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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INDUDTRIAL URBAN DEVELOPMENT

GROUP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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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Group-A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main board-listed enterprise, it 

invests in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operation and other related business in China, 

serving its parent Shanghai Industrial Group as an integrated real estate business 

platform with promising prospects.

9/;*�]GY�HUXT�OT�0[TK������GLZKX�9/.2�GIW[OXKJ��������KW[OZ_�UL�4KU�)NOTG�

Real Estate, gave it the new name and completed the integration. As one of 

the leading urban real estate developers, the Company sees for itself for itself 

the mission of satisfying demand for high quality properties among urbanites 

and businesses, and in doing so helps foster all-round urban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 urban lifestyle. Currently, the Company has development projects in first, 

second and third tier cities including Shanghai, Beijing, Tianjin, Chongqing, Xi’an 

and Changsha, Among them are high-end residential communities, office buildings, 

shopping arcades, star-grate hotels and apartment ownerships. It is with a global 

perspective that SIUD maps out its strategy on industrial and capital operations 

ZU�GIIKRKXGZK�JK\KRUVSKTZ�� /T�������9/;*�GIW[OXKJ�����UL�ZNK�KW[OZ_�UL�9NGTMNGO�

;XHGT�*K\KRUVSKTZ��.URJOTM��)U���2ZJ��Ȕ;*)4ȕ�

9/;*�GRYU�NGY�G���_KGX�JK\KRUVSKTZ�VRGT�ZU�IXGLZ�GT�ȔGXIN�YNGVKȕ�LUUZVXOTZ�

with Shanghai in the center and reach extending to second and third tier cities 

in the coastal and Yangtze River regions and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Bohai Rim 

and areas in mid-western China. Capable of highly efficient operation and riding 

on a first-class management model, SIUD is committed to making the league of 

property red-chips and becoming the most influential and valuable urban property 

developer in China. 

Master Club

3GYZKX�)R[H��KYZGHROYNKJ�OT�'[M[YZ������HGYKJ�UT�XKGR�KYZGZK�H[YOTK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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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 GY�;*)4��� NGY� HKKT� V[Z� OTZU� UVKXGZOUT� LUX� U\KX� LO\K� _KGXY�� 'RUTM� ]OZN�

rapid development of UDCN, Shanghai Industrial Urban Development 

-XU[V� 2OSOZKJ� �NKXKOTGLZKX� XKLKXXKJ� ZU� GY� 9/;*�� �.UTM� 1UTM� YZUIQ� IUJK �

�����.1��Y[IIKYYL[RR_�VXUI[XKJ�����YZUIQ�XOMNZY�UL�;*)4��6XKYKTZR_�;*)4�

is a subsidiary company of SIUD. In parallel with that, Masher club also 

carried out all-around upgrade and update. The purpose was to strengthen 

communication and contact among SIUD, property owners, various 

parties within the industry and all walks of life, serve project marketing/

client management and service of SIUD and improv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rporate brand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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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nd your summer nights under the stars at Kempinski and feast 

on a sizzling selection of authentic Bavarian and International 

BBQ delights. Featuring free flow Paulaner draft beer, live 

entertainment and kids’ activities at Paulaner’s outdoor 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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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aner Bräuhaus Beach BBQ Buff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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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aner Bräuhaus Terrace B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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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ty, the sanctuary of human beings’ souls, is embodiment of our life 

rhythm and styles. When cities spring up one after another, architectures are 

planned and placed in our lives. We live in order, enjoying the belonging to 

cities which we are born with and closely linked to our metal status. Almost 

every zone is an epitome of the city.

,UX� ��� _KGXY�� 9/;*� HKROK\KY� OT� ZNK� VU]KX� UL� JXKGSY� ZNGZ� NG\K� IXKGZKJ�

everything. Dreams are like a limitless road that leads us to the destinations. 

Speaking of city dreams, we’d go back to the renaissance plan of London, the 

rebuilt of Berlin Germany, the forest park in New York, and the waste cleaning 

activity of Tokyo, to express the spirits of city built. From the future interaction 

of the water front zone to the relo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oyal Mansion, 

we listen to the story of the designers, get into the exquisite beauty of 

details, appreciate the epitome of city spirits and look forward to the future 

JK\KRUVSKTZ�UL�ZNK�IOZ_��'LZKX����_KGXY��]K�GXK�MKZZOTM�IRUYK�ZU�U[X�JXKGSY�

With the arrival of summer, Royal Mansion is drown in an eyeful sight, the 

fragrance in the courtyard, fitness classes, housing learning, art appreciation 

and gathering with poets, writers and scholars, which brings vitality and fun to 

the shifting of seasons. Plus, the Tennis Open brought a whole new phase to 

the shift. Reaching to other cities of the world is also part of human beings’ 

dreams. In this summer, pick a place, stroll in the streets and experience the 

cultures. Dive deep in the sea and enjoy the fashion brought by watches; 

KTPU_� ZNK� INGXS� UL� ZXGJOZOUTGR� IXGLZYSGTYNOV� OT� ZNK� IOZ_Ȝ�'Y� _U[� QTU]�� ZNK�

longer it stays, the easier it gets the city and people pass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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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KE EVERY YEAR, AND DAY, 

THAT HAS PASSED, THE 19TH BIRTHDAY IS WORTHY OF REMEMB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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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l Sanctuary

