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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桂可欣） 江南昆曲

大会1月12日在松江区云间会堂文化艺

术中心拉开帷幕。作为开锣大戏，“昆

曲王子”张军领衔主演的当代昆剧《春

江花月夜》当晚首度亮相云间剧院，带

领观众走入“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

月共潮生”的艺术之境。

唐代诗人张若虚凭借《春江花月

夜》“孤篇压全唐”，“80 后”才女编剧罗

周以此为灵感来源全新创作了同名昆

曲，讲述了一个横跨 50 年，由爱恋情愫

生发，进而超越生死直面浩渺宇宙的故

事。该剧自2015年首演以来，多次全国

巡演，获得业界好评及观众喜爱，被誉

为“这个时代里昆曲最好的样子”。

演出现场，水袖摇曳，丝竹悠悠，随

着剧场灯光暗下，悠然的昆曲唱腔响

起，演出瞬间带领观众回到了故事发生

的盛唐年代。舞台上，演员们边唱边

舞，时而牵住悲欢离合，时而翻出哀哀

怨怨，时而又绕出缠绵悱恻。一起一落

间，皆是道不尽的风韵。

据介绍，昆剧《春江花月夜》的唱词

格律、平仄、表达方式都遵循昆曲曲牌

体传统，但与此同时，它摈弃了许多昆

曲唱词佶屈聱牙的文辞，加入了不少生

动幽默的话剧和热闹的民俗元素，在保

留昆曲优雅唱腔与身段的同时，创新性

地充分给予观众“美”的感受。

而这样的安排，也是顾及了不同

观众对昆曲的接受程度，同时也让昆

曲这门古老的艺术重新变得年轻。“太

精彩了，作为昆曲爱好者，同时也是张

军先生的粉丝，今天能在这里听到这

么美妙的昆曲，我深受触动。”观众张

先生激动地告诉记者。而来自闵行区

的陈女士则表示，自己先前对昆曲了

解并不多，但这次听得津津有味。“演

出内容层层递进，让我能够不走神地

一口气看下来。”和陈女士拥有同样感

触的，还有花了两个多小时从宝山区

赶来的翁先生。“太值了，希望以后能

多多举办这样的活动，让更多的人特

别是年轻人爱上咱们中国的昆曲。”翁

先生说。

本次演出作为江南昆曲大会的一

部分，既给市民提供了了解昆曲的窗

口，也是向原松江娄县籍的京昆艺术大

师俞振飞致敬。对于俞振飞先生的再

传弟子，同时也是《春江花月夜》张若虚

的扮演者张军来说，此番在云间会堂文

化艺术中心演出，令其感慨良多。“在松

江演出《春江花月夜》有不一样的意义，

就恰如我们用江南昆曲大会纪念俞振

飞先生。昆曲尽管历史悠久，但它和现

在的年轻人依然会有很多精神上的碰

撞，这是昆曲最为博大精深的艺术魅

力。”他表示，有了这样一份跨越古今的

碰撞，才有了昆曲时至今日生生不息的

传承。

本报讯（记者 韩海峰 摄报）“我之

前就看中了一辆车，现在活动力度蛮大，

今天来看一下。”1月16日下午，在车墩汽

车4S阳光走廊宝马4S店展厅，市民谢先

生被春节购车优惠吸引，正在考虑是否

订车。兔年春节前后，阳光走廊的9家车

企10个品牌纷纷推出购车优惠活动。

走进宝马4S店展厅，2100多平方米

的空间内，宝马14个系列的全部车型悉

数亮相。红灯笼、中国结等喜庆元素，也

将展厅装扮得红红火火（见下图）。春节

假期，这家 4S 店全程不打烊。“春节期

间，我们会开展画糖人、剪纸、舞狮等年

俗活动，让顾客在热热闹闹的年味中尽

情逛车、品车。”上海宝骅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健辉说。除了年味

“拉满”，这家4S店还推出了一系列春节

促销活动。“我们进口车全系赠送价值

