剧《小舍得》正在各大卫

视热播中，该剧由张晓波执导，宋佳、佟大

为、蒋欣、李佳航领衔主演，张国立特别出

演南建龙。该剧讲述了南俪、夏君山和女

儿夏欢欢、儿子夏超超，田雨岚、颜鹏和儿

子颜子悠等“小升初”阶段中国家庭的故

事。记者发现了剧中不少在松江取景

的镜头，这里带大家一起去看看。

第7集中，南建龙的两个女儿为了

进择数（一家教育机构）找到南建龙。

他通过曾经的下属，拿到了一个择数

名额，这个片段就是在中山街道办事

处取景的，电视剧结尾字幕也特别感

谢了街道。南建龙在回家的路上，想

起自己乳糖不耐受，于是将南俪买的

咖啡送给司机，这段是在江学路北翠

路上拍的，中央公园四期也入了镜，还

出现了江学路北翠路公交站台。第 25
集中，南建龙和赵娜交谈的地方，是在

广富林文化遗址的茶室里。在回忆南

俪上初中的片段时，出现的一条漂亮

的林荫路是袜子弄。袜子弄路两旁耸

立着近百年的树木，春则嫩绿可人，夏

则蔽日遮天，秋则落叶满地，冬则老枝

纵横。一条短短300米的小弄，承载着

无数松江人的共同记忆，更见证了松

江厚重久远的历史。

文字：沈莉娜

刊发平台：“上海

松江”客户端

截至 4 月 29 日阅

读21728、点赞74

小昆山镇中惠棠里商业广场正在

竣工验收，预计今年下半年开业。据项

目负责人介绍，目前签约的有麦当劳、

联华超市、来伊份、中国黄金、奇缘大冒

险儿童游乐场等几十家连锁品牌，同时

将引进松江西片区的首个巨幕影城。

中惠棠里项目位于文翔路与鹤溪

街交叉口西北侧，毗邻小昆山镇政府、

昆水绿地公园及中海九峰里、路劲佘山

院子等社区，将成为集日常购物、餐饮

服务、休闲娱乐、生活配套服务、儿童乐

园等于一体的24小时一站式商业综合

体，服务于小昆山镇及周边居民、松江

西部高科技园职工等。

该项目建筑面积约5万平方米，由

9 栋商业建筑及建筑围合的商业街区

组成。记者在现场看到，楼宇内外装修

已完毕，施工人员正在收尾。

1号楼为独栋商业广场，共5层，涵

盖大型品牌精品生鲜超市、品牌精品

零售、时尚饰品店、儿童零售、儿童游乐

场和摄影馆等，并将引进松江西片区的

首个巨幕影城。4-8号楼将引进各地菜

系品牌餐饮，满足市民的味蕾。项目设

置了空中连廊，将各个楼栋连接成一个

整体，市民可享有更开放的游憩空间和

沉浸式的消费体验。值得一提的是，临

近昆水绿地公园一侧的3号楼将打造美

食风情街，市民可在户外用餐，赏河畔

秀丽风景。此外，中惠棠里还将引入美

容美体等休闲业态，并配套中高端商务

酒店。

文字：冯琪

刊发平台：“上海

松江”微信公众号

截至 4 月 29 日阅

读21352、点赞47

位于泗泾镇泗凯南路佘月路的宝

乐汇·佘山商业广场已试营业 3 个月。

作为该区域 5 公里范围内唯一的大型

商场，随着星巴克、盒马、肯德基等 60
余家品牌店铺的陆续开业，商场人气居

高不下。记者了解到，4月 28日至 5月

5 日，商场都在举办大型开业庆典，不

仅有十锦细锣鼓、皮影戏等泗泾非遗表

演，还有一系列优惠活动。

宝乐汇商场共有 6 层，其中，地上

商业 4层，每层约 8000平方米，目前入

驻店铺开业率约六成，其余店铺已进入

最后收尾阶段，将于近日开业。一楼由

连锁餐饮及零售店铺组成，共有大大小

小店铺 20 余家。二楼以餐饮为主，烤

鱼、火锅、港式茶餐厅等各种口味应有

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胃。其中，光后

巷集市集合了20余家美食小店。正在

筹备中的老字号餐饮集合店也将集结

一批老上海知名小吃店铺，为消费者带

来最地道的本土美味。

三楼为集美容、瑜伽、亲子教育、餐饮

等于一体的多功能区域。“蓝天白云”下，

中庭300平方米的空间将为小朋友们提

供各式各样的益智项目。四楼的餐饮店

不仅有可口的美食，还有无敌景观，坐在

窗边就能一览佘山美景。最令人期待的