й߮Зֽ١لޞȕͫ▲ЗыࠀਘٜङȔֽ߄ȕͫТֽ١өࠀਘٜङȔы߄Зыୃ ѕͫङࣿਭת澝

ࣀڷȕࠀѻङֽ١۟ӱਘ઼ͫТЗֽ١ङȔֽل澞৲ыћਲ਼О۱࠵ѫЊֽ١գୃڔސৰۃਙࣾڔސࣿ

ਈܙ֨ל㒤Ҷࣱԗߛ٫գૅԗङҜէͫՁਈ惑ӲޕࡇПУࢢࡤਈלӃٷؠԕ澞֜١ֽͫ࠴ङত॔ީֽ١ङ

դֽͫ١ङȔ欐ȕએЗلѻֽ֨١Иङы۟ӱऱ࠳ङً۟ڡ澞

Ȕީͫ؍▲Վֽޛ慟৯ֽͺۨୃͫީறࣻЈ咰

ՙԈͺԘч �ͫީ 劏գՍङם䬁咰ͺਲٖͫީज़২הࡊ

ⴃߥ澞ȕળՃֽ١ԭͫп௪ޢङࣔۈۅਈૣҵஎ澞

ګ߽ખଚଋֽ١ङުੋࣔ߀ԏࠀآގ؟ۃդੋ֢ڴ

Ȕ܋▲Зֽ١չ▲ڇЯߖԚӰߛڐङЉީ؉ङਸ֠չͫچؾ

৲ީ؉Њࣿ✑ߛङֽ١ত॔澞ȕ

ୖ䵷⢹֦ଭؼӟߛङֽ١ююީ߫ͫЗ۪߫

કююघٶҎՕͫۨڥѸֽ١ত॔ީ߫Їङ੦৾ͫ

ީђ֦֪Їӟ࣫আ▲ЗࡇلҎڐম॥ङ澞ࠡ؋澝ם⨝澝

ࣾਙԷ֭ୃՕљזӲ ѸͫلؤҿЇङত॔זࡣޗӲ澞

ކݯ ��0KXOINUڧݡ������ ��@K`U�����ગઋ ��1XOY�=UTM��

༦᱇࠘ࠟᏧ

ۡ 

City

৷૨ݪӒ࡚߄ѠѾͫثйֽ١ઁ

Ӧৱ৲ઈު߄࡚ࣀѠѾѩԎ澞Ѹ֪࠴ۨО

՟ݾؑםङ֧߉Ф֪ͫҶЍउ࡚߄ѠѾ▲З

澞ܦ߉Ӓݪਢէ৷૨ࢮգ塓۷ײએҒ㒖ސ֪

۪ક҂ՕљघӣФघזӲ▲ЗȔօȕ۪ ৱȔ֤

ऱㆃȕͫ ٷЉਈੂڱऱ࠳۞УЇङȔ֧

ֽȕФդ澞

ֽ١Շࣛي梿ॳזӲд▲܅Ձ▲ܶ܅

উͫђЗֽ١ӱЗֽ١ڏङߢਈۅރ

沨ࠩ㯆ͫࡁѸએыڱلѻ֨١ֽڇ

Њلѻ֨١ֽ࡚ڇэТЉգ澞ީ֜Оֽ

١ююީ୍זवȔזӲȕЊȔডૉȕͫ ଭؼд

Ȕ१欐ୃ١ȕ澞܅܅▲

ङ⬡؆߄ࣞ؉Зֽ١ୃ囓व৲ࣀ

ۃ؆⬡वਘٜЊѨЉգङ߄Зֽ١ୃͫࠀ

Њۨͫߧ՟ਘ߄ࣞۨڥङ⬡؆ѽͫ壝ҵ

֨۱ֽ١ङ▲Зઅ澞▲Зֽ١ङࢲ欐ͫ

ީп۰ङӄڶ澝߹ߋङீ߿澝৯ֽЇ

ङ়૨澝ࡊЈङ࠱ષ澞

̯٧ྫྷҁዴᇷ

01
MINOR YET GRAND

����<�=0,>



����<�=0,> <�=0,>����

խलˀѕᐐ
ORIGINAL SIN

02

þۡÿ̂
ORIGINAL SIN

03

ОѾাЗ֢எԗୃם

١ͫ֨ ߢवȔދыऴИԯҎҭי

ঀЉҸٵȕՃȔ࠻懣ӼӸȕͫ 

١ֽڇثրাыڧЉޛ҉

ङ֔;ࠢםҎڡԅйা

ؠءङކԗڂ囓Јͫڠۨڥ

ত॔ȕ۞જङԽ֜ͫࡇङȔҸࢸ

Չѽவ॑ѫࣿ܈לҿਈڱ҅

ଶӱङܸ۫ࠩך澞

۱љգ߽ީ١ͫୖୃם䵷

囓澝ֽ١তڂԗކ⢹֦Їङ

॔՟߄Љգ澞֨াؘ࣫ܕ

澝֨ࢨܘܨ澝֨ٞ௱ז

ȜȜЉգֽ١ङȔ欐ȕߐ؆㡀ۀ

▲वЉգঝֺङыͫ৲գږ⩾

ঝӰङы⢹ৼ֨▲ͫЉލ

Зֽ١ङত॔澞ם⻑

Зۨԅङֽ▲ͫߛर࠴ं

ޞગৱͫ֨ઁӦֽ١ڏ١

वऴйȔֽ١ӛҙэТࣲंͫ

એыћڶ࠸⸹֪Їୌ澞ȕ

�� Ѝ �� їӬͫਸ਼֢ٶ

छڏ؟উ؆ѫП֨٭И֢ৰب

ֽ١ઁӦեપȔ࣫֨ҶЍउ

ङֽڏ١ગୃவЛ▲Зһգङ

Ԯகͫ۩ћङֽ୳࠳էգ▲

य़߽ࠥͫީڮ㚏ङ澞߈٥

И֢ङֽڏ١ગਈ୍سלИ֢

ङࣔ澞ȕ߄١Խ୍ֽسԗͫކ

И ֢ Է  ކ ԗ ङ Ԩ ם ত

Љ㭹ࡋ૯Ҏީֽ١ઁӦߎͫ

䴢ङ澞ઁӦৱؙچޞ

ԎЉОץङֽ١߶ӕࠢھଛ

ۗՅऴͫऀ㘸澝Ӑঌչب

ԃԾ۸ଭࣞ▲ޗиࢲ߄ܨ欐ङ

ֽ١澞

ֽ١ઁӦ߄ӹ䨶ۅ澝֪֜ӲؖͫգޞՁЉਈۄй١ֽͫۨࡌ

ङ۸ଭ۵ਈږыҵਆ澞ҁОܽङୃչގ١ֽͫם߂ஏԯ҅

֨ �� ЍӬͫޞыՍЭՑ߄ � Ѕы澞ੋդइڴ؟Ԣxұر߀

ڝڝыͫं࠸वङङֽ١ȍȍȔࢲ㎸ࢠஏइۨд▲Зҭގ

էⵟȕ澞ڬङ૨

ङୃ١ͫ֨йֽ١ઁӦৱ۸ଭۅО֢எۨڐ࠳ஏऱގ

ڡ֛ב۵Ф߄ङ࠳ऱږ⩾જЇͫ۞֨ࡇыڱԗ㾇֠ͫ҅ކ

澞֦ݻ

ҁОކԗޢڐङޏԆֶͫђ▲ڐҎઍજӱਘٜކڐԗङ

ѩԎ澞ҿثڄݺҸ॑ࡇѫङȔএݺȕͫ ચޢдҭࢠԃङࣿީ

֢ПУङऱإॢ࠳澞ޏԆֶ֚ޕם৩И࡚ͫ߄▲य़ધઈ߄ԡ

ѕږધઈҟОПધઈ֮ͫѫޕ▲ѠѾܫଣͫڱыۤޕङѕރ

澞ࢠङЉޕ

߄ܨԆֶޏ֨࠴֜ � य़ؒސધઈͫԯީߛધ澝Ԣધ澝ਸ਼ધ

չࡪজضધ澞ޏࣀԆֶߛٶךԊԃЉ㚘֪يݐઔԢધԈͫѸ

ծӱݶ▲ֲͫծѨਙяёՕђֽ١ைଳͫޏઈސёґऊڄݺ

� य़ސઈޏͫܕݮએ॑ѫ՟ЗஉୃكЉѫਭ澞ઁީ࠳Ӧৱث

йֽ١Շކͫيԗݹڐङѳ澞એࣿ֨١ֽڇИЗࡇلਈ

ङֽ١澞ݼ澝ڊҫ澝ךдЗؼଭًͫ۟ڡӱ܇

ֽ١ЉځՑީلѻગޑङׄ䩿ͫځથީએلѻৱѽѫӱ▲

य़Ȕত॔ȕͫ ۪⼖澝۪ 㖃澝۪ ١ֽͫڇ▲澞ыћФ۱љѫЇߐ؆

Эީ֜О؉ंӄ৲יङࡈ㾇ਈלЊыфࣿࢲ欐ङһ淬澞

֨ �� ЍߍљӹͫЍउЇރךםыћୃࣿ֨Яߖୌͫѕ

ћЭક▲ࣿЭЉӱ▲ѹߛਘ惤ଓކԗਅްङы澞ֽ١ङࣿոࣿ

ࣿЉ߄࡚ͫێ॰ـ澞ԯ҅؉ղ࣫ӟՎ৯ஐͫޛЭޏ߄ӟࣿङыչ

ۨߛङыـԄؘ࣫ࡣ㞦ҽ ЈङԎՊۨЇԟङԎͫͫ܋

৯恱ङֽ١Պۨறަङֽ١澞৲֨ҿИֽͫ١ФȔ欐ȕ֨⸾ଭ܋

ֽ١ଋ३Иͫږީৄֽޢކ١ङҼ୰澞

৷૨ݪӒؑݾФֽ

ࣔӯضધઈФֽ

Фֽ֢ڏԆֶޏ

֛ڡФֽ

Ԙч࡞ݺФֽ

Фֽߐ؆

Фֽؠءߥ߭

ٞ௱ࢨФֽ

াܘિФֽ

ˆႌʸܷۡ˧᱇

TIPS



U VIEW 017 

Berth By the thames

-- r
evival o

f lo
ndon

理查德·罗杰斯有英国和意大利

血统，1933 年出生于意大利的

佛罗伦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迁往英国定居，1954 年 -1959

年就读于美国耶鲁大学，1985

年获得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金质

奖章，1999 年获得美国托马斯·杰

佛逊纪念基金会奖章，2000 获

得日本皇室世 界文化奖建筑奖

章。他在 1991 年被封为爵士，

并于 1996 年成为贵族。如今他

成为 28 年历史的普利兹克奖中

第四位在英国执业的建筑师。

cm

英国拥有悠久的城市历史，伟大

的历史城市，90% 以上的人口居住于

城市区域，城市理应是这个国家的动力

中心。然而过去 1/4 个世纪里，包括

伦敦在内的英国主要城市都经历着严

重的衰退问题，由于受经济形势影响和

总体规划不足，城市结构混乱、欠缺设 

计，居住和交通状况恶化，同时产生失

业、犯罪、种族歧视和贫富悬殊等严重

社会问题——也许跟其他一些国家的

现状作水平比较还不算太坏，但若跟自

己曾经拥有的辉煌作垂直比较则明显

在走下坡路，它们逐渐失去对城市人的

凝聚力和吸引力。上个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 代，“ 更 新（Renewal）”、“ 复 兴 

（Regeneration）”等已经作为城市发

展的口号被提出，而随着一些重要改革

措施在新世纪实行，英国的主要城市开

始感受到显著的变化。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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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rIncIPleS of urban 
develoPmenT:
他所提出的城市发展 6 大原则：

第一，城市必须集中，发展不应向外延伸到

乡村，除非万不得已。伦敦人口增长很快，这些

增长应该被限制在城市里面，例如利用前工业用

地，增加交通枢纽，鼓励人们走路或者使用公共

交通方式。

第二，生活，工作，休闲应混合在同一区域里，

同时鼓励穷人和富人一起生活。

第三，鼓励行走和骑自行车，其次是公用交

通工具，私人汽车应该被限制。中国非常幸运地

拥有大量自行车，而英国目前正在想方设法鼓励

人们骑自行车。

第四，好的设计。人们应该是被城市吸引而

住在这里。人们喜欢处在美丽的公共空间，而好

的建筑物提供这样的空间。好的设计能够提供宽

阔空间，美感和节奏。

第五，我们必须对环境负责。城市比其他任

何形式的组织方式都产生更大的污染。城市是我

们需要清洁的地方。有很多人因为害怕污染而搬

到城市以外居住，那反而会把污染带到城市以外

的地方。

第六，社会正义感、责任感和包容性。

普通人的想象中，建筑师的成就总是与具体的作

品和设计实践紧密相关，而作为英国城市规划的领军

人物，罗杰斯同时关注着道德、观念等主要的社会问

题。“前面提到的城市复兴 6 原则中，设计良好的环境

和社会包容度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原则。一个属于精

神层面，一个属于物质层面。这样或那样的建筑风格

其实与城市复兴无关，只是功能性的体现。好的建筑

在当时都是很‘现代’的。一千年前如此，两千年前如此，

今天也是如此。可以向过去学习，但不能向过去抄袭。

现存的有它自己力量，但我们都必须想象未来。”

他所主张的建筑及规划应该合理设计和运用空间

的想法，在他自己的作品中时常体现，Lloyd 的伦敦办

公楼、伦敦的千年穹顶（Millennium Dome）、伦敦

希斯罗机场直至在上海为陆家嘴区域规划的总体方案，

延续地展示了他对建筑及区域的功能要素设计才能。

在越来越关注全球大尺度城市项目的同时，他的作品

都体现了他曾经在 1995 年的演讲中说的：“在城市中，

生活是最不稳定的，但也是最具有改进、干预和变化

机遇的地方，这种机遇是看得见的。”

他在对伦敦未来城市规划方向中，建立了一个优

秀设计、社会包容和环境责任推动的紧凑型城市的方

案，为社区带来活力，繁荣商业。并提出同时让不同

背景的人融合在一起，避免阶层聚居，将个人转变为

公民。未来伦敦在合理布局，多功能发展的同时，重

视交通的延续，改善交通，提高出行效率，开辟更多

自行车专用绿化带，使城市更加可持续化。用松散的

方式，把生活、工作、休闲不同功能结合在一起，不再

孤立划分不同区域，转型多功能城市的方向发展，从

而改善生活的城市空间。

作为世界上最顶尖的建筑师和城市规划专家，罗

杰斯爵士不仅参与了英国以外许多地区的重要建设项 

目，而且也关注着各个国家的城市发展现状，他认为振

兴城市的原则是一致的，但具体解决方案可能不同。

他还表达了对中国的期待：“中国是目前最令人兴奋的

国家，你们的增长简直不可思议，而你们的城市改变也

跟经济增长一样必须受到良好控制。因为你们的国家

非常重要，我们所犯的一个小错误，在你们国家就未必

那么小了。这个时代的一大有利条件是我们可以从不

同城市、不同国家学习什么是对人好的，什么是对人不

好的。我们必须学得很快。这对中国尤其重要，因为中

国有世界上 1/5 的人口。”    

rIchard rogerS: We have To ImagIne 
a fuTure
理查德·罗杰斯：我们都必须想像

未来

理查德·罗杰斯，英国著名建筑师，伦敦市长

的首席规划顾问，是城市生活的拥护者，认为城

市作为一个文明的教化中心，能将人类在世界上

的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主张未来

城市的区块应该把生活、工作、购物、学习和休

闲重叠起来，集合在持续、多样和变化中的结构中。

1998 年，罗杰斯被英国政府任命为城市规

划特别小组负责人，对城市发展的现状进行了

为期 3 年的调查研究。以他的工作成果和建议

为基础，英国政府于 2001 年发布了《城市白皮

书》，这是 20 年来英国第一份针对城市建设领

域的重要的政策性文件，被称作英国城市发展

的“白色希望”，标志着英国的城市复兴事业进入

了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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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d IcT IonS  beT Ween  h IS T ory  and  T oday
思考中的历史碰撞

最近英国有一项关于伦敦市民最喜爱和最憎恨的 10 大建筑调查，

结果“最喜爱的 10 个建筑物”变成了老房子的专利，“最憎恨的 10 个建

筑物”则无一例外全是新建筑物，泰晤士河边由废弃发电厂改造成的

泰特现代艺术馆高居“最憎恨”榜首。对于历史建筑如何保护，新造建

筑如何融入城市空间，是城市发展中永恒不变的话题。

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英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以出色的城市

