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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新春联欢会副中心首演
本报记者 韩轩

“无恙蒲帆新雨后, 一
支塔影认通州。”昨天下午，
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
中心里飘荡着歌唱大运河
的歌声，由普通市民和艺术
家 同 台 表 演 的 2019“ 我 爱
北京——市民新春联欢会”
综合演出在这里亮相。这
也是市民新春联欢会举办 8
年来首次在北京城市副中
心上演。
市民新春联欢会由首都文明办和国
家大剧院联合举办，每年春节前邀请普
通市民与艺术家共同登台，实现“百姓
演、百姓看、百姓乐”。1 月 30 日晚，市民
新春联欢会已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上演
一场主题音乐会，昨天下午，另一场综合
演出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亮
相，这也是台湖舞美艺术中心 2019 年的
首场公益演出。
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坐落在通州区，
这
场联欢会也闪耀着“运河明珠”的文化元
素。在热闹的开场舞过后，
《俏美运河似
江南》的歌舞作品与市民见面。舞台背后
的布景板上，大运河的碧波倒映着塔影，
二十几位来自北京奕景舞蹈工作室的舞
蹈爱好者，
身着典雅长裙，
手持团扇，
用舞

姿演绎大运河的神韵。带来这一节目的
舞蹈爱好者平均年龄已经 60 岁。据该节
目编舞李强介绍，
她们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准备这个节目，每周坚持排练至少一次，
12 月后更是每周坚持排练三到四次。
“她
们有人家住房山，有的住在机场附近，可
我们排练地点在石景山，她们中有人还
在工作，但每次排练都坚持来。”李强说，
这支爱好者团体虽不是专业演员，但对
舞蹈艺术有极大的热情，
“能把舞蹈带到
市民新春联欢会的舞台上，我们都觉得
非常自豪。
”
来自陆军装甲兵学院的年轻学员
们，表演了一个充满男子气概的军旅舞
蹈《铁甲雄风》。台上的 30 位演员都是
大学生，他们用铿锵有力的动作展现装

甲兵兵种的日常训练和生活。排练这支
舞蹈时，正是学校期末考试期间，这些年
轻小伙子们就在考试间隙紧张排练。演
出这天学校已放寒假，他们则留了下来，
第一次站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表演雄
姿英发的舞蹈，
展示当代军校大学生的精
神风貌。
除了声乐、舞蹈作品，本场演出还包
含了器乐、戏剧等多种形式。市民新春
联欢会制作人李斯思介绍，之前在音乐
厅上演的联欢会，由于场地特殊，演出以
合唱为主，
“在台湖剧场的这台联欢会就
不一样，可以有很多种观众熟悉的演出
形式。”国家京剧院、上海京剧院的几位
京剧表演艺术家就联袂出演了《红灯记》
选段，来自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幼儿园的小朋友们还献上儿童舞蹈《快
乐的小鸭子》，小朋友们的本色出演，逗
得在场观众连称可爱。
登台联欢会的节目多了，国家大剧
院的工作人员就更加忙碌。李斯思透
露，自去年 12 月末起，大剧院工作人员每
周都会来台湖舞美艺术中心的舞台“踩
点儿”，从灯光设计到舞台调度，力求让
联欢会在台湖的首次亮相更加精彩。此
外，导演组还特别策划了 4 组专题片在现
场播出，分别回顾改革开放 40 年、致敬城
市副中心、展望美好新时代，并为城市副
中心的开拓者送去最诚挚的关心与问
候。为了拍摄这些视频，工作人员进入
很多市民家中走访，拍到了感人而真实
的生活片段。
牛小北摄

