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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梁怿韬
摄影报道：受冷空气下晴空辐
射效应影响，广州气温接连创
下“5 月最凉”纪录。17 日早
上，广州观测站记录到最低气
温 14.5℃，一举打破自 1951 年
以来5月中旬（11日-20日）最低
温纪录。不过，天气凉爽的广
州继续保持晴好少云天气，17
日傍晚，落霞漫天，美若画卷
（见右图）。

广州市气象台预计，18日广
州市区或还能继续“邂逅阳光”，
市 区 多 云 间 晴 ，气 温 17℃-
28℃。但愈接近周末，市区降
水概率也会愈增。19日，广州
市区多云间阴天局部有阵雨，
气温19℃-28℃；20日，广州市
区多云间阴天有分散阵雨，气
温 21℃-29℃。21日至 23日，
受高空槽、切变线影响，广州将
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过程。

羊城晚报讯 记者黄宙辉、
通讯员粤文旅宣报道：今天是
第 46 个国际博物馆日。5 月
17日，记者从广东省文物局获
悉，今年该局遴选出“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主题陈列展览精
品10个，让观众从展览中读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这10个陈列展览包括：广
东省博物馆（广州鲁迅纪念馆）
的“丝路光华：粤陇文物精品联
展”“绘冠南天——粤藏宋元书
画特展”；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
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的“农民
运动的摇篮——毛泽东同志主
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历史陈列”；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的“红色湾
区——中国共产党在粤港澳”；
广州博物馆的“‘读懂广州’文物
展：百件文物看广州”；广东民间

工艺博物馆的“岭南民间百
艺”；广州艺术博物院的“艺海
藏珍——广州艺术博物院藏历
代绘画精品展”；南汉二陵博物
馆的“寻迹羊城——2021 年广
州考古新发现”；广州海事博物
馆的“七海扬帆——唐宋时期
的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海丰
红宫红场旧址纪念馆的“中国
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
代楷模彭士禄生平展”。

这些陈列展览中，一些即
将开展的展览值得观众期待。
其中，8月19日开展的“绘冠南
天——粤藏宋元书画特展”将
展出一批宋元书画珍品。“‘读
懂广州’文物展：百件文物看广
州”将于 9 月 23 日开展，让游
客了解两千多年来广州在中华
文明及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历
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记者从 5 月 17 日举行的
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上海全市 16
个区都已实现社会面清零。

5 月 16 日，上海新增 77 例
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和 746
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77 例
本土确诊病例中，31 例在闭环

隔离管控中发现，46 例为无症
状感染者转归确诊病例。746
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均在闭环
隔离管控中发现。据统计，5月
15 日和 16 日，上海单日新增阳
性感染者数连续两日降至1000
例以内。封控区总人数降至
100万人以内。 （新华社）

上海16个区实现社会面清零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

李希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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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数字藏品受热捧
行业与法规准备好了吗

专家认为，博物馆应注意数字藏品授权问题

？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广东今年这10个主题展值得期待

◀“七海扬帆”展览现场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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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有商家私下售卖“洗衣液奶茶”
专家称，此类现象属于挑战法律和道德底线的低俗营销

据报道，“洗衣液奶茶”
是江苏南京一家南椰里·泰
式大排档推出的、用类似桶
装洗衣液的外壳装泰式奶
茶的产品，名称为“斑斓厚
椰椰”，售价为18元一桶。

“洗衣液奶茶”走红后
引起争议，南京监管部门启
动调查。记者注意到，南京
南椰里餐饮店在该市共有
三家门店。5 月 17 日，这三
家门店均表示，已下架所有

“洗衣液奶茶”商品。

“洗衣液奶茶”你喝
过吗？17日，羊城晚报记
者在广州一家咖啡店买
到了这款备受争议的网
红奶茶（见上图）。在随
机采访中，95％的受访者
称，没想到这是可以喝的
奶茶。有专家表示，此类
现象属于挑战法律和道
德底线的低俗营销。

外包装看似是洗衣液，实则
内部装着饮料，最近，一款“洗衣
液奶茶”走进人们的视野。

17日，记者在网上搜索发现，
广州有两家店售卖这款网红奶
茶：一家是fastfoot急急脚咖啡公
司 (天河南店)，另一家是 fastfoot
急急脚花式冰饮(永庆坊店)。