建筑规划在欧洲乃至全世界闻名。去年 10 月，在爱丁堡古城的中心

街道 The Royal Mile 旁边，一座崭新的建筑刚刚建成，它是由建筑

师 EnricMiralles 设计的苏格兰议会大楼。这是一幢一座政治和诗歌

得以结合的建筑。与对面那有 500 年历史的 Holyrood Palace 遥相

呼应。建筑内部除了运用现代建筑流行的玻璃混凝土和钢材料外，大

量可见的是亲切的木头材质。2 楼展示室连接着旁边原先的旧建筑，

旧墙上那些有年头的石头坦然地暴露在外，建筑师对历史的结合和尊

重流露无遗。或许，只有这样的大师作品、这样设计出来的建筑才有

资格坐落在 Holyrood palace 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建筑的背

面，一堆被木条包住的漂台从建筑中延伸出来，看上去宛如音符，似

乎是审美的需要，而建筑师的用意却是：人需要思考，即便是在办公

大楼里，人也应该有自我的空间。

在整个大不列颠岛上，有如此深刻的新旧对比的建筑并不多，但

需要考虑如何与整座城市有机而巧妙融合的建筑却很多。在伦敦，整

个伦敦码头区就是在这样的思考中一步步改造出来的。码头区位于英

国伦敦东部，曾为世界最大港口伦敦港的作业区。二战后，随着船舶

的大型化和集装箱化等物流革命的进行，伦敦码头区日益萧条。成为

了废弃的码头区。经过 10 几年改造，现在的伦敦码头区域成为了伦敦

的 CBD（中央商务区），人口是过去的二倍以上，Canary Wharf 的

大楼高高俯视整个伦敦城，交通网明显改善，成为欧洲最大的摩天大

楼群。几乎每个面对城市规划的城市都会知道伦敦的码头区，但其实

Canary Wharf 能告诉我们的更多：Canary Wharf 集团 18 个月建 8

幢大厦的高效率和“要想富先修路”的道理——Canary Wharf 在初建

的前两年竟然没有公共交通跟进该区，直到后来伦敦码头区轻

轨的投入使用。需要揣摩的倒是搭乘 Dockland 轻轨从这里出

发经过几站之后到达的旧萨里船坞，一艘 19 世纪的旧船仍停

泊在泰晤士河旁，装载着码头区的过去，大概也是忆苦思甜的

意思吧。在旧船的旁边是一个广场，广场上有初中生在玩滑板，

广场上有一长排椅子，有年轻人在看书，也有人望着对面，对

面有棵大树，大树下一个年轻人在弹电吉他。一堆被废弃的码头，

变成了人们留恋的场所。

如何让人留恋，这应该是城市规划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格拉斯哥的 Gorbals 区或许是个好例子。在这个由格拉斯哥

市政府主动规划建设的新区，有诸多依照人们需求设计的设施。

例如新建的 Gorball 公园，公园里有儿童游乐设施；新区里还

有活动中心，集老人活动中心、少年宫和俱乐部的功能于一身。

这些在国内的住宅小区里似乎也很常见，少见的是活动中心里

有钢琴和教钢琴的老奶奶，以及在小区入口处高悬在上的巨大

守夜人雕塑，暗示的是大不列颠对艺术的崇尚。

城市是一个有机的成长。每个历史时期出现的标志性建

筑、街区，记录了特定时代的社会文明并伴随了一代人的成长

记忆。在城市的发展中，保留变迁的过程，保护积淀的历史，

尊重城市的记忆，延续文明的命脉，以文化载体碰撞现代文明，

创造新的城市梦想。

根据英国政府 2000 年发表的城市白皮书估计，当时的

城市中大约有将近 5.8 万公顷已使用的土地是空置和被弃置

的。从“分区规划”到“发展规划”，英国的城市复兴之路在理论

和实践中不断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寻求新的突破。“用全面

及融会的观点与行动来解决城市问题，寻求一个地区在经济、

体型环境、社会及自然环境条件上的持续改善。”城市复兴不

是一个单项选择题，系列的研究和复合的模式后，这场宁静但

深刻的城市革命正慢慢令城市焕发生机和活力，激发人们对自

己社区、城市、国家的认可及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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Одؘ࣫ȔனݹȕङȔֺ॑࣪ڲѫȕࣲͫӯऀ՟य़

ѽݺيڐঌ؛Ѯͫ✼حҶդ࣪ґͫݐѣЏЊҸѨਘ

ՀЊ澞ڄݺ௴ԋࡇ١Ȕђਘ૯ҟȕͫ த澞ݶӣঝֹ֬ޑؘ

БчପଋՈךय़ڔڥљ࠴ҟӱдљ؛ѮڧրЗ

ыͫљЗыڧրͫڈ؟љڧڈ؟ր॑ѫͫࢬՇЉգஉك

ыմङ࣪ͫەࢽђ৲࣪رґࣲھҵыڶ澞Бчࣲ࡞

ֹ֬ԈЉю҅ޅЗֽ١வ嶃䐌ͫޏ▲ࣀգޞЭީֽث

߄١ઁӦङઋӦЭֽࠩ▲䃒澞એࠩ▲ङࢲڶࡇل١

գ߽ङܴ֨ङͫ߈ङ٥Љ伕ֽͫ١٫োыࣿߚ

ઋӦୌ澝ՊԗИߛһգ۪ͫܔકͫ৬ڐѠѾ▲З֢؟

ङԷͫୃ ֽ١ङڏউ٤չઁӦ٤એֽ١ґܴԃͫ

એы؈؍ڶ澞ࣲङֽީؼ١߽ͫ▲מ▲ͫ߁ממ

澞ߛמ

PROJECT THE GREEN LIVING
PLANNING KEEPS CITY IN ORDER
IDEAL NEAT CITY

Ѳᝧۡథ్ʿጇ

PLANNING KEEPS CITY IN ORDER

זեࢳЮۛдޕࡇͫލЉࢳЇૅ֪֨ͫߎޙَ֢

ҽङ՟ாઋӦͫգޞԷङࢦՊЭએ܈ߎޙՉд۫եङ

йֽ١ङث०ОБчФեͫݷۯҽઋӦ澞Бчਘђ㿄ז

ઁӦչזҽͫ▲һԷଋІࠩͫӣӰީ ��������� ٶ

ङ席זࢳҽઋӦ澝��������� ҽઋӦչזࢳङ۫ٶ

���� ���Ӧ澞ઁߊङБчୃٶ� ҵߎޙљեͫٶ

ગͫڏଭչݷӦઍОБчङֽ١ઁߊ澞ߊޞ६ؔۨ

юழБчୃ੧ݺԚӄङઁӦީљؘ࣫ङͫீڷପଋݕ

֢ӄֿ֪םٺङфЏ澝չކԗࣿ۵ͫٵࡊਈ״

֑આӐБчङொ澞

ઋӦݷՊБчୃИ֪ڶԚЏԇࣲߣߑଋچத

Иङࣙӑͫ॥حږߢէ֪ݦךԚङॹٕ澝ҷࣦ澝䟨ँ

ঈֽ١ऎͫށգֽޏݦך҅ޞ澝ҷֽࣦޏङؼࡇلЏ

չلѻׂٵ֪ؼؘ࣫ߎ੫ͫљઆֽ١сପবࣙڙӑ澞

ОдґચէޗҸ؞澝߯ࡑޗङୃ١ֺٗЏՇ֨ͫيԚୂ

չ֪ݦךԚӦؔٗЏ֪Ԛ澞Одұ߆И֪ڶԚࡇلӗص

ङԎ 澝Ԛ澝吤֪ߋߎঀ֪Ԛ澝ⵉҹٕםԚୂङ֨ͫܧ

ଭҸһѻ؊澞ڏՇڐޏԧ֪Ԛ୍

Фեͫ֨םਸ֠ӄ▲ݷ࠵Պԥ▲И١ֽڶৈߣ

ОךИڶङֽ١ৈڏͫߣॹԕܬା�� ЗԿ֨ӄङБч

૨କ࣪ऀڶ١չԀИֽڶ١֥澞ୃ١֥ӄ՟ЏԇИୃם

Շ䛨ࣥԿБୂ澝Ԟՙڐ١Ԛ୍ͫޏՇিЇङڐͺݎ

ԿչֽԿԧୂঈ١֥ୃםӄङБୂ֪ԚͫљؼЏչل

ѻыՍ֮੫ՇيОׂߎԽө澞֨ Бч١֥֪ୃםԚљͫי

ڶЏֽ١澝ॠ؆ू९ֽ١֨ӄङ֪ԚИٗܬԕٴગਲ਼ڏ

ֽ١ ҭͫӣՇܼпԬ١ֽޤङ੧ݺ澝ࣲ澝壝澝Џ澝

ॠ܉澝ކԗঈԅਈ澞пঈգйՇଇ֢ऀ҅؟ङֽז١

ҽઋӦͫ҅Бч١ୃםԚۨڥ▲ЗҭࢠԃङԚֿͫҿ

॑ѫґܴͫګ֪ࣔߎգޞЭґஞд؍Ҷչਞଠङࣿ

ॱ澞

TOKYO
ˋ̚

TIPS
Одٮԉ֪ױࡇل੧ֹ֬ӣঝ֛ͫݶБчؔߊ

ОࡇلҲોԭӳ澦ֹܶ֬ڈ؟ԧ澧ঈشӆؔઁͫдԝ▲

ঝֹࣿ֬ЉգङݶதͫޙએࡇلՀЊҿИͫㅠݾйЩ澞

ପଋڏॹࡇ١डषմӲچԆثڠв۹ֹ֬ङडष澞ثйଔ

ઁвҖֹ֬ৱͫБчЭܶؔдबځङͫޑݒৣהૹৱ儋হ

ৣ୍ͫৱଝ९ҿࡇзુѠ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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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VID CITY FIGURES

INTERVIEW WITH SIUD WATER FRONT DESIGNERS

SKETCH THE MEMORY OF ARCHITECTURE

CITY EMBODIES DREAMS

BUILD THE BEAUTY OF DELICACY

DYNAMIC AND CALM, ECHOING FROM AFAR

THE IDEAL CITY

16, ѹગઋ٤ୃ▲ѹͫڶङИ֪מޏউ٤зԇ۱ѹйڏ

ՕљசޞԾࠡЈङ哢Јঀ▲ߞպ⮈ЇߛӇٗҁͺ֨ગઋ٤

ثӟѕћङͫߛߌԒԏֽ١ङߚЇͫऀ௲गিٳىङऄםء

ஒ惒澞пޗङڶИڐ㿄ֽࢣثউङؔУչ২۟ͫЭӟдڏ

߂١ֽۨুڌОࣲۅङ▲வͫ৲۟ۅङୂӣͫ֨йֽ١չы

Ф澞

ጯ㏬⮱ߕ⩌ ␕ᐭ͚ᓰ
䃫䃎ጵ䃬䬛䃝ᒂ

DAVID
MALOTT

ކݯ ��?URGTJGڧݡ������ ��@K`U�����ગઋ ��1XOY�=UTM��

֣ߧݼ㿄֪ԚઁӦࢣࡍ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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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J�3GRUZZ ӟࣿ֨াͫީࢣ㿄ֽڐИڶङۈગઋ٤澞ѕߛӱЇٝ߄