景区文创为何故宫一枝独秀？
之外的北京景区文创产品知晓程度却
故宫博物院网店”，其粉丝量已达 426
十分有限。
万。销量最高的一款窗花售价 3 元，月
一边是“网红”故宫每次上文创新
家住天坛东门附近的市民葛女士
销量超过 10 万件，其他大多数产品月
品时都圈粉无数，一边是部分公园景区
常和朋友到天坛公园游玩，她最近看新
销量也达到了 4 位数。
的文创产品线上线下关注者寥寥。
闻才知道天坛公园内有文创店。
“ 我不
1 月 31 日，来自央视财经频道《中
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喜欢在逛景
会买，但会推荐外地来的朋友看看。”好
国财经报道》的消息显示，故宫文创产
点时顺便购买伴手礼，
“景区文创”产品
奇进店探访之后，
她表示。
品已达上万件，
年销售额超过 15 亿元。
的消费习惯渐渐形成，但北京礼品店货
紫竹院公园的文创商品店更受冷
故宫的文创生意为何如此红火？
架上的产品却良莠不齐，销量更是天差
落。记者询问公园东门保安关于文创 “故宫本身就是独一无二的大 IP，年客
地别，让人不禁发问，北京景区文创咋
店的具体位置，对方疑惑地表示并不知
流量达到 1700 万人次，赶上了微信公
就故宫
“一枝独秀”
？
情。多方打探，才发现“紫竹院公园文
众号和网购发展的最好时机，又有院长
创产品店”位于西门附近，藏在一个热
单霁翔亲自作推手。”业内人士评价，故
水房和零食摊的后边。
“我进去转过，店
宫文创生意一经推出就占尽了
“天时地
部分景区文创知晓度低
里面竹子为主题的小物品有点特色，不
利人和”
。
在景山公园牡丹园景点旁，一家特
过我肯定不买，外地游客才会掏钱吧！”
但北京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多
色礼品店迎来了多名游客的光顾。鼻
带着孙子逛公园的孙大妈说。
个景区也动辄出现单日游客突破 10 万
烟壶、扇子、膳食米粉……游客们驻足
人次的场景。据了解，颐和园在 2018
打量一番。
“感觉没什么特别吸引人的，
年全年游园客流达到了 1700 万人次，
网店销量冰火两重天
随便转转。”郑女士和父母使了个眼色，
天坛公园年客流量同样达 1700 万人
一家人逛了不到 5 分钟就匆匆离去。
这些文创店是否会
“门内开花门外
次，景山公园的年客流量约为 1000 万
记者近日探访时，陆续进店的游客有四
香”？查询多个景区文创网店的销售数
人次。这样巨大的客流量，与其文创产
五十位，不过并没有人购买。
字后记者发现，天坛礼物淘宝店的粉丝
品现阶段的影响力不相匹配。
北京多数知名景区其实都各有文
有 2427 位，月销量最高的一款产品是
创“宝藏”：故宫有“朕的心意”，颐和园 “天赐祥瑞八瑞兽”手机壳，月销 21 件，
时尚与实用成文创软肋
也有
“皇家礼品”，主打
“福”
“寿”元素的
其他几十件产品月销量只有几件，显示
皇家贺岁礼物如围巾、
“颐和八景”御膳 “0 人付款”的产品占了半数。
“故宫文创产品最大的卖点，在于
糕点近期俏销；天坛公园文创近日再开
恭王府官方淘宝店也是差不多的
它独特的文化底蕴。”宋慰祖常年担任
新店，推出天坛福道香炉、祈年佑福 U
情形，虽然已有 6974 名粉丝，不过除了 “北京礼物”旅游商品大赛评委会主任，
盘等多款贺岁礼；北海公园、动物园、植
一款福字装饰画月销 59 件，其他产品
也是中国旅游商品大赛的评审专家。在
物园、八达岭长城也纷纷推出了特色文
销量都为个位数，茶杯套装、福字筷、阿
他看来，很多景区挖掘自身文化题材和
创产品。
狸福字毛绒玩具等月销量是 0。
历史故事不够深入，文创产品仍停留在
但到目前为止，游客和市民对故宫
反观“故宫淘宝 来自故宫的礼物
普通旅游纪念品层面，冰箱贴、马克杯、
本报记者 潘福达 实习生 刘思敏

纪念章这样的同质化产品泛滥。
考察世界各地多个景区后，宋慰祖
对日本东京都市政厅观光楼层售卖的
文创产品印象最为深刻。日本风光、文
化、人物等内容印在了食品、化妆品等
生活消费品的精美包装上，很受游客欢
迎。他建议，公园游客多以市民为主，
购买意愿自然比不上以外地游客为主
的故宫，因此景区文创可考虑将文化元
素融入日常消费品，这样可以同时吸引
外地游客和市民游客群体的目光。例
如故宫和颐和园打造文创 IP，和食品、
手机壳等最常见的日用消费品相结合，
就是比较典型的案例。
颐和园 IP 运营方北京中创文旅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 CEO 秋童介绍，设计
师对颐和园的建筑、花草、季节、文化等
元素进行搜罗，打造了一套超过 4000
余张的颐和园素材图库，将基于此对颐
和园的文化内涵进行梳理，再开发文创
产品。
“最好的文创产品，得将传统与时
尚、实用相结合，还要考虑到市场的需
求。”一名文创行业从业者直言，不时
尚、不创新的产品哪怕顾客买回家也是
闲置不用，
无法促进二次消费。
而在消费者眼中，目前北京故宫之
外的景区文创吸引力较弱，最大的软
肋是没有针对年轻消费群体开发更时
尚的产品，营销手段也跟不上互联网
时代的特点，无法引发年轻消费群体
的关注。