16800 元的 6 年 8 万公里的保养。置换

购买新能源车系的顾客，可以享受 6000
到 12000 元的现金补贴。”曹健辉表示，

春节促销活动将持续到元宵节。

同样，在阳光走廊上的奔驰 4S 店

也为消费者提供了春节前后的多重购

车“礼包”。“新能源车系方面，EQA 和

EQB 可以 3 年免息、EQE 送充电墙盒、

EQS 特殊车型实行‘一车一议’。MB
车型方面，奔驰厂家延续 2022 年 30 万

以内车型购置税减半补贴，还有一些车

型会赠送保养服务。”上海宝利德汽车

有限公司市场经理徐桃表示，春节期

间，旧车置换新车最高可享 8000 元补

贴，同时部分车型可享零首付、低利率

或低首付零利息优惠。

除了新车促销力度大，商家们也加

大了售后服务力度，为车主春节出游保

驾护航。“我们推出了新春前后出行免费

无忧安全检查活动，对底盘、转向系统、

悬挂系统、发动机、轮胎、防冻液、机油等

进行全面检查，保障车主安全出行。”徐

桃表示，结合春节售后服务，他们还推出

了老车型参加“致友计划 520”活动，三

年内可享受最高7折的维修优惠。而节

日期间参加续保活动的车主，可享受维

修基金、免费拖车、上门取送车服务。此

外，新春购买轮胎，第1只原价，另外3只

6折。据悉，奔驰 4S店的售前售后活动

将同步持续到2月28日。

免费全车检测、置换现金补贴、订车

专享礼包、贷款金融支持……记者了解

到，阳光走廊上一众车企推出各式各样

的春节礼包，掀起了今年的首波销售热

潮。“春节前后，车墩镇以北松公路汽车

4S 阳光走廊为空间载体，通过政府搭

台，发挥各个品牌的优势和集聚效应，引

导各大品牌把更多的实惠让利给消费

者。”车墩镇副镇长邵方兴说，今年，车墩

镇将以创建全市“首个汽车品质消费示

范区”为契机，持续推进产业的发展和品

牌的集聚，提升服务品质，进一步促进汽

车销售和消费稳增长。

本报讯（记者 杨舒涵） 兔年新春到来之际，

石湖荡镇东夏村村民有了新期盼。1 月 15 日上

午，东夏村农民相对集中居住（二期）定房仪式举

行，317户村民完成了房屋抽签程序，在春节前有

望拿到新房钥匙。

东夏村农民相对集中居住（二期）共有180平

方米和 200平方米两种户型，抽签选房相应地分

两批进行。早上 7时不到，就有村民早早来到东

夏村老年活动室门口等待。签到后，村民们按照

到达顺序领取“登记号”入场。随后，抽签分两轮

进行，第一轮按照登记号依次抽取抽签顺序号，第

二轮按抽签顺序号抽取定房编号。在第一轮抽签

中，村民杨思根幸运地抽到了001号，成为了第一

个定房的人。“心情很激动，能住上新房，真是太开

心了。”杨思根难掩兴奋之情。

在新房所在地，完成定房的村民们互相询问

着房子位置，村民袁女士一家找到了自家毛坯

房，畅想未来的美好生活。“不远处就是浦江之

首，晚饭后可以去江边散步，这里生态好、环境

好，设施新。”袁女士说。东夏村居民陆宏伟抽到

了靠东面的新房。“原来的老房子房龄有几十年

了，老宅基地占地 80 多平米，设施已有些陈旧。

现在有机会改善居住条件，特别开心。”陆宏伟

说，拿到房子后就打算开始规划装修，希望尽早

入住新家。

“虽然之前由于疫情原因，二期工程在施

工过程中遇到了不小的挑战。但是我们承诺

给村民在年前分房，排除万难也要在原定时间

内交付。目前，二期工程已完成施工，小区内

绿化还在收尾。”镇规建办主任柴小君介绍，春

节过后，将统一下发交房通知书，如果村民急

需拿房，可于 1 月 18 至 20 日交付建房余款后，

办理交房手续。

据了解，东夏村集中居住点选址五朱公路以

东、夏字圩以南、斜塘以西、影视路以北区域，分两

