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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一意只为一粒好米

位于商场东区 L6-L8楼层， 以世茂广场
位于南京东路街首门牌号命名、备受市场期待
的“829 潮仓”潮流街区携美食餐饮、潮流展
览、生活体验等业态于近日开启试运营。 在这
个充满未来感和宇宙太空元素的空间内，融合

了多元的业态布局及沉浸式娱乐体验， 为大
众呈现出一座崭新的年轻力社交聚集地。

由 L6 电梯登陆“潮仓”，层层惊喜就此
开启。 来自本土的头部潮流 IP�“MOMO�
PLANET”驾驶银色飞船降落、打造装满趣
味盲盒的名人墙等 7 大场景，将顾客带入一
场充满科技感的星际之旅， 共同探索神秘未
知“失重空间”。

L6楼层餐饮品牌“食”力升级，商场携披
头士日本料理、八合里牛肉火锅、贵本商会炭
火烤肉、成都鬼瘾食，为食客全方位打造美食
社交新场景。“Hi 浮世绘———艺术珍品展”
魔都首展，邀消费者与 120 幅百年浮世绘古
画近距离“对话”，在实景画作与光影互动的
完美融合中，体验江户时代的生活图景。

光明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
“海丰优质大米”凭借其基地好、品种纯、种
植优、储加新、标准高等特质，获得 2021 年
度“中国好粮油”产品称号，这也是上海迄今
为止首个获得该荣誉的粮油产品。

据悉，海丰优质大米产自光明农业发展
集团位于江苏盐城的自有种植基地，该基地
是首批全国农垦无公害农产品示范基地，得
天独厚的自然禀赋滋养了海丰优质大米。

光明农发集团在实现水稻种植全程机
械化的基础上， 率先探索应用自动化耕种、
智能化灌溉、无人机飞防等新技术，用科技
的力量确保稻谷的优质。 同时，依托数字粮
库系统建设等项目，实现常年仓储温度低于
15 摄氏度，让稻谷时刻保持新鲜状态，同时
采用低温碾米等先进加工工艺，最大限度保
留大米营养成分， 让消费者一年四季吃新
米、吃鲜米。

过年到豫园，白相白相，轧轧闹猛，是上
海重要的迎春步骤。 如今， 豫园商城装饰一
新， 年货满堂， 提前为市民朋友备好年味大
餐———“乐嗨上海过大年，虎跃东方迎新春”
系列贺岁内容。 1月 18日至 2月 18日，豫园
虎年迎新春系列将主打“上海老味道、非遗新

体验”，融年礼、年俗、年味和年趣于一体，用
老味道满足你的胃，用新体验温暖你的心。

造型各异的生肖虎是豫园迎新春氛围中
的重要元素，它们转场于中心广场、九曲桥广
场和黄金广场之间，以国运祈福、城厢民俗和
阖家欢乐为叙事线，装扮“虎跃东方”、“九曲
廿肆”和“财神‘耶’”三大贺岁片区，献礼中
国百年新征程的辉煌启航，祈愿国泰民安、家
和美满。

2022年迎新春期间， 豫园商城整合域内
老字号、 非遗匠人以及各项非遗体验项目，推
出完整的新春非遗线路及攻略地图。 1 月 18
日至 2月 18日，“新春非遗手作课堂”开门迎
客，邀请市民在百年药店 DIY草本香囊、跟上
海宝藏爷叔学扎兔子灯、听名师解读非遗灯彩
技艺等，变着花样在年味中呈现匠心匠艺。

在非遗体验中感受海派年味

国内领先新型生鲜零售企业天天果园
与全球植物肉先锋品牌别样肉客宣布达成
战略合作，别样肉客将入驻天天果园旗下城
市超市上海 8 家门店，并经由天天果园线上
平台，共同书写植物肉应用场景生活化的新
篇章。

农历新年来临之际， 天天果园与别样肉
客的合作首秀将为大众带来别样的植物肉
“年货”购买选择。别样肉客将在城市超市供
应包括别样汉堡、别样牛肉、别样猪肉在内三
款令人垂涎的植物肉产品， 其不仅具有可持

续性，还具有和动物肉媲美的多汁口感，且能
满足多重烹饪需求。 解锁更多植物肉消费方
式的同时，消费者更可利用植物肉烹饪饺子、
狮子头等经典中式菜肴， 足不出户在家打造
独特的“年夜饭”体验。

作为国内新兴生鲜零售企业领军者，天
天果园致力于将性价比做到极致， 为消费者
打造会员制的量贩型消费模式。 别样肉客的
产品均以纯植物原料制成， 其植物肉产品和
当下低碳生活、膳食平衡的理念高度契合，可
为消费者的日常饮食增添可持续性的选择。

植物肉体验带来别样年味

829潮仓刷新商圈流量新密码

超市不仅是民生保供的主战场，更承载着
许多人过年的仪式感。 在很多人脑海中，都有
一段和家人一起逛超市备年货的珍贵记忆。今
年， 上海家乐福针对留沪客群年货需求的增

长，从民生商品和年货备货、防疫措施落实、保
供稳价、保障食品安全等多方面进行了提前部
署，并推出丰富的优惠活动回馈顾客，让广大
留沪人群感受到上海这座海派城市的温暖。