当日中午12时，记者来到fast-
foot急急脚咖啡公司(天河南店)，
前台一名年轻小伙子叫记者扫码
点餐，他说，在上面直接下单就行。

记者扫码后表示，想买“洗衣
液奶茶”，他告诉记者：“点餐的
单子上没有，产品已下架了，如果
你想要，先付款，我拿给你。”

记者付款后，小伙子才拿出
“洗衣液奶茶”。

这款外观酷似桶装洗衣液的
奶茶名叫太空斑斓奶昔，售价40
元。与其搭配的还有一个透明塑
料杯和一根吸管，杯子里放有几
块冰块 。“ 你将 奶茶倒进杯 里
喝。”小伙子很热心。

连日来，这款洗衣液瓶造型
的奶茶引发争议。有网友质疑，
这种包装会不会误导孩子，增加
儿童误饮家中洗衣液的风险？

“这不是洗衣液啊？”记者随
机采访了40名路人，95％的受访
者称，都没想到这是能喝的奶茶，

“太不可思议了！”

对此，广州市食品检验所营
养分析部部长邱佩丽称，这种奇
葩包装食品带来新奇感、挑战大
众视觉和心理极限的同时，容易
误导未成年人，潜在引发食品安
全的隐患不可小觑。

“一个好的创意是遵守公共
秩序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很明显，

洗衣液奶茶这类创意是需要限制
和约束。”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朱
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属
于挑战法律和道德底线的低俗营
销。

她解释说，任何一种产品的
包装首先要设计向善，营销向善，
善意是生意持续的基石。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马灿

走访：私下售卖，40元一杯

南京监管部门启动调查

“洗衣液奶茶”
已下架

新闻链接

专家：此类创意应限制和约束

毕业前总要被“宰”？
论文查重成圈钱产业链
高校：按学术规范写作可不必过分担心重复率问题

深耕二十年再出发，羊城
晚报《东莞新闻》重磅改版

《深读东莞》
继续伴随前行

广东省公安厅经济犯罪侦
查局推出的反洗钱宣传片近日
在网上刷屏，成为名副其实的爆
款产品。

毫无疑问，这个片子的诉求
并非娱乐，而是宣传，是要向公
众传递“不要轻易出借你的银行
卡和收款码”的行为准则。以往
惯常的模式是，列举洗钱的种种
手法，然后义正辞严地告诫大
众，应该这样做以及不应该那样
做。显而易见，传统宣传手段是
生硬的，效果是有限的。

此次这个近乎微电影的宣传
片之所以大获好评，在于其使用了
故事化、情感化的叙事策略。片
子外，肯定有一个优秀的编剧或
编剧团队，片子里，同样有一个为
这个宣传任务忙乎的编剧。

片子外的编剧安排片子里
的编剧讲述创作思路，这些创作
思路经由影像达成了很好的视
觉表达，戏中戏的故事结构使剧
情完成了多次反转，紧张、悬念、

浪漫以及一些分寸感把握得恰
到好处的戏谑元素杂糅在一起，
使片子摆脱了说教式宣传片的
生硬面孔，达成“人民群众喜闻
乐见”的传播效果。

我们常说要创新表达形态、
创新话语策略、创新传播方式，从
而提升传播力、影响力、引导力、
公信力。广东这个反洗钱宣传片
之所以爆火，正在于它充分体现
了传播模式的多维度创新，为通
常给人沉闷、刻板印象的政务宣
传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反洗钱”只是一个微观主
题，放到宏大的叙事语境里，道
理也是一样的。比如我们常说
要讲好中国故事 、传递中国声
音，其实也是要将中国话语、中
国立场植入于特定的故事结构
里，以有别于“宣传主义”的软着
陆方式，润物细无声地赢得更广
泛的接受和认同。在这方面，我
们要做的功课还很多，可以拓展
的空间还很大。

广东反洗钱宣传片
为啥这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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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军人员开始撤出
亚速钢铁厂

俄国防部称钢铁厂乌军和“亚速营”已投降

广东已有
超7000位百岁老人

湛江百岁老人最多，广州排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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