国安为何
“放”韦世豪去恒大
眼下正值中超冬季转会期，许多俱
乐部既有新人到来，也有旧将离开。北
京中赫国安队也不例外：前天刚宣布华
裔球员侯永永、李可等 3 名新援加盟，昨
天又传出韦世豪离队的消息。记者了解
到，韦世豪已确定转会至广州恒大淘宝
队。距离正式加盟国安队仅一年时间，
这名 24 岁的现役国脚为何来去匆匆？

“国安生涯”高开低走
作为 1995 年龄段国内球员的佼佼
者，韦世豪出身于山东鲁能俱乐部青训
体系，2017 年结束葡萄牙留洋之旅加盟
上海上港队，后来因出场机会较少，于
2018 年初转会至国安队。上赛季开局阶
段，韦世豪发挥出色：中超第二、三轮接
连破门助本队客场连胜江苏苏宁队和大
连一方队，迅速占据首发 U23 球员的位
置。不过，到了第 11 轮客战长春亚泰队，
国安队主帅施密特冒险起用年轻门将郭
全博，后者表现抢眼并长期担任主力，韦

本报讯（记者 李洋）2 月 1 日，北
京文化艺术活动中心全新升级后的
网络平台——北京数字文化馆正式
上线。
作为全国数字文化馆建设试点，
它通过 PC 端、H5 端、APP、微信公众
号四大端口，
成为全民艺术普及的重
要平台，也为公共文化服务的数字
化、网络化、信息化迈出重要一步。
移动互联网时代，
群众的文化需
求重心向线上转移。数字文化馆顺
应这种需求，整合文化资源，为首都
公共文化服务增加了一条“高速公

路”。目前，数字文化馆共设置了文
化动态、线上课程、网上展厅、特色资
源、场馆导航、现场直播、电子读物、
志愿之家、文化配送九大功能模块。
仅线上课程模块，
就下设音乐、舞蹈、
戏剧、曲艺、书法、美术、摄影、文学等
多个门类。其上载的内容对接国家
公共文化云，
也联通各区文化馆数字
平台，为市民提供全开放、不打烊的
线上文化服务。
上线的同时，
北京数字文化馆还
面向社会征集其标识，
参与者可通过
北京数字文化馆各端口了解详情。

腾讯音乐娱乐备齐新春歌单

一年客流上千万，却难撬动公园文创产品销售

本报记者 黄志阳

北京数字文化馆正式上线运营

世豪则沦为替补。
此后，随着张稀哲解禁复出以及施
密特的战术越发强调中路渗透，边锋韦
世豪的出场机会越来越少；尤其是客战
上海绿地申花队时不慎自摆“乌龙”帮对
手扳平比分，让他饱受质疑。纵观上赛
季中超，韦世豪交出了包括 9 次首发在内
的 18 次出场、打入两球的成绩单，总体上
未达外界预期。
尽管赛季末韦世豪随队夺得足协杯
冠军，但连续无缘登场令他萌生去意。
而施密特针对新赛季的计划中也没有给
韦世豪留下明确的战术位置，后者为了
争取更多的上场时间，决定接受恒大队
抛来的
“橄榄枝”
。

“京穗对决”无需回避
其实在上赛季结束后，
韦世豪就向国
安明确地表达了离开球队、谋求更多出场
机会的意愿，
转会手续已于今年亚洲杯前
完成。谈及韦世豪的选择，
国安俱乐部总
经理李明表示理解，
“他确实很有特点，
但
也很可惜，
一直没能融入主教练的战术体

系中。在此情况下，如果长期踢不上比
赛，
对他个人是一种损失。为了球员有更
好的发展空间，在征求主教练的意见后，
我们同意了韦世豪的转会。
”
李明进一步解释称，韦世豪如果是
绝对主力，他的离队肯定会造成较大影
响，但现实是他的特点与施密特的战术
打法不太相符，而且国安队还有其他同
类型球员，
“所以这不算很大的损失。我
们也希望小韦换个环境后能体现自身的
价值，
这对中国足球才是最有利的。”
至于为何将韦世豪“放”给主要的争
冠对手恒大队，李明坦言：
“ 就像当初上
港放走小韦一样，当时上港如果想留人，
其实可以有优先续约权。球员选择去哪
支队也会综合考虑，我们尊重球员的意
见，
而不是限制他不能去哪支队。”
据悉，此番国安与恒大签订的转会
合同没有回避条款，这意味着韦世豪可
在新赛季
“京穗对决”
中登场。