就是电影院啦。据悉，商场四楼的悦惟影

院目前已进入最后收尾阶段，总面积约

2500平方米，最多可容纳800余人同时观

影，预计5月中旬开业，影院还配置了沪上

为数不多的零静音厅。

文字：周雨薇

刊发平台：“上海

松江”微信公众号

截至 4 月 29 日阅

读32697、点赞49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做

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

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

必须富。石湖荡镇把握浦江之首开

发建设的历史性机遇，加快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高质量打

造“浦江首镇”。

“石湖荡是松江区及上海市域

的生态要地，乡村旅游发展秉承生

态优先的原则，在基本农田、水源

地、林地保护的前提下，因地制宜，

进行保护性开发。”石湖荡农业服务

中心主任潘新明在《直播松江》“对话

2021”节目中介绍。

推进“浦江之首”水环境治理和

石湖荡西区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

式试点（EOD）两大国家级生态示范

项目的立项和实施，形成以水为主、

依园傍水的绿化布局。通过林地整

理，配置观花、观果、彩叶等乔灌木，

增加林荫步道、凉亭、休闲座椅等公

共绿地配套设施，打造网红打卡点

“林下花海”，让更多市民走进林地，

真正享受森林、回归自然。整合“申

源”“万英”“南小江”等一批本土农

产品品牌，复刻“石湖荡火车站”历

史风貌，打造火车集市。将“浦江之首”打造成集文化

体验、生态休闲、体育健身于一体的文旅片区、旅游打

卡点，让大家通过参观景区，逐渐理解“黄浦江零公里”

的文化意义。

结合市区“一网通办”的要求，去年 12 月，经镇党

委、政府研究决定筹备建设石湖荡镇企业服务中心。

整合4个招商经济公司三大主要职能中的办证业务，使

得经济类公司有更多的精力“走出去，请进来”，加强招

商力量。而服务中心资源的整合大大提高了企业的办

证效率，优化营商环境，深化优质服务，完善企业服务

体系。

石湖荡镇企业服务中心主任杨华在节目中表示：

“我们的愿景是希望进一步体现一网通办的便利，直

接在中心无缝对接各区级职能窗口，真正为入驻企

业带来便利，实现‘政企一家’。今后的设想是将此

举覆盖到所有政企业务中，让本地企业和群众在当

地就能办理所有业务，尽享不用走出镇门就能办成

‘天下事’的方便，提升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文字、编导、主播｜万 涛

【链接】民生访谈节目《直播松江》的

播出时间为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时到

11时，欢迎拨打热线电话37683768，或阿

基米德App搜索松江人民广播电台锁定

《直播松江》，或下载“上海松江”App点击

云电台之《直播松江》留言、互动。

电视连续剧《小舍得》热播

松江“舍得”奉献多处取景地

扫码阅读全文

宝乐汇·佘山商业广场开业
为5公里范围内唯一的一站式吃喝玩乐大型商场

扫码阅读全文

巨幕影城、超市、酒店齐全

小昆山中惠棠里商业广场竣工

扫码阅读全文

﹃
林
下
花
海
﹄
火
车
集
市
﹃
浦
江
之
首
﹄

石
湖
荡
高
质
量
打
造
﹃
浦
江
首
镇
﹄

白云透光白云透光
鳞片斑斑鳞片斑斑
摄影摄影：：钱慧众钱慧众

春光明媚春光明媚
大美佘山大美佘山

摄影摄影：：袁键袁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