期新建农民宅基房。一期项目已于 2021 年全面

竣工交房，二期居民有望春节前后拿到新房钥

匙。未来，东夏村将进一步优化居村“好邻居”社

区服务站布局，形成具有“1+5+X”功能载体的社

区服务，新建集党建服务、社区事务服务、平安联

创、卫生服务、文体娱乐、老年人日间照料服务、为

农综合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一站式”便民综合活

动场所。

□记者 张立

年关将至，在叶榭镇井凌

桥村的浦南花卉基地，花农何

英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

节。与往年不同的是，除了打

理花卉、招呼顾客，今年，实现

“转型”的她还多了一项线上工

作，一边拿手机拍照介绍花卉，

一边忙着统计团购订单。

何英是土生土长的井凌

桥村人，从最初自己种花到自

行销售，十多年来，小小的花

卉摊虽收获了一批忠实“粉

丝”，但花卉生意依然不太好

做。“竞争大，利润薄，顾客对

花 卉 品 质 的 要 求 也 越 来 越

高。”何英坦言，“有些顾客到

基地来，看到大棚内简陋的环

境和花卉简易的包装，购买欲

望就会降低。”而受疫情影响，

去年上半年的生意更是不如

意，销售额只有前两年的不到

一半。

去年 9 月，花卉基地的人

气逐步恢复，基地整体业态也

启动升级，旧有的大棚被一一

改造成玻璃花房。何英抓住

机会，成为了率先签约租下摊

位的花农之一。“摊位整体环

境更好，我那些精品花也有了

更多展示空间。”何英告诉记

者，由于她的摊位就在玻璃花

房入口处，经常能吸引不少顾

客的目光。

记者了解到，为了帮助花农们销售花卉，不

久前，上海（松江）长三角花卉科创产业园还举办

了 2023 上海市民迎新春年宵花展，何英在卖花

的同时有心地建立起与顾客之间的线上联系方

式。之后，她将自己店内的花卉拍成一张张美

图，传到一个个聊天群。“有兴趣的顾客可以直接

下单，我们安排送货。”何英的努力收获了回报，

仅仅半个月，店里的年宵花销售额就达到了近

20万元。

何英的“转型”并非个例，如今，浦南花卉基地

里，越来越多的花农们开始用网站、微博、微信等

渠道开展线上直销活动，拓展花卉网络零售业

务。基地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将会持续鼓励花农

改变花卉销售方式，逐渐形成一套更为现代化的

可持续发展模式。

从
业
十
余
载
，浦
南
花
农
迎
﹃
转
型
﹄—

—

花
卉
热
销
迎
新
春
线
上
线
下
忙
不
停

“昆曲王子”携《春江花月夜》亮相云间剧院

本报讯（记者 陈菲茜）“收到被拖

欠的工资，心里的大石头总算落地了，

可以安心过年了。”市民张先生开心地

告诉记者。1月 18日下午，松江区人民

法院“百日攻坚”涉民生执行案款发放

活动现场暖意融融，包括张先生在内的

44名受害人收到了被拖欠的工资，总计

140余万元。

受疫情影响，去年 10 月，张先生入

职的上海某商超企业陆续关停了多家门

店，但未结算员工在关停前的工资。随

后，员工们纷纷申请劳动仲裁。经调解，

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然而，该商超企业

并未按调解协议履约。去年11月，员工

们陆续向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中查明，该商超企业名下无房

产，经营场所是租赁的，也无银行存款、

车辆等财产，因此案件执行陷入困境。”