即日起至 2 月 3 日，上海家乐福将发放
百元红包，致敬留沪过年的城市英雄。家乐福
会员登录家乐福小程序可领取一张 20 元线
上红包和一张 30 元线上红包券， 在线上苏
宁易购 APP/ 家乐福小程序 / 苏宁小店购
物， 满 168 元可用 20 元券， 满 250 元可用
30 元券；到线下门店购物的顾客，可扫码领
取 50 元福气红包， 购物满 300 元即可抵减
（详情请见家乐福线上小程序及线下门店宣
传海报）。

100元守沪红包致敬城市英雄

随着新年的脚步日益临近，南京东路步行
街上处处弥漫着浓浓年味, 福虎迎新踏春来，
上海世茂广场的“潮艺新春季”也悄悄拉开了
序幕。 1 月 24 日-2 月 16 日，上海世茂广场携
手万代南梦宫集团集结旗下三大极具 “创玩
力”的高达潮玩，打造以“万代南梦宫潮玩派对
2022，解锁虎年创玩力”为主题的新春快闪系
列活动。通过潮玩展览、新品首发、幻影节奏互
动空间等为动漫粉丝带来限时体验。

碰撞传统寅虎灵感
万代南梦宫再燃“中国风”

步入南京东路外广场，映入眼帘的是喜气
洋洋的“中国红”：还原了东方古建筑的飞檐
翘角，高高悬挂在屋檐的灯笼及京韵大鼓等一
系列中国元素，还有一群身披“中国风机甲”
的十二生肖高达战士盎然伫立，烘托出喜庆新
春氛围。

十二生肖高达系列是万代南梦宫集团专
为中国粉丝打造的产品，将高达机体植入中国
生肖元素， 将艺术设计与国潮文化巧妙融合。
现场还有 3.5 米高的插画版寅虎高达立像和
2.5 米高的 Q 版寅虎高达，率领历代生肖高达
聚集一堂，将“中国结”和“寅虎”的概念造型
融合在机体中，传递对中国年的美好祝愿。

本次首展还邀请到了日本著名数字艺术
团队 NAKED， 为十二生肖高达和 QMSV 打
造了一场动感光影艺术秀。 展区的中央位置，
特别设立了高达幻影节奏空间，为消费者呈现
一场“听觉”+“视觉”的动感体验。 在强烈的
光感和律动的音乐节奏下，为虎年点燃朝气和
活力。 也让本次活动成为一场真正意义上的
“派对”。

活动现场，消费者还可看到历代 QMSV

所有系列产品、 以及珍贵的艺术家联名款。
更有高达与潮玩界著名艺术家 Ashley�
Wood（Underverse� UV）的联名款产品的
首次亮相。

同时，位于商场东区 L1 层的活动现场还
准备了多款高达限量版潮玩供玩家选购。包括
[十二生肖高达 -2022 寅虎（Q 版）]也将在 2
月 1 日 -2 月 5 日（大年初一至初五）开启超
前预售。 凡在现场购买 QMSV系列产品即赠
送一套 QMSV 红包，消费满 800 元即可获得
杜邦环保袋 1 个， 并有虎年高达红包及其他
新春惊喜礼品，数量有限，售完即止，这波新春
福利不可错过。

(广告)

上海世茂广场携万代南梦宫集团“解锁虎年创玩力”

寅虎高达霸气亮相南京东路

想念如果会有声音？那么一定有一种属于
思乡之情，多么希望在新春时节、万家灯火之
际抱抱我思念已久的父亲母亲。 今年，可能不
能陪伴你过春节， 但是你们也要记得想我哦，
等开了春我就回去看你们...... 深深歉意中饱含
无比温热的爱意，在这个虎年春节，有多少人
选择做一个不归乡者，为了大家的健康顺意放
弃了小家团圆的天伦之乐，尽管少了些团聚的
欢愉，但过大年的仪式感丝毫不能将就！

春节前夕，来伊份倾情助力“魔都暖情，

花漾过年”新年之约活动，打卡南京路步行街
的第一百货商业中心，在声音邮局，铭记过年
的仪式感，用声音传递对家人的思念温度，来
伊份以致亲好礼满怀温度地为 “不归乡者”
献上我们的关怀与陪伴，与大家一起分享“新
年的味道”。

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品牌，22 年来，来
伊份以“源于爱、精于品、勤于页、敢为先”的
企业精神服务了近 7 亿人次， 以无数有口皆
碑的休闲食品为千家万户带去了美味的享

受，而每当新春佳节脚步临近，来伊份的产品
就登上家家户户的餐桌， 百年好核、 原味松
子、炭烧腰果、碧根果......这些上海人喜闻乐见
的新鲜零食已经成为全国人民喜闻乐见年礼
年货。

春节期间， 来伊份也将陪伴在每一位消
费者身边，全国 3000多家门店正常营业不打
烊， 用充满爱的勇气和担当为街坊邻里带去
温暖和陪伴，用“坚守”为一个大家和无数个
小家带来真切的关怀， 用因爱而生的诚挚付 出铸就万家灯火时的美满大团圆。

在声音邮局与你分享新年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