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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 11月 11日“光棍节”中午 11
点组织单身交友联谊会，在南丹东
路 238 号新东亚酒店四楼和记饭
店聚餐下午 1点在天钥桥路 88号
扬歌唱歌。 面对面交流，成功率高
请单身朋友携好友前来参加报名。
咨询：13901928471陈老师

清秀富有女护士退休 71 岁丧偶未育肤白
显年轻父母留下房产和家产独居洋房急寻

90岁男体健脾气好的速婚13524180951
肤白漂亮的国企工作女 39 岁未婚由
于工作忙至今未嫁有独立婚房条件优

急寻年长的健康的男士 13524180951
海归女 55 岁丧偶未育独居淮海路洋
房年轻时错过感情至今孤独一人有多

房寻年长的男士速婚 13524180951

C5274 可家访住徐汇洋房女护土长退休 77 岁丧偶
无孩丰厚资产和多房寻 91 岁内男 (女付)63337606
C5275 可先来我家看看无依靠女公务员退
休 67 岁丧偶先夫地产商留下丰厚资产多房
孤单的我觅互关心男不计你金钱可接纳你

的孩子视亲生可继业入住 （女付 )53833358
C5276 不求富贵只求平凡女 71 岁丧
偶未育电力公司退肤白漂亮条件优孤

独急寻 87岁内关爰男(女付)63337606
C5277 诚觅实在厚道贴心伴无房可上门速婚
女钢琴老师 57 岁未婚易相处有多房无亲人会
关心你互尊互爱费用我来 （女付 )53833358
C5278 有多房无亲人未婚女公务员退休61
岁貌好温和从小孤儿院长大患有先天性心

脏病继承养父母丰厚遗产寻真心照顾我不

嫌 弃 我 男 愿 给 你 一 切 (女付 )63337606

物资回收

为民调剂
本店以雄厚的实力 ,收购旧红 (白 )木
家具,新旧字画 ,名人信札 ,旧书碑帖 ,
连环画 ,邮票 ,钱币 ,像章 ,旧瓷 ,旧玉 ,
紫砂 ,竹木牙雕 ,文房用品 ,及其它古
玩杂件 ,名贵酒类 ,阿胶 ,工艺品等 。
徐汇区宛平路 255号（近肇嘉浜路）
63232582 13701722984 沙先生

高价收旧书
画银元家具
大正堂高价收旧瓷器.玉
器佛像.香炉.印章.砚台.
旧扇子竹木牙雕 . 古纸
币 .旧箱子像章 .小人书 .
旧旗袍等免费上门估价

南昌路 611 号近襄阳南路
太原路 327号仕宝堂
52733361 13564330778

瑞缘闸北 56703988
56703990

注册号：310108000200296

中老年介绍到满意为止
规范经营 24年老牌婚介
旅游交友相亲活动

地址共和新路1209号8号楼511室

绿洲知名
口碑好

成功率高
地址：九江路619号1366室 注册号：310113000212598

由高级婚介师董老师全程服务到满意
物资回收

圆 缘 苑 青
鸟
成功率高

注册号：31010101000389495

知 名

地址：黄浦区云南南路180号508室淮云大厦(王老师)心歌婚介 口碑好

成功率高
地址：九江路 619 号中福大厦 505 室 注册号 310101000181249

上海书城闭店倒计时，整整一个楼层的书已被买空

三类图书最热门
错峰前往避人流

连续两周来，上海书城始终被热气腾
腾的人流所包围。店内随处可见“全场图
书 6折”“会员 5折”的标识，市民读者提
着书篮或推着小车“扫货”。还有一些书架
已经搬空。
不少读者拖家带口来买书，拍照，还写

下留言———你用 23 年陪伴我们一起成
长，我们蜂拥而至与你告别倾诉衷肠；你要
华丽转身小别一场，我们疯狂排队抢购盼
你归来仍是盛装。
很多读者带着拉杆箱来。有的刚好是

出差来沪，大部分是专门来购书的本地市
民，用拉杆箱装书更方便。面对读者空前
高涨的购书热情，书城特别增加了好几个
收银台，但几乎每个收银台前，还是排起
了长队。
几乎每个人的购物篮里，都装着满满

的图书，少的十几本，多的四、五十本。

上海书城闭店前进行的这场优惠销售
活动，吸引了众多读者，让他们回到了久违
的书城。据介绍，在这一波购书热潮中，少
儿、文学、教辅类图书最热门，也包括一些
科技类图书。
一位从浦东赶来的家长，带着正读五

年级和初二的两个孩子一起购书。她告诉
记者，随着孩子课业越来越忙，已经很久没
来书城了，大部分都是在网上购书。这次书
城要暂别读者了，她们特地全家一起赶来，
购物篮里不仅有给孩子买的书，也有给大