ଋԝٶङޞͫثЇङࣿளث৲ͫۑࣅٯй١ֽڇङ۟ەଝ䇇ӱ �� ٶ

їӬ �ͫ��� ٶ *ͫG\OJ ͫސङ֪عޞԃչࢠ澞З֨ѕऴИҭە୕▲Зֽ١ث

�澞֗؟ஏ߈䇺ͫ䨨יԃ澞Ȕ۩ॻ֨ږ⩾дࢠѕЭҭث ٝޞ߄Љصࠡ � Ѹީ۩

۟ѫך߄ङࠡܣ澞ե۠ײ۩ߛљҤͫՀЊдஏ֗؟ङ֚Зாऩ澞ȕ

*G\OJ љѕރЉӱЇङࠩރચд١ֽڇђЊ۱߫ߣ࡞ݺԷङ՟

य़ٚםՊԗ澞ଳ૨Պ؋ࠡͫءߛͫѸֽ١ङࣔ҉ޛґޏךͫչޛ澝

叆ߛչ֦ߎङӏݬ壝ՠͫثйગઋ٤ङѕߛપҭࢠૠնչߑͫۨОѕЊЗֽ١

बהङڔސ澞ޙСמͫпࣿԈङֽ١ॱͫڍӱ *G\OJ Оֽ١ગઋڏউङЉ

И澞ۃߣـ

৲ԚӰй *G\OJ ङऴҰЊ۟Չͫ֨ސਘߛ 16, ગઋ٤Ѓ⥭ङऴИͫЇީૐ

еѕ㱌ङ֪ͫސђ୍ࡌټ؆▲૨ܴͫߛ �� Зףٶङ۸ܰͫثйЇރ߄Љ

ङە澞࣫֨ͫЉખީ߈昭١⻑◒২ױङڏউͫଐީ݅ӱ২২⼏ङ֣ͫୃ

Օљଊବ֨ИԗОਅեђગઋ澝ڏગଋ३Иङਨଂ澞

Ѓүࣿ߄ߊޝ֨߀ଋ▲ޞ࠼ђзڏউ܈ԕङٗҁԷ ѕͫȔ䡺ȕङ֛ͫڸ

ݢଋͫਲ਼چਖ਼Иࢾङמ▲ङͫՑਈ֨ەѠѾ֔㖈Ф߄ଭङଋ३Иͫީ࡚ڏ֨

य़ࢾਖ਼ͫՑਈלழȔٹȕͫ ֣࣫֨Їչޑؘ֨࠳ङ֪ٗୌͫДٶեͫީؼыћ

⮽պ⮈澝սնࣿङ֪۟ͫސՉڏউ٫োыङ২ױ澞ީ࠳пंਨଂչߣ߈٥উङ

ଋڪИͫ١ֽڱۤИҼйࣲ߄Љգङ١ֽ৲ͫہ֨ࣙЊыङब֨הѕङࣲઆ

ୌ߽ך৲૫ؘ֪澞फӱ࣫֨ͫѕёۃڶر߆҃ڮࣀਰ֨ڏউߎ૯澝ؘؘ֨֨ڏݝ

উङыͫѕћѺף⦈⥯ͫ⡢⡢ЏЏͫଣ߂ܫՠଠङ࣬ࣸ澝܋ঈͫڏۨ؏ߛউङ㱌澞

▲फӱ࣫֨ ОࣀङாऩёڶИڐ㿄ֽͫࢣ *G\OJ�

3GRUZZ չ 16, ङࣲ҄ҁ澞ࢣࡍڰ㿄ङࣲ֪ѹࡨ

ؔѫۨОֽ١৮ऴङԚֿͫ؉Љգйஏߊޝ֗؟ङڐ

恐ͫѮչ࣫їԗٷ੧澞ײяͫࢣࡍڰ㿄ީ֢எ࣪

֪ԚюङսЇީͫޞङৼதФ֪澞գޏ߂

ୃםஎ֢ךڮЊ㿄ԚֿФ▲ͫ؉ѩૅङࣲ֪࣪ࢣૅ

Ԛ澝ُࡊତڴ澝াտИ֢ङײͫהबѷФ߄١

ङ৯ुЇ߄ଐͫףԆহӯुނூ澝Ѱבࡦ澝ߎض

ՈдЍݡङગઋЭڶИڐ㿄ֽࢣ澞ڧबգङ߄ୃף

उЇঝѷ࣪ङךЗѩם߂ԗްࡊ澝ૣङמஎ

ি澝ࡊࢣପଇۅ澝ךঝֺङԄҸڏউչЇ৯ڏউङ

ङҙչӇ۸ଭ澞

Њ࠴գ16ͫޞ, Э࠳۞જӱ֢எԗ֨࠳١ୃם

Фہङ୍ЏڶИڐ㿄ֽࢣї澞ޞޏҵԄҸગઋङ࠵

▲ОԄҸͫՕ圧ߑ࠴ѫ۸ଭ▲ЗՕݕыћࣿૅ

ङҶޏԄҸ֫۱澞ׂй߽ङ۠ްͫ16, ڐ㿄ֽࢣث

Иڶङગઋךرय़ЉգԄҸঝֺչুࢲچؾՠ֨

▲ͫђবା֪ॻكӄङ䟤ӊࠡͫӱ߄ܨ

ЋًЈࡘਰⴃЊࣞॹؚԚङࣞ㯈Ѻڏكউ߽ͫ֨

ङߣଭЈͫࢣ㿄ֽڐИڶङۈѽઁӦગઋࣲھОȔ

ࠡ � ӄԄҸॱՠͫ҅ু׳ஓङٙڈЊࠡஓȕڈ

Њߑ߄࣪יৈՠͫђ৲ؘ࣫ױङԄҸॱ澞ر

ஓȕИ澞ڈ㿄ଆङȔ֨ݹ؍উѩணङڏ

Ą̭䓦䃫䃎̷⊤⮱ᰭ倅ᦖ⮨倅ᅯᐧま喑̭䓦ₒౕ䗐ψ㔮侙䌜̷В

㣤ः▢ᙌ喑ౕ䔆䛹ᬣ፥䔤䌜喑ѳࢡϻᲒ⇎ᰶᙌ㻶ࢹݝՓȡą

����������������������ÿÿ㒻ప,1'ᐧまጵθߎ䃫䃎ጵ%BWJE�.BMPUU

SKETCH THE MEMORY OF ARCHITECTURE ӆҾतኒᄉٿॹ

SKETCH THE MEMORY OF ARCHITECTURE
ᘓդਆۡ

֣ߧݼڶИڐ㿄ֽࢣ

֣ߧݼڶИڐ㿄ֽࢣ

֣ߧݼଆӽ֫ࡊ㿄֪Ԛࢣࡍ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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ڰङࣞࣔѩԎ澞ך߄ܨՇڐޏȕङֳׂࣲؘ֪ॅͫએ୍ؔࡨ㿄ȔոИࢣࡍڰ

াङ㱌Фֽ澞ߩߐԗЊਫކॹдڏୌٝͫޑԗગކଭۨݷԴ۰ךر㿄֪Ԛࢣࡍ

գ߽ं 16, ՀЊગઋङȔ㱌ٗԴȕͫ өї੮वޏޏыঝࣿڔސङކԗ澝Щչӫ

ȕͫڶѽ澞؉ՈդОȔ㱌И۞ գ߽Эީؘ࣫дыћثйֽ١ङ䅔߈澞ыћ֨ٗҁФѿͫ

হЊݎڔݹڐչہ澞؉ङԈڶЩЊӫ۞த֪ИڶՕљӱ㱌Иؼͫ࠵ށ㿄ڪ

ङࣿޏवыћҶݎӹկեͫକ܈ৱપީ۪ͫࡁثȔலЊԈȕङۨڥڶИڐ㿄ֽࢣ

ङࣲ澞չࣿہࣙ

ֽۨ݅ޛ澞ԘчङڍЇङڔސыћࣿީًڡৄ߂উ٤ङ۴Иֽͫ١ङڏ֨

չӇӯऀਈܔউङґڏޛ澝ڍङ৯ࣿثךЇ৲ͫڶ۸Ԉѕћङ߄࡚ٷֽޏ

એѕћѽѫӱڏউߎ૯ङઓީͫڸ ֽ١ङઓڸ澞ޛङઓڸչਘࣀब壝澝գ㿄ࡊ哙䉉ͺ

ङ㱌ͫޏͺڔࠥޏ֢எંͫҶࣱՠҁڭߊङޏӟ੧ͺ݈ڽ澝ङࣲҎӯࣿޏ

ͫީڍЊݬङौڔސউչࣿڏरӱͫސक़澞ыћђ߽ङ֪ٸ߄ܨͫࣿܘܨ

উ۸Ԉыङ؏২ѽ澞ڏФ২ͫީࣿ

DYNAMIC AND CALM, ECHOING FROM AFAR Үˀ᭡Ḟᥐᥐᄰభ

Ȕڈஓȕङગઋީࢣ㿄ֽڐИڶङࣔФה澞*G\OJ әࠩ੮ॐͫࢣ㿄Зாऩ

২׳Фڈ֨ީؼהஓИڏଭͫك৲Љީ֨▲ਢङ娕۰Иڏગ澞ֱࠡйਰⴃڈ

ஓФИͫյ֠ੴ۰شԕ֠ͫ֨ѕरީߛЇ߄ࣞङ▲य़ڏગࠀ澞ؼҦ֨Ї

ङ৯૨Ї▲ۨߋ߹֨ͫޝ哢ङ֪ͫސએࣿरЇԾளࣿٯԈ澞

֨ЇљՃ١ୃךڮИͫՑ҂߄▲ЗݹڐङҸһॱީݹڐङͫؼѫ⩽ږы

ࡖ߄࡚֨ͫߛ૱չ橥੧ङ܃ٴЈͫыਘ֨१Ԉ澞ȔڈஓȕङગઋٷЉީ▲य़

ગઋڏউધઈͫ৲ީљыङ੧ОҁОՀৰИڶ澞գͫޞय़יէङગઋͫએ؉ڭߊ

Њыङс澞ԆЇЊ㿄ްङକٮͫݎԉٷ௴ԋыћڪ㿄ଆͫ৲ЉююީԄҸыմ

োͫהबգФ߄ھङગઋࣲڶЌЊ㱌Иٷ澞ݎЊыߛউڏङৰਖ਼ͫ؉એߠݹ

ыך߄ङԈॱ澞

ԄҸࠡكЉգ澞ٯԄҸ֮ࠡள߄࣫ރךם্ङԄҸॱЊЇڶИڐ㿄ֽࢣ

बକݎஓȕफڈȕ۱तङȕٳॹவङȔָࠡं יিউङ২۟չڏԆͫ Ȕࣿͫر

Ԉङֽ١ॱȕڍѵਙڏكউ֑ͫݷыћԄҸॱङૅͫ҅ڱӄЊיॱ

֨ЉգچљЉգڔڥबକͫײ৪৭▲ਢיܘܨङםਘࣀ澞৲ٗҁйࣞ㯈ڏউӄ

ङыմͫө߄ܨЋًЈࡘਰⴃЊࣞॹؚԚङॱͫ֨הͫكө١ֽ߄ܨИ҈फ

ԟߑҠङҠߑⵧ澞֨ূਭગઋЇङৰͫૉы৲ͫڶԆଠՠӫ۞ѽ澝

ॠ܉љՃୂۈԄҸङыऀ҅ב澞пڏউङધઈ Њͫவ惤惤ब߈ङ㱌ٗԴڥ Ȕۨউ

㱌ȕङםڠ߶澞

BUILD THE BEAUTY OF DELICACY ᝧतኒЌ໗༦ব˧Ꮎ

ĄႶᓄᎬ̴䬡喑๔䓌๖̸ჿธԞ⁏䷉ȡą䔆᭜͚ప⮱̭ऒऑ䄄䃺喑

हᬣΌ᭜⮱ᷓᘠ喑᭜҉ͧᐧまጵ⮱Ҭপ �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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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DEAL CITY ူਆۡ