“互换球员”并不存在
据了解，与韦世豪同岁的河北华夏

幸福队球员高准翼也将加盟恒大，两人
的转会费均为 2000 万元人民币，恰好不
超过中国足协“引援调节费”政策的红
线。此外，恒大队近期还签下了年轻的
华裔球员布朗宁、罗伯特·萧。主帅卡纳
瓦罗新赛季若主打“青春牌”，韦世豪有
望被委以重任。
值得一提的是，近日有媒体报道称：
国内多家俱乐部被要求将本队的国脚转
到恒大，然后打造成“国家集训队”征战
中超，恒大为此甚至提出用外援保利尼
奥、塔利斯卡与国安“交换”3 名国脚。但
实际上，韦世豪此番转会与该传闻无关，
两家俱乐部也没有进行人员交换。
国安方面，在韩国国脚金玟哉、归化
球员侯永永和李可、国内门将邹德海加盟
后，
俱乐部还将在锋线和后防线上引入内
援。其中，
锋线的引援目标是风格区别于
外援巴坎布的国产中锋，
以备外援出现伤
病的不时之需。另据记者了解，待侯永
永、李可分别办理完退出挪威、英国国籍
的手续后，国安将在中国足协为他们注
册。同时，俱乐部正在帮助他俩尽快了
解、
熟悉中国文化，
如加强汉语学习等。

本报讯（记者 李夏至）春节期间
看点啥？在各大卫视比拼明星阵容
之时，腾讯音乐娱乐旗下 QQ 音乐、
酷狗音乐、酷我音乐三大平台特将各
大卫视春晚歌曲音源统一收纳，
春节
期间的走心电影歌曲，
也都将在三大
平台零时差上线。
曾在 QQ 音乐获得 2018 年巅峰
人气榜年度冠军的蔡徐坤将会同时
在北京卫视春晚、湖南卫视春晚亮
相，另外，在演艺与歌唱方面都颇有
心得的王凯也将在北京卫视春晚中
亮相。收获酷狗音乐两连冠的实力
唱将吴青峰将登陆湖南卫视春晚，
东
方卫视春晚则邀请了在酷我音乐广
泛刷屏的
“小辫儿哥哥”
张云雷，
更有

李宇春、TFBOYS 等人压阵。要打
造一场“让耳朵怀孕”的江苏卫视春
晚，邀请到曾在 QQ 音乐凭借《走马》
获得年度十大金曲之一的摩登兄弟
刘宇宁，
更有在酷我音乐影视金曲榜
单连续霸榜 14 期的爆款 OST《知否
知否》演唱者郁可唯和胡夏，以及毛
不易、汪苏泷等人气歌手。此外，四
川卫视、湖北卫视、黑龙江卫视、河南
卫视、广东卫视也将给大家带来一场
难忘的晚会。
在春晚热播期间，
这些卫视的歌
曲音源都将收录在腾讯音乐娱乐集
团旗下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
乐三大平台，
让歌迷粉丝们第一时间
感受到新鲜的节目热歌。

去年全国互联网服务收入涨两成
本报讯（记者 赵鹏）昨天工信部
发布《2018 年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经
济运行情况》报告，
披露去年我国规模
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业务
收入9562亿元，
比上年增长20.3%。
去年我国互联网信息服务行业
创新创业活力强劲。互联网业务收
入总量居前三位的广东、上海、北京
互联网业务收入分别增长 26.5%、
20%和 25.2%。
2018 年，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
企业完成信息服务收入 8594 亿元，
比上年增长 20.7%，占互联网业务收
入比重为 89.4%。其中，电子商务平
台 收 入 3667 亿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13.1%；网络游戏业务收入 1948 亿

元，
比上年增长 17.8%。
去年，
我国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
数量缓步增长。2018 年，我国市场
上监测到的 APP 数量净增 42 万款，
总量达到 449 万款；其中我国本土第
三 方 应 用 商 店 的 APP 超 过 268 万
款，
苹果商店（中国区）移动应用数约
181 万款。
截至去年 12 月底，第三方应用
商 店 分 发 累 计 数 量 超 过 1.8 万 亿
次。游戏类、系统工具类、影音播放
类、社交通讯类应用下载量均突破两
千亿次，分别达到 3099 亿次、3037
亿次、2358 亿次和 2012 亿次。日常
工具类、生活服务类、互联网金融类、
电子商务类应用下载量超过千亿次。