人自己买的书，足足有四、五十本。她说，这
么多年，对书城还是很有感情的。因为，这
里“满满的都是和孩子一起读书的美好回
忆。”
在热销书榜单上，记者看到，《无名

之町》《文城》《百年孤独》《字母表迷
案》《解忧杂货店》《白夜行》等中外文
学书高踞榜上。
适合孩子们阅读的《半小时漫画党

史》《哈利·波特套装（全 7 册）》《唐
诗三百首（儿童注音美绘本）》《半小
时漫画唐诗》等书，赫然在列。此外，
《人体经络穴位使用图册》《中国自助
游（2022 全新升级版）》《钢琴考级曲
集》等实用类书和考级读物，也备受
读者喜爱。

上海新华传媒连锁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原上海书城总经理江利表
示，“两周来书城人山人海这个现
象，确实让我们觉得很开心，因为
重新看到读者对书城的热情，同
时也感受到，这么多年陪伴读者
成长的书城，在读者心目当中的
这个地位。”
由于连续两个周末出现大

客流，在刚刚过去的双休日和
周一，总计人流量接近 22000
人次。因此，她建议读者可以
尽量错峰。“上午人少一些，以
及平时工作日人稍微少些。”
她说。
同时江利还表示，由于是

闭店前进行的优惠销售活
动，书卖完后将不再进行补
货。所以，如果读者需要购买
热门图书，还得趁早哦。

晨报记者 徐 颖

昨天，距离上海书城闭店还有 1 个月 10 天，上海书城整整一
个楼层的书已经被买空了！ 23 岁的上海书城福州路店，将于今年
12 月 12 日晚间营业结束后闭店，重装、择日重开。 消息见诸于媒
体后，在读者中引发巨大反响。

四面八方的读者络绎不绝地赶来，尤其周末，更是人山人海，
盛况空前。 人流量平均为 1 万人次左右，最高时超过 1.5 万人次。
10月 23 日，上海书城福州路店单日零售码洋高达 235 万元，创开
业 23 年来单日销售纪录。 上海新华传媒连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原上海书城总经理江利告诉记者，由于大量图书被买空，书城进行
了重新布局调整。在将图书归并调整后，目前书城七楼一个楼面已
经全部清空，据不完全统计，总共售出图书近 30 万册。

晨报记者 陆乙尔

迪士尼出品真人冒险电影《丛林奇航》
宣布将于 11月 12日于全国上映。
继《加勒比海盗》之后，迪士尼乐园经典

游乐项目再度绽放大银幕，“巨石”道恩·强
森与英伦玫瑰艾米莉·布朗特化身欢喜冤家，
带领观众在亚马逊丛林开启寻宝冒险。和火
爆全球的《加勒比海盗》一样，《丛林奇航》
同样从迪士尼乐园的经典体验中汲取灵感，
让风靡世界的“丛林巡航”在大银幕上惊险
呈现。影片团队同样集结了《加勒比海盗》主
要班底和各个领域的奥斯卡级精英，并由曾
执导《鲨滩》的佐米·希尔拉担任导演。
《丛林奇航》的故事发生在野心家与探

险家并起的上世纪初，勇敢无畏的女科学家
莉莉·霍顿博士(艾米莉·布朗特饰 ) 来到亚
马逊寻找有治愈魔力的神树，并雇佣了玩世
不恭的弗兰克船长 (道恩·强森饰) 开启探
险。在冒险途中，看似不对盘的两人在茂密
雨林中遭遇了无数的危险和超自然力量。但
随着这棵神奇古树的秘密逐渐揭开，莉莉和
弗兰克的命运，乃至整个人类的命运都岌岌
可危。

《丛林奇航》项目之所以能够成形，离不
开“巨石”道恩·强森。从最初的《蝎子王》，
到《速度与激情》和《勇敢者游戏》系列，道
恩·强森无疑是极具号召力的演员，其参与电
影在中国的票房也已超过 100 亿元人民币。
此次他饰演的弗兰克船长，既能驾船纵横亚
马逊，带领容易受骗的游客沿亚马逊河观光，
吊打强大反派，又有温柔善良、幽默逗趣的一
面，为电影添加无限活力。
与“巨石”棋逢对手的则是女演员艾米

莉·布朗特———在《丛林奇航》中，她在选角
阶段就被视为女主角的唯一人选，并不负众
望完美演绎出一位内心坚定的英国科学家和
探险家。
为了拍好这部亚马逊森林冒险大片，

《丛林奇航》创作团队在夏威夷实景重现了
极具异域风情的城镇和港口，为影片带来真
实质感。
此外，本片还力邀曾担任《加勒比海盗》

《星球大战》视效的工业光魔特效团队，负责
打造拥有超自然力量的神秘存在；曾负责
《指环王》视效的维塔工作室则用特效制作
了雨林中的珍禽异兽，其中也包括弗兰克船
长的宠物美洲豹，凶猛不乏傲娇，十分抢镜。

《加勒比海盗》班底制作

“巨石”强森带大家开启《丛林奇航》

图片 / 晨报记者 徐 颖 制图 / 潘文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