THE IDEAL CITY ူਆۡ

ȔыћՕل؍ЩЏङ֪ސ澞Љգچؾङதՠȍȍ

۪ͫش۪ם۪ ޛ۪ޏ ԃ澞ૠնЊࢠЗֽ١ҭ▲ڱ҅ͫސ

ЉգঝֺЉգٶङыୃՕљৼ֨▲һգѽֽ١ͫ

ङֽ١ࣲ֨ͫ߂澞۩ЗыЉઍОцՉૅङࣿٷ

Ѹ߄١ୃֽךڮҿࣲङޞӶͫײা澝Ѱނ澝БчЊ

Ї澞৲Њ࠴գ߄۱ͫޞङпֽ١Ձୃ߄ҿЉТࣲ

ङޞӶͫ҅ڏڱউ٤ङٗҁ߄יࠀ۞У � ۩ћङ҅

ո֨йݷଭпЉТࣲ۪ੴыڻङ֪Ԛ҅ҿՊ

ۨ欓ԃङ֪ސ澞ȕȍȍ*G\OJ�3GRU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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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年 的 梦 想， 已 经 照 进 现 实。 而 未 来， 它 还 能 继 续 带 给 我 们 无 尽 的 可 能 与 期 待。

在中国城市的建设发展中，总有一些发展商不断

领演着一座城市变迁的步伐，为城市竖立起一个又一

个建筑标杆。

在上海，足有 130 万平方米的万源城，无疑就

是这样一座建筑标杆。这座航母级超大型综合性国际

社区，凭借其远见前瞻的大盘规划、集约高效的资源

共享与多姿多彩的生活形态，已成为阐释城市宜居生

活的最好典范。

其缔造者上海城开集团，堪称韬略远大。早在

13 年前，这一“最懂上海”的开拓者，便以战略性的

姿态强势入主沪上最具价值的黄金中环。13 年勤恳

精筑，一座大城蔚然已成，凝聚精华，筑就经典。而

在上海城开集团的营造之下，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也

跃然于人们面前。

而今，镌刻着国际生活标签的万源城，已经将超

前的规划理念、独特的区位资源、卓越的建筑品质等

一切与理想人居梦想有关的要素，融于社区之内的万

家灯火。在世人眼中，万源城不仅仅是社区建筑的实

物，更是上海城开集团对城市未来发展的思考。

“万源城是一个发展得愈发成熟的社区，”周颖

的话中充满深情：“在我心目中，是越来越好的产品。”  

作为城开的元老级员工，周颖参与了整个万源

城自地块动拆迁到第五代产品万源城·御璄的开发建

设。在她看来，砥砺十余年的万源城，“就像一个从

20 几岁的女孩蜕变成一个 30 来岁的成熟女性……又

像一杯红酒，随着时间的流逝，更香醇醉人”。

13 年前，城开集团独具慧眼，选定“黄金中环”

为其扩张的重要根据地。其后，凭借对本土文化、

土地价值内涵的深刻理解，万源城肩负起了营造生

活氛围、人居气质的使命。4 大项目，渐成气候。

与腾飞中的上海一起，始终以不断扩展的姿态示人。

13-YEAR-HARDWORKING
MAKES US A
NEW BENCHMARK

砥砺 13 载
沪西南国际品质标杆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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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万源城收官之作——万源城·御璄继

亿万级城市别墅“万源城·御溪”之后，再度惊艳沪上

楼市。

周颖介绍说，御璄目前在售的为 230-290 面积

段大平层产品。其以经典的 Artdeco 建筑风格及马

赛风格为主，辅干挂石材立面，营造出城央大宅的大

气与优雅。7.2 米挑高双大堂、3.6 米标准层层高，超

越一般豪宅标准，兑现了品质大宅的承诺；而在项目

内部，新古典主义的风格，又与全球一线精装产品共

同打造出令人心之向往的奢适生活。

作为万源城的收官之作，御璄享有了万源城积

淀 13 年的醇熟配套。在万源城内部，双语国际学校、

2.3 万平方米的社区商业中心、双社区会所、双幼稚

园等一应俱全。社区周边，南方商城、麦德龙、家乐福、

龙茗路美食街、锦江乐园、儿科医院等各类生活配套

与其和谐互补，令万源城业主的生活便利达到最佳状

态，国际化社区生活触手可及。

“（万源城）最初的理念是生活在城市、居住在

公园，成为国际社区。”显然，万源城已成功实现了

这一目标。

在谈到什么样的项目能够代表城市的前进时，

仅在万源城工作一年的 表示，开发商的超前性与前

瞻性必不可少：“在设计的时候，就要考虑到未来

五年内人们的生活习惯、变化等，不能按照当前的

习惯来。”

SUPER FORWARD THINKING
先行一步
万源城展现超强前瞻理念

万 源 城 : 倾 城 绽 放

ROYAL MANSION:
V IGOROUS BLOSSOM

实 景 图 万 源 城 · 御 璄 实 景 图

万 源 城 规 划 图

城 开 员 工   周 颖



正如周颖所言，“城开是做品

牌的开发商”。13 年的苦心经营，

已经让万源城成为所在区域的标杆。

“客户不叫这里是古美板块，而是万

源城板块。这就是对板块的贡献。”

超高的市场认可度，更是直接

提升了板块的整体价值。陈寒冬透露，

压轴作品首次开盘即已完成 8 亿销

售。而对于后期的销售，陈寒冬毫无

压力：“现在的市场给了客户信心。”

公开资料显示，自 2007 年起，

万源城一期产品万源城·逸郡的开盘

价即为 1.1 万元 / 平方米，二期产品

万源城·朗郡上市则快速飙升至 2.4

万元 / 平方米。如今，五期产品万源

城·御璄，其公开价已至 6 万元 / 平

方米。

按照周颖的说法，万源城蓬勃

发展的历史，正是上海楼市“黄金时

段”的真实写照。在这段时间内，万

源城同样表现出了不凡实力。

“我们的楼盘是一直超越周边

产品单价的。”据周颖与陈寒冬介绍，

连续五期产品甫一开盘，价格上就与

周边同一地段同类产品拉出距离，高

出约 5%-10%。同时，区域内房价也

随之提升。周颖指出，古美区域的房

价并不高，但万源城“跳开了区域内

的房价标准”，导致周边二手房的价

格急遽上升。

而另一方面，地处上海西南门

户位置的万源城生而优越：其地块距

徐家汇仅 8 公里，至沪闵高架最近

的匝道口 700 米，地铁 9 号线、12

号线分列项目南北，快速直达上海南

站与虹桥枢纽。便捷高效的交通，让

万源城与城市生活更为紧密。

HOUSING LEADER WITH UPGRADED
MARKET VALUE

KEEP A LOW PROF I LE FOR MODERATE MOVE

一方热土，永远离不开懂它的开发商。

作为万源城的缔造者，城开集团在沪发展多年，

始终以低调谨慎的态度示人。但集团营销中心的邱总

强调，发声少，不代表没有前进。

“（城开）个性内敛，本来就是靠品质说话的。”

邱总自信，“在上海地区根深蒂固”的城开集团，品

牌认可度远超一般同行。

更重要的是，“城开的优势，最明显的一点，运

营都是非常稳定的，去年集团毛利率是 38%。”邱总

强调，城开目前的规模不如“两万”这样的超大型房企，

“但并非规模相对较小就不行，小而稳健，小而美”。

邱总认为，看一个公司发展的好坏，要看公司的

领涨楼市
万源城促板块全面升级

低调内敛
城市核心运营商稳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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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寒冬以万源城·御璄为例：“2015 年，御璄首批交房。而事实上，这一产

品早在 2010 年就已经设计出来了。”超过五年的建设周期，却从另一个角度将

万源城的超前性与前瞻性表现得淋漓尽致。“5-10 年不会落后。”陈寒冬相当自信。

事实上，万源城一直以超前性与前瞻性的特质著称。早在第一代产品问世

之时，“车位多”就成了万源城的一大特色。13 年之后，当“停车难”成为整个

上海都颇为头疼的问题时，万源城的业主却享有“一户一位”的待遇。而万源城·御

璄更是达到“一户两位”，完全没有停车难的烦恼。

见微知著。车位问题，更多地反映出万源城对业主的关怀。陈寒冬认为，

每个开发公司的理念多有不同。与同行热衷加速去化的同时，城开对“做产品”

情有独钟，坚持从客户的角度出发，更好地服务客户。

“我们的产品……是一个终极选择，一步到位。很多客户买了之后，对这个

产品都认为是终极住宅，什么都比较齐备，什么都满意，”陈寒冬表示：“我们

更多的是考虑客户的居住体验，从客户的长期发展来考虑。” 经营情况，稳健程度、未来发展性。

城开的愿景是做“城市核心运营商”。而事实上，

作为上海最具代表性本土房企之一，城开在上海的资

源优势整日渐凸显。在万源城之外，城开集团手握包

括莘庄综合交通枢纽项目、滨江城开中心、闵行城开

中心等在内的多个大型城市综合体项目，已经担起了

作为城市核心区域运营商的重任。　

　