苹果再降价欲提振销量
本报讯（记者 赵鹏）由于业绩不
佳，近日苹果宣布将下调部分地区
iPhone 价格。昨天，苏宁手机率先
在华宣布跟进降价，
最高降价幅度达
到 1700 元。相比于今年 1 月 11 日
京东与苏宁启动的第一轮降价，
iPhone 的新一轮降价幅度更大。1
月 30 日，苹果 2019 财年第一财季业
绩出炉，
苹果在中国区的业绩未达预
期，苹果 CEO 库克表示高定价是业
绩不佳的原因之一，
并宣布将下调部
分地区 iPhone 价格。
记者在苏宁易购平台查询
iPhone 产 品 价 格 ，512G 的 iPhone

XS Max 目 前 在 苏 宁 易 购 售 价
11099 元，与苹果官网相比降价幅度
达 1700 元 。 与 此 同 时 ，256G 的
iPhone XS Max，苏 宁 易 购 售 价
9699 元 ，也 较 苹 果 官 网 下 调 1300
元。自今年 1 月 11 日零点开始，部
分 iPhone 价格已经下调，如京东平
台 的 iPhone8/8P 的 价 格 率 先 下 调
至 3999 元和 4799 元，与苹果官网报
价分别相差 1100 元和 1200 元。当
时 苏 宁 也 大 幅 下 调 iPhone XR 售
价，如 iPhone XR 128G 版本到手
价仅 5799 元，相较于苹果官网价格
便宜了 1200 元。

北农商队功亏一篑再遭败绩
本报讯（记者 王笑笑）春节前最后
一战，
面对同样近况不佳的南京同曦大
圣男篮，
北京农商银行队还是没能取得
一场胜利。在昨晚进行的CBA常规赛
第 38 轮中，
北农商队在赛末关键时刻
连丢四个后场篮板，
以101比106客场
不敌对手，
吞下14连败。
北农商和同曦队是 CBA 仅有的
两支没进过季后赛的队伍。本赛季
常规赛 37 轮过后，
北农商队只取得 7
场胜利，在联盟胜率榜上排名垫底。
同曦队此前也遭遇了 11 连败，
仅以 9
胜 28 负排在第 16 位，晋级季后赛仅
剩理论可能。在双方上半程的交手
中，
北农商队在主场以 7 分之差落败。
昨晚，
主场作战的同曦队开场一

度手感全无，
比赛进行了三分钟才投
中第一球。但随着外援约瑟夫·杨进
入状态，同曦队的火力逐渐恢复，将
比分反超。随后双方展开激烈争夺，
北农商队旧将何敬佳在最后一次进
攻中三分中的，帮助同曦队以 22 比
21 领先结束首节。
第三节双方战成平手，
北农商队
仍落后 6 分。末节，
同曦队乘胜追击，
半节后已领先 14 分。此时，
北农商队
内线悍将王征突然发威，
率队在还剩两
分钟时将比分迫近至 99 比 102。然
而，
北农商队外援雷多随后发底线球出
现失误。获得前场球权的同曦队虽然
未能将球打进，
但连续四次抢到前场篮
板，
彻底浇灭了北农商队反攻的希望。

中国体育新年首展海口揭幕
本报讯（记者 李远飞）昨天，庆
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中国体育与
国际奥林匹克珍藏品展览在海口观
澜湖开幕。这是中国体育界的 2019
年开年首展，
几乎全部展品都是在海
南省首次展出。
此次展览由国家体育总局宣传
司、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宣传部、中国
奥委会新闻宣传部、中国体育新闻工
作者协会主办。活动旨在通过展出
体育文物、艺术作品，展示新中国体
育的发展历程和取得的辉煌成就，
展
现体育人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爱国
精神，
彰显体育在社会发展和个体成
长中的巨大作用。
开幕式上，
伦敦奥运会体操男团

冠军郭伟阳、里约奥运会女排冠军徐
云丽和书法家张惠臣、吴欢，一起参
与了“奥运冠军在身边，我们为你送
福气”活动，现场与参加开幕式的观
众互动。郭伟阳和徐云丽通过体育
知识问答给观众送上小礼品，
两位书
法艺术家则将墨宝“福”字赠给现场
观众。
此次展览共分为十个部分，
分别
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体育、夏季奥
林匹克运动会、2008 北京奥运会、冬
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冰雪体育、
中国古代体育、中国近代体育、体育
与国际奥林匹克艺术、中国传统体育
互动体验、琼崖精神与海南体育。展
览将一直持续至 5 月 1 日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