承办法官黄杰介绍，2021 年下半年起，

该商超企业经营状况趋于恶化。考虑到

此前经营状况良好时，其为一些残障人

士等特殊群体提供就业岗位，承担了一

定的社会责任，因此，法官希望通过沟通

推进执行工作。

黄杰多次到该商超企业的上级公司

沟通协调。然而，该企业因受疫情影响

经营困难，且正处于内部转型调整关键

期，经多方筹措，仅落实资金近 40 万

元。就在执行陷入僵局时，黄杰想到一

个办法，即调取该商超企业相关税费信

息，结合员工提供的有关合同等线索，来

判断其可供执行的应收账款。最终，在

黄杰的联系沟通下，相关方支付了账款，

剩余100余万元执行款落实到位。

“通过细致核查线索，及时有效协

调，我们一方面赢得了被执行人及其上

级公司的理解配合，另一方面查实了相

关应收账款的执行线索，最终全部执行

到位，在全额兑现员工工资的同时，最大

限度降低了强制执行对企业生产经营的

影响。”区法院执行局局长李为国说。

据了解，按照最高法院和上海高院

涉民生案件专项执行要求，区法院近期

已执结各类民生案件1172件，执行到位

金额3425.85万元。

东夏村农民相对集中居住
（二期）完成抽签定房

春节前交房有望
住新居有新盼头

区法院集中发放执行款140余万元

44名劳动者节前收到被拖欠工资

本报讯（记者 李于伯） 全市 2023
年首场“百企千岗”春季促进就业线下专

场招聘会1月17日在车墩镇社区文化活

动中心广场举行，100 家企业参与现场

招聘，现场提供岗位近 2000 个，达成意

向录用155人，政策咨询128人。

在招聘会现场，各企业展位前氛围

火热，不断有求职者前来咨询岗位信息、

填写资料。去年6月毕业于上海机电学

院的姚舟晨因故错过了找工作的机会，

他在上海宝鹿车业有限公司的展位前，

仔细询问了岗位及薪资待遇等情况。对

于久违了的线下招聘会，他也谈了自己

的看法：“线下招聘会可以面对面与人事

交谈，方便我们更好地了解岗位需求、企

业待遇以及未来晋升的通道等。”

上海宝鹿车业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

于提供全系列汽车塑料零配件和总成件

的设计开发、制造及服务的企业，宝鹿车

业招聘人员认真接待了机械电子工程专

业的姚舟晨，表示欢迎刚毕业没有经验

的大学生就职。宝鹿车业行政文员李周

贤告诉记者，当天有很多应届生投了简

历，应届生不必担心没有工作经验，公司

会安排老师傅带教，让他们在宝鹿车业

有足够的成长空间。

当天的招聘会吸引了100家企业参

与，现场提供近 2000 个岗位。据介绍，

这场招聘会是松江疫情以来举行的首场

大型综合性招聘会。“今天的招聘会标志

着 2023 年全区“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

月活动正式拉开序幕，区人社部门将在

一季度开展一系列招聘活动，推出一整

套暖心服务举措，助力松江一季度经济

开门红、就业开门稳。”区就业促进中心

主任殷华说。

区人社部门将持续推出“春风行动”

暨就业援助月专项服务，开展一系列就

业援助和就业招聘活动，全力保障重点

企业、重点工程用工，全力帮扶就业困难

人员、长期失业大龄人员、残障人士、离

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以及低保家庭、脱

贫家庭、零就业家庭等重点群体就业。

据悉，2023年松江区“春风行动”暨

就业援助月活动也于当日在车墩镇举

办，活动现场，就业困难人员代表、残障

人士代表和留松外来建设者代表分别获

得了就业岗位、元旦春节慰问金以及“迎

新春”温暖礼包。现场还为“松江区企业

用工保障人力资源服务联盟”揭牌并发

布首批联盟单位名单。

百家企业千余岗位 保障用工促进就业
全市2023年首场“百企千岗”线下专场招聘会在松举行

假期车市不打烊
优惠多多促销忙

车墩汽车4S阳光走廊
众车企推出春节购车优惠活动

春节期间，辰山植物园将以《百花迎春玉兔送福》为主题开展迎春花展及系列年节活动。目前，园内张灯结彩，年味十

足，已吸引不少市民前来“打卡”。 记者 姜辉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