同时，城开还积极与各大优秀的企业合作。例如，

在莘庄综合交通枢纽项目中，上海城开与在商业地产

开发方面颇为自身的新鸿基集团合作开发。

而备受瞩目的徐汇滨江重点开发项目——滨江

城开中心，在今年 1 月已经正式签约。据悉项目将于

今年下半年破土动工，预计将会在 2017 年出地面。

项目将包含 4 栋超 5A 甲级写字楼、低密度独栋总部

办公集群、特色集中式购物中心、会议中心、文化主

题商业、公寓式酒店等丰富产品类型，将打造成一座

总体量约 50 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市综合体。

值得一提的是，看起来低调的城开集团，对于当

前开发商热衷的微博微信 APP 等宣传手法，“都是

第一波”。而邱总透露，可能会跨界战略联盟，“还

是蛮有意思的”。

城 开 员 工   陈 寒 冬

万 源 城 实 景 图

万 源 城 · 御 璄 实 景 图

万 源 城 · 协 和 国 际 双 语 学 校

万 源 城 · 御 璄 实 景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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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没有定式
梦想没有边际
梦想追求更 +

城开在发展中已前行了 19 年，以人为本、诚信

至善、融入市场、创造价值、合作共赢、回报社会是

我们秉持的企业宗旨；远见、气度、责任、协作是我

们的价值观念。我们立足城市，开发城市，运维城市，

服务城市，勾绘城市的梦想蓝图。

城市的梦想，包容无限可能，这便是“城市梦

想 +”，这也是我们在开发城市、运维城市过程中

的所想所为，无论是有型的产品，抑或无形的服务，

我们都希望让更多的人在使用、体验和互动中成就

自己或大或小的梦想，高至于峰岺，微至纤毫。

资本 +

丰厚的投资回报，高效的投资渠道，稳

健的收益水平，快速的资金流量，开展更“+”

的投资，是资本的梦想

创业 +

广阔的市场前景，独特的新颖理念，全

新的业务模式，天马行空的创意氛围，把握

更“+”的机会，是创业的梦想

企业 +

更好的发展空间，更高端的办公环境，更优秀

的职业体验，更广泛的通路资源，拥有更“+”的平台，

是企业的梦想

文化 +

先锐的文化发展方向，都市精神的不断追求，

跨界的理念交流，惊艳的视觉感受，撷取更“+”的

领悟，是文化的梦想

生活 +

前沿的生活态度，完美的消费体验，舒适的居

住品质，便捷的多维服务，优享更“+”的精彩，是

生活的梦想

让梦想多“+”一点，万一实现了呢？

滨 江 城 开 中 心 效 果 图 城 开 中 心 效 果 图

TO DTO W N 莘 庄 综 合
交 通 枢 纽 效 果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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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LIGHT: HAPPY AND PROFESSIONAL TENNIS 
TRAINING CAMP OF SIUD
亮点一：“快乐专业”的城开网球训练营

城开集团精心打造了“城开专属网球训练营”，针对不同的人群，开设了快乐

大本营、精英训练营以及亲子体验营。活动现场，气氛热烈。

现场的教练针对不同的人群教授不同的握拍方式。东方式握拍分正手和反手两种，

对于球高或低均可适用，这对于小朋友来说再适合不过了。对于网前截击，教练们也

进行了专业指导：要加强身体的协调能力，同时注重步伐、视线、挥拍的一致性。

网球作为一项优美而充满竞技性的体育运动，起源于英国，多年来有着“贵族运动”的称号。而今，这项运动在上海得到了快速发展与普及，

从专业选手的赛事比拼到逐渐壮大的业余爱好者群体，从国际赛事的举办到全民网球的发展，上海对于网球的热情正在持续高涨中。

随着立夏的悄然而至，5 月，这个属于网球的季节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沪上网球赛事——“上海城开”杯网球俱乐部团体春季公开赛 !

德比之后，
上海最激烈的赛事！

HONORS TO ASSOCIATIONS AND CLUBS
协会及俱乐部获荣誉锦旗

比赛开始前，为表彰各网球俱乐部为沪上网球发展所作出的努力

与贡献，来自城开集团的领导携手各主办单位负责人分别为同乐组、精

英组、大师组的参赛俱乐部授予了荣誉锦旗，为沪上网球运动的未来发

展增添了信心与鼓励。

EXTENSIVE INVOLVEMENT IN TENNIS
网球普及 引全民参与

此次春季网球公开赛共吸引来自全市各区、各高校、网球团体及

各行各业的 29 个俱乐部、47 支参赛队、近 300 位网球爱好者们的参与。

比赛当天虽然伴着淅沥小雨，但参赛团队的热情却未受到丝毫影

响，打出一场又一场精彩比赛。经过两天比拼，精英组、大师组、同乐

组三个组别分别角逐出冠亚季军。

除了精彩的赛事，本届“上海城开”杯网球春季公开赛也与时俱进，在保留了

原先优良办赛传统的基础上，在形式及内容上注入了创新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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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LIGHT: CHIC AND DISTINCTIVE
亮点二：“颜值”打造个性比赛

除了与往年一样的俱乐部团体网球公开赛，今年，城开将时尚与个性融入网球

运动，首次举办了“美麦一刻网球的彩色”俱乐部会长混双邀请赛，将五彩斑斓的

颜色和混双比赛相融合，演绎出一场“网球的色彩，梦想的色彩”时尚网球大赛。

荏苒十五年，“上海城开”杯网球公开赛在业余网球爱好者中打造了良好的口

碑与品牌影响力，为上海推开网球之门，塑造积极向上、富庶健康的城市名片做出

了重要贡献。

未来，城开集团支持沪上网球运动的脚步也将愈加坚定，让网球公益事业在城

开的努力下，获得更加蓬勃的发展。

INTENSE GAME, 
SECOND TO DERBY



KEEP MOVING
城开永不止步

然而，城开集团并不会止步于已取得的成绩，

2015 年的城开网球将会继续进步。在 2015 年《上海

城开网球大师 123 推广计划》中，城开集团与时俱进

将大师的新概念注入其中，将以寓教于乐国际化为理

念，从社会，高校和青少年三条线路，提高网球专项

教学水平，推动更多市民、大学生、青少年参与网球

运动，以期发现和培养有潜力的未来网球大师。

BENEFITS TO THE PUBLIC
惠大众，城开公益再升级

成立 19 年以来，城开集团一贯以负责任的企业

形象立足于社会，公益血液流淌于企业方方面面。城

开集团不仅在网球公益事业上持续投入和贡献，注重

提升城市人的运动与健康意识，在城市人居与生活方

面更是力求公益事业再升级。“三色公益”理念的提出、

城开微公益平台的开发以及系列性的城市公益活动，

都是城开集团为更好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促进社会

和谐进步而做出的不懈努力。HONORED MEMBER IN SHANGHAI 
TENNIS ASSOCIATION
上海市网球协会荣誉会员

在这欢庆和展望未来的庆典上，上海市网球协会对

18 年间为上海网球发展做出贡献的企业、品牌、组织、

媒体、学校与俱乐部进行了表彰，城开集团作为主办方，

有幸获得了“上海市网球协会荣誉会员”的称号。

POWER OF TECHNOLOGY IN SPORTS
科技改变运动的力量

颁奖典礼暨新闻发布会结束后，城开集团还为与会嘉

宾准备了丰富多彩的网球互动体验活动。在经典的木拍表

演赛中感受了复古网球最原始的魅力；在 HEAD 海德科技

体验活动中感受到科技改变运动的力量；在 PTR 青少年教

学互动中，看到了最专业的青少年教学课程。

STAY MODERATE, SHOW YOUR 
TALENTS
稳步伐 上海网球展风采

发布会伊始，伴着激扬的音乐，通过视频回顾的形

式，18 年来上海网球发展风雨征程中的一幕幕都在眼前

闪现。时光荏苒，上海网球在这十八年的发展中经历了巨

大的变化，网球早已成为了上海响亮于世界的城市名片。

RISING ICON IN 18 YEARS
18 年来，我们成为标杆

无论是职业赛事、专业网球、社会网球的发展都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8 年来，从越办越精彩的职业赛

事到上海专业网球队勇夺 2 金 2 银 2 铜的全国最佳战绩；

从 PTR 世界职业教练认证落户西庭到网球大师杂志落

户上海，上海网球正逐步成为上海体育文化事业的标杆。

4 月 19 日，在西庭网球俱乐部，1998-2015“上海喜欢网球的理由”颁奖典礼暨新闻发布会隆重举行。

一路见证并支持上海网球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齐聚一堂，回顾往昔峥嵘岁月，分享硕硕荣誉，憧憬美好未来。

INNOVATION FOR MORE PEAKS
再创新 城开网球攀高峰

14 年来，作为城市发展和企业社会价值实现的卓越

典范，城开集团倾情赞助了《上海网球 123 推广计划》

推动全民网球计划，不遗余力地在社会、高校和青少年

3 个层面普及推广网球运动，吸引了沪上几十万市民参与

到网球运动中，行程遍及全市 17 个区县、31 所高校、

104 个青少年俱乐部、30 所中小学。

ENJOY SPORTS AND EARN RESPECT
享受运动，赢得尊重

而城开赞助的各项赛事也早已成为沪上网球的品牌

赛事，在众多网球爱好者中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城开集

团一直本着“优享品质生活”的城市生活理念，以网球这

项时尚运动交流平台，让更多的人享受网球运动乐趣的

同时，也让城开赢得了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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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UD “LAUREUS”
城开“劳伦斯”盛典

BACK UP THE FLOURISHING GROWTH 
OF SHANGHAI TENNIS
十四年“城开公益”鼎力支持沪上网球蓬勃发展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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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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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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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ULTURE AND PRIVILEGE” SPRING FEAST OPENING
 “遇文化 御璄界”万源城 • 御璄春日感恩盛宴启幕

春和景明，花红柳绿，令人期待已久的“遇文化 御

璄界”万源城·御璄春日感恩回馈之“百家大讲坛”活动昨

日正式在御璄接待中心隆重开启！聆听知名经济学家

解读宏观大势、抽取德国游幸运好礼、欣赏至美春光

下的实景园林，挑战桌游赢大奖，精彩而高端的活动

内容吸引到诸多宾客积极参与，现场反响一片热烈。

伴随着御璄会所内动听的古筝演奏，受邀贵宾

陆续抵达万源城·御璄会所，并进行签到。

此次签到不同于以往，大家用手指沾取喜欢的

色彩，并在活动背景板上的树上印章，一个个“指纹”

变成了树上的花瓣，画龙点睛的效果可谓别出心裁，

同时寓意着春暖花开的美好意境。

活动开始，上海万源地产副总经理邱鸣先生致欢

迎词。谈及万源城·御璄时，他说道：从 2011 年 12 月

16 日御璄项目打下第一根桩基算起，至今已经整整 3

年零 4 个月了，这还不包括项目论证、规划设计的时

间。在过去的这段日子里，万源公司整个团队精益求精、

兢兢业业，为项目倾注了无数的心血。转眼，项目整体

已基本建成，首批房源也将在 6 月底正式交付，这标

志着御璄正式开始了由一个工程项目向一个高尚住宅

社区的转变。

SOMEWHERE, 
SOMEHOW…

DISCOVER ECONOMY MARKET AND CONTROL 
ITS LIFELINE
探索经济市场 掌握经济命脉

本次活动特邀请到重要嘉宾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常务理

事、秘书长张军先生，为大家带来一场专业的“百家大讲坛”，就《当前宏观经济的分

析与前瞻》这一话题，向现场嘉宾进行了细致而专业的解读。大家一边享用着精致可

口的茶歇，一边聆听专家独到的见解，并与到访贵宾共同探讨未来经济新方向，不少

人表示受益匪浅。

SPRING SURPRISES POUR OUT
拼人品拼好运 春日惊喜享不停

活动中最紧张而有趣的抽奖环节，将现场气氛带向了高潮。来自万源城·御璄的

诸多业主纷纷等待着好运的降临，每一次公布获奖结果，都让现场一阵沸腾。

最终 20 位赢得高端空气净化器与幸运德国游的业主们，也在大家的掌声中感受

了最欢乐的时刻。

ENJOY SPRING BEAUTY IN GARDENS
半日春光无限好 御璄游园正当时

一年之计在于春，美好的春景自然不能辜负。精致恢宏的欧式生态园林，在经

历了一番精心修葺与专业打理后，昨天迎来了它最尊贵的主人们，游园会也正式开始。

自然春光下的实景园林大气华美，远远望去满眼绿意令人心旷神怡。游园会上，业主

们情不自禁地用相机记载着这难得的盛景，并对园林表示了极大的赞赏。

游园赏景还不够，万源城·御璄还为大家准备了精彩的艺术表演。养生太极、静

心茶道、雅致古筝，眼中的风景变成了画，耳边的乐曲哼成了歌，艺术与美景的双重

邂逅，体现出万源城·御璄这一上海西南板块顶级大宅的艺术情怀。

不仅如此，万源城·御璄更“约上业主回家”，为大家安排了交付标准样板房的参观，

让未来的主人们提前一览这座平层大宅的傲人风范。

万 源 城 压 轴 钜 献 之 作“ 万 源 城· 御 璄”，自 始 建 之 初 便 不 忘 初 心，以 人 为 本。

233—297m2 阔绰平层空间、精选世界顶级精装品牌、徐汇南黄金板块、古美成熟繁

华商业配套……在这片最值得收藏的土地之上，万源城·御璄正用一次次实际行动履行

着“上海西南终极大宅”的诺言，让这一珍贵的居所承载起住者的不凡身份。

奢华优雅的会所，圈层生活近在眼前！韵味盎然的园林，镌刻美好流金时光！这

个春天，总有一个景色让你驻足。春天那么短，一定要看看；御璄那么美，来了不想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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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身体素质是人一生适应各种挑战的

精神支柱，也是人们保持一生健康生活的源动力。

但随着 21 世纪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的节

奏愈发加快，繁重的工作与学习压力、不科学的

作息与饮食、以及对自我健康保护意识的缺失，

导致当下人们的身体逐渐进入到“亚健康状态”，

失去了生活最重要的资本。

如今，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菁英圈层，人

们对于健康的关注远胜从前。他们开始管理身体

各项指标的正常值，进行有计划的饮食，制定高

效的睡眠时间，学会各类食补养生之道，集结家

人与朋友加入健身行列，或选择境外医疗进行疾

病的预防或诊治。由此不难看出，健康的生活方式，

成为了当下人们迫切需要面对的问题。

一年之季在于春，春日万象更新，阳气生发，

是一年之中最好的时节。然而同时，春季也是各

种疾病更易复发的季节，中医称之为“百草回芽，

百病发作”的时节。因此，春季的养生尤为重要，

养好了便能为一整年的健康打下基础。

针对春季养生这一不容忽视的健康话题，万

源城·御璄特为大家带来了一场专业的春季养生

讲座——万源城·御璄“遇文化御璄界”春日感恩回

馈第二场——《春季养生堂》活动。本次活动特

邀请到上海市著名中医风湿病专家，风湿免疫科

主任、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名医工作室

主任、上海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茅建春教

授来到现场，针对春季养生方面的各类问题，向

在场嘉宾进行了细致的讲解与分享。

下午一点，受邀嘉宾陆续抵达万源城·御璄

接待中心，并进行签到。活动中，茅建春教授分

别从衣、食、住、行四个方面为现场嘉宾分享了

关于养生的各类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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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我们共同的祝愿

HEALTH — OUR SHARED WISH

SPRING HEALTH 
LECTURE WRAPPED UP 

WITH SUCCESS
中医名家造访万源 
“遇文化 御璄界”

《春季养生堂》圆满落幕



DRESSING — KEEP 
MODERATE WARMTH

衣——春捂有度 注意保暖

俗话说“春天孩子儿脸，一天变三变”。结

束了寒冬，春日气温刚刚转暖，建议不要过早

脱掉棉衣，而要使身体产热散热的调节与冬

季的环境温度处于相对的平衡状态。如过早

脱掉棉衣，一旦气温降低，会给人的神经系统、

体温调节中枢来个突然袭击，使其措手不及，

难于适应，使身体抵抗力下降。

衣

OUTING — GET UP EARLY
行——闻鸡起舞 与日同辉

春季，人们要适当早睡早起，顺应自然

界阳气升发的特点，进行运动锻炼。宜选择空

气清新的场地，如树林、江河、湖边，跑步、

打拳、做操、散步、打球、放风筝、登山等；

春季也适宜多晒太阳，每天接受充足的阳光浴，

就可以获得人体 90% 维生素 D 的需求量，从

而强健骨骼。同时春光还能杀死皮肤细菌、护

肝、振奋精神。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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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ING — MORE SWEET 
AND LESS SOUR FOR 

HEALTHY SPLEEN AND LIVER
食——省酸增甘 以养脾气

春季在饮食方面，要多甘少酸，适当吃

些能帮助阳气升发，养肝护脾的食物。如谷类

中的糯米、黑米、高粱，肉鱼类；再如牛肉、

鲈鱼、鲫鱼，可做成汤、粥、茶等美食，既可

健脾补肝，又能享受美味。

食

LIVING — KEEP A FRESH 
AND BREATHING FREE 

ENVIRONMENT
住——通风透气 环境清新

春季气温回升 , 潮湿的空气让室内成为

细菌繁殖的温床。乍暖还寒的天气易导致人

体免疫力下降，感冒、呼吸道感染等疾病威

胁身体健康。故春季要注意保持室内通风换气。

磁材，适当的养植一些花草，可以吸收滞留在

空气中的大量的尘粒和有害气体，净化空气，

使人神清气爽，心情舒畅，对健康十分有益。

住



ADDFGA HRG
健康是当季最 in 的生活方式

一兆韦德运动馆

请人吃饭，不如请人流汗，不论是改善心情，亦

或是调节睡眠，抵抗疾病还是提高记忆力等等，健身带

来的好处让我们对这项事业上瘾，叫上你的伙伴们一

起来运动吧！

一兆韦德运动馆占地近 2000 平方米，含器械区、

有氧区、瑜伽、舞蹈、设备齐全、功能先进，将让每位

客人充分感受运动带来的激情与快乐。

古龙路 526 号（万源乐斯生活馆）

T：021-34638366

MOB 迈博健身

MOB 迈博（中国）是澳大利亚 MOB 健身集团旗

下品牌。MOB 万源店位于无限 e 家，共占有 3 层，内

有温水泳池、高温瑜伽房、器械和配套齐全。同时还提

供了专业的课程，可以强健体魄、舒展身心。

顾戴路 638 号 1-3 楼

T：021-61993723

ADDFGA HRG
它更懂你需要的温度

万源城温泉会馆

周末约上三五好友，去泡温泉，是相当不错的放

松方式。万源城温泉会馆，干净、宽敞，室内设计也蛮

精致。躺在大缸里面，温润的泉水激活身体每一个轻松

的因子，还生活一种舒适态度，泡好澡，再点碗大排面，

日子真是滋润。

古龙路 530 弄 40 号（近万源路）

T：021-62966888

对菁英圈层而言，作为社会的

财富人群，生活本是“日理万机”。一

系列商务洽谈、社交应酬、以及各国

各地的辗转等，让他们疏于对健康的

照顾，一系列身体问题随之产生。在

半年前一份有关中国富豪健康状况的

专业报告中，专家明确指出，中国富豪

的健康水平明显低于社会平均水平。

在上海西南这片珍贵版图之上，万

源城找到了最适应现代人的健康生活方

式。设施齐全的专业健身机构、舒适高端

的理疗养生场所，一流的儿童医疗中心，

在万源城这片国际社区中形成无可匹敌的

“黄金健康生活圈”，出门即达的便捷式享受，

为居住在此的人们的健康时刻保驾护航。

对于健康生活的追求，万源城从未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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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而精彩的养生讲座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分享结束后大家一边品尝精致可口的茶歇，一边向茅

建春教授请教有关各类养生问题，现场气氛热烈。而作

为当今上海西南板块菁英阶层集结的百万方大盘万源

城，开发团队对于住区内业主健康生活的投资与建设，

可以说做足准备。不断扩充与升级的健康生活场所，让

居住在这片区域内的人成为了健康之路上的人生赢家。

在万源团队最新发布的“万源生活读本”中，制作团队细

细的描绘了这块生活版图中最珍贵的健康生活方式，

一同来看看：

ADDFGA HRG
用舒适与安心，让美丽相随

克丽缇娜

其产品深谙东方女性的肤质特点，使用纯植物天

然成分研制而成的精纯、温和产品，结合独树一帜的“医

学为本、美容为用”的多元化专业护肤理念，产品以其

亲肤、护肤、活肤的显著功效成为护肤品中的佼佼者。

古龙路 546 号（近万源路）

T：021-63200768

ADDFGA HRG
用一流与专业，与健康为邻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医院简介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创建于 1952 年，系卫生

部部署三级甲等医院，是集医、教、研为一体的综合性

儿童专科医院，是全国儿科学重点学科、国家“211 工程”

和“985”工程建设单位。在中国最佳医院专科排行榜中，

综合排名居全国儿童医院榜首，多次被评为上海市文

明单位。

专科设置

医院专业设置齐全，共设 45 个临床医技科室，新

生儿、重症医学科、小儿消化科、中医儿科、新生儿

疾病重点实验室、小儿外科、临床护理被确定为国家

临床重点专科。新生儿、外科、心血管、传染病等专

业曾先后被列为卫生部临床学科重点专业。

万源城 399 号（近顾戴路）

T：021-64931990

华氏大药房

上海华氏大药房，是一家跨省市药品零售连锁企

业。华氏大药房拥有一支不断发展的员工与专业人员

队伍，药学专业技术人员 1000 多名，其中执业药师

195 名，在本市医药零售企业中独占鳌头。

古龙路 526 号（万源乐斯生活馆内中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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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NGSHUI MASTER 
XU RUNKANG UNVEILS 
HOUSING FENGSHUI 
MYSTERY
首席风水大师徐润康
揭秘家居风水奥秘

宅者人之本也，人以宅为家，居安，则家代昌盛。

五一小长假第二天，令人期待已久的万源城·御璄“遇

文化 御璄界”之春日感恩活动第三场——《家居风水》

讲座，终于正式在御璄接待中心开启！

本次活动特邀请到现任香港汇丰银行（上海）

有限公司首席风水大师徐润康先生来到现场，以中

国传统文化易经风水入手，并结合星相历法、天文

地理、阴阳五行等要素，为在场嘉宾呈现了一场关

于易经智慧的知识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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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一点不到，受邀嘉宾陆续抵达御璄接待

中心。在接待人员周到而细致的服务之下，大家陆

续就座，品尝着精致美食，准备同家人一起聆听一

场别开生面的家居风水讲座。

活动一开始，徐润康先生便瞬间将现场气氛调

动了起来，围绕中国传统文化易经风水，深入浅出，

举例分析，深奥的风水原理变得轻松易懂，现场观

众听得津津有味。细心的朋友不难发现，徐润康大

师此次演讲是有备而来，准备了专业而详尽的风水

讲解资料，与大家一起分享探讨。

 

讲座中，大师为嘉宾先后介绍了室外风水知识，

室内家具风水布局，并通过资料中收集的诸多经典

案例进行了细致而通俗的讲解。精彩的讲座吸引到

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一些看房客户也纷纷加入到听

众行列，足以看出大家对家居风水的重视。

实不宜使用。圆形在风水中属动，方形属静，睡觉需

要静下来，所以最好选择传统的长方形的床。而且睡

圆床没有方向感，会影响睡眠质量。另外木床与人的

身体最有亲和感，所以比水床、铁床好。

  书房

对于经常在家中工作和学习的人来说不得，书

房是非常重要的空间。很多人都深有感触的是，在某

些位置读书写作，头脑特别灵活，有的位置则感觉如

坐针毡，这就是书桌摆放得当的作用。正确的摆放书

桌，可以使人达到智慧提高、思路敏捷这效。

  厨房

厨房是做饭的地方，关乎生存，饭从口入，所以

这里的布局与居室主人的身体息息相关。厨房最需要

注意的地方是灶台，灶台不要正对着厨房的门，门有

空气流通，灰尘等物落在灶台上不利卫生，对主人的

身体不好。灶台不能离洗菜的水池太近，半米以上的

距离为好。因为灶台属火，水池属水，离得太近容易

产生燥气，引起家人情绪波动，家中容易出现口舌之争。

  洗手间

洗手间是居室中最容易产生污气的地方，所以要

保持清洁。洗手间不宜摆放鱼缸，植物。从安全的角度

来说，洗手间地面湿滑，容易发生危险。从风水的角度

来说，但凡有生命的物体都会引动洗手间的浊气。如果

是满足视觉上的需求，那么可以选择一些山水画的花砖

作为装饰。

  阳台

在风水中，阳台被看作是居室的“鼻子”，在功能

上会起到采光、通风的作用，就如同你的鼻子需要呼

吸新鲜空气。如果你的家没有阳台，大的落地窗也不

错，也算居室有了“鼻子”。

家居风水
人因宅而立，宅因人而存，人宅相扶，感应天地。

一处拥有好风水的居所，不仅令主人住的舒适，更能让

家庭财源茂盛，人丁兴旺，家道兴隆。

家居风水是风水研究的一部分，它的研究对象是

人与环境，而家居风水的研究正是使其二者相融、相宜、

相合。它可以对家居的外部环境和室内环境进行细致

分析、观形察势；以人为核心，结合时间和地运综合全

面的评测后得出结果，并根据出现的问题设计出相应

的解决方案。

  玄关

玄关是居室一进门的地方，在风水中它是房子的“咽

喉”，其重要性可想而知。玄关要保持干净整洁，如果

堆积了各种杂物垃圾的话，从健康的角度来说，不利空

气的流通，造成空气浑浊，从风水的角度来说，则会导

致气运不畅，给宅主带来口舌是非。门外也不宜堆放杂

物，容易导致气流不畅，使住宅的气场不佳。

  客厅

客厅是用来会客、聊天或休息的场所，因此在住

宅风水中，它会涉及到你的事业、财务与人际关系。每

个居室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财位，在你的客厅里，找到

财位很容易。站在你的八户门，面对你的客厅，斜对角

的那个角落就是了。财位不能堆放杂物或摆放家具。但

可以“坐”，放一个沙发，经常有人坐这里，对你的财运

有好处。或者财位可以放一盆植物，要保证它长势良好，

如果叶子桔黄，要尽快拿走。财位也可以放鱼缸、貔貅

等招财吉祥物，对主人的财运和事业都有好彩头。

  卧室

卧室床是卧室的核心，关乎夫妻感情、运势、健

康等多个方面。现在很多年轻人认为圆床很时尚，其

在重点讲解部分，为了更好的向大家讲解

风水奥妙，大师更是以身示教，在白板上进行图

形的绘制，方便大家更好的理解与学习。在说到

房型风水部分，大师坦言，方正的房子都比较好，

比如万源城·御璄的房型设计比较方正。精彩而

专业的讲解，让不少嘉宾纷纷拿出手机进行拍

摄，以便学以致用，对自己的未来居所进行新的

调整。

为充分满足现场嘉宾对家居风水的好奇，活

动还特地安排了互动环节，不少嘉宾同大师进行

一对一的问答，现场气氛热烈。两个半小时的“中

国传统文化易经风水堪舆讲座”，最终在一片热烈

的掌声中完美结束。大家均感慨，这次讲座受益

匪浅，对今后投资、买房、装修都有很好的参考

作用。

风
水

徐润康 先生

从事风水研究十年以上，现受聘为香

港汇丰银行（上海）有限公司首席风

水师；师从香港著名风水师李居明、

形家风水创始人陈义霖、台湾著名姓

名学家陈安茂、郑宇寰等风水名家。

对家居布置风水有深入的学习和研究，

善于将深奥的易经风水轻松诙谐的拆

分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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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PAINTING & CALLIGRAPHY 
INVESTMENT AND APPRECIATION 
WRAPPED UP 
中国书画投资与鉴赏活动圆满举办

在这个高通胀的时代，任何能增值保值的品种都成为了

投资青睐的对象。这其中，书画作品可谓是一马当先，成为如

今众多爱好者收藏与投资的首选。然而，收藏名家字画也有着

绝对的奥秘与窍门，对于初次踏入此行业的人来说，收藏的意

义究竟何在呢？又该如何选购，投资字画，并判断其收藏价值

呢？

近日，万源城 • 御璄“遇文化  御璄界”百家讲坛之《中国

书画投资与鉴赏》活动，在御璄接待中心 2 楼宴会厅正式展开！

本次活动特邀请到上海市美术家协会理事、上海市书法家协

会理事、华东师范大学美术系特聘硕士研究生导师、独立策

展人、多家艺术品投资机构艺术总监黄胜先生来到现场，就

当今书画收藏、鉴赏与投资等相关问题，同现场嘉宾进行了

一番深刻交流，呈现了一场独具意境的书画艺术盛宴！

活动中，黄老师首先就目前中国风生水起的艺术品投资

市场同现场嘉宾进行了一番深刻探讨。他谈到，随着近年书画

投资市场热度的不断飙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入到书画收

藏与投资领域，都想在这个市场里分一杯羹。而好的书画作品，

不仅能够带来人们感官的愉悦，其投资潜力也非常巨大。譬如

在 2014 年的春拍会上，中国职业艺术家曾梵志的一副佳作《最

后的晚餐》，便拍出 1.8 亿港元，刷新了亚洲当代艺术品纪录，

这也足以证明艺术投资领域的巨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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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源城·御璄“遇文化 御璄界”系列活动持续展开，拿起

手机扫一扫万源城二维码，更多精彩活动，敬请关注！

同时，他强调，书画绝不是普通的投资对象，它需要我们慧眼识珠，寻找到好的作品，

并且能够抓住机会进行收藏与投资。如今市面上的书画难免存在一些赝品，所以在投资时也

必须规避风险，尤其是名家之作更要慎重。细致的讲解，让现场嘉宾听的津津乐道，作为同

样对书画艺术有着浓厚兴趣的投资与收藏者，这样的讲座无疑对大家非常重要，对于今后的

艺术投资都将起到非常大的帮助。

为了让大家更深层次的感受书画艺术的博大精深，黄老师特准备了多幅自己精心收藏

的字画，供大家近距离欣赏。其中汇集了笔锋细腻的写意画、气韵生动的版画、大气隽永

的国画、以及笔默酣畅的书法，幅幅笔精墨妙，可谓是艺术界不可多得的经典佳作。

在欣赏的过程中，黄老师更是为嘉宾们细心讲解着每一幅画的来历以及作品鉴赏与收

藏的诀窍，对于本次在万源城·御璄能够有幸瞻仰到大师级画作的机会，大家都感叹非常难得，

不少爱好者纷纷拿出手机拍摄留恋，现场反响热烈！

在即将结束的讲座中，黄老师更是对大家提供了有关书画投资与收藏的珍贵建议：

首先，我们要选择一个门类，或者某个时期，某种题材，某个画派，甚至某个画家的作品，

集中精力弄懂弄通某个类型或某个画家作品的行情，掌握其艺术特征，做到心中有底有数，

这样才会稳操胜券；

其次，需要注意收集各种有关资料进行系统的了解和研究，例如书画报刊、艺术投资文

章书籍、拍卖图录和拍卖成交价格表，只有广泛地收集信息，分析信息，才能保证投资的收益；

最后要把握好出让时机出让艺术品，这是艺术品投资的后续劲作，只有出售，才能更好

的把握艺术投资。

近 3 个小时的《中国书画投资与鉴赏》讲座，让大家受益匪浅，更有人表示，通过本次

万源城·御璄举办的活动，对自身今后的书画投资有了更大的信心。最终，活动在一片热烈的

掌声中落下帷幕。



沉香
自古，沉香被列为众香之首，古时常说的“沉、檀、龙、麝”中的“沉”，

指的便是是沉香。沉香，由一类特殊的香树“结”出，并混合了油脂成分和

木质成分的固态凝聚物。古时，它被认为是唯一能通“三界”之灵气树，被

认为能辟邪，造福，开运，旺气增寿，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品赏，

把玩之佳物。如今，随着沉香文化的复兴，大批的艺术品投资者正向沉香

市场挺进，使得沉香身价连番上涨，成为人们眼中的香饽饽。

5 月 16 日，万源城 • 御璄“遇文化御璄界”春季感恩之《沉香

收藏投资与养生》讲座，在御璄接待中心隆重开展！本次活动特邀

请到莲池海会香道馆特级讲师、国学智慧传承与实践者、真实自然

生活的倡导者、传统中医与心理学的睿智结合者钱秋瑾女士来到现

场，为在场嘉宾传授沉香养生常识、沉香香道文化，并在现场为大

家展示了典雅的香篆表演，将大家带入了清幽典雅的香道境界。  

在香气弥漫的活动现场，钱秋瑾女士首先就沉香的历史、文化、

生成方式、分类、以及沉香与人的关系，向大家盛情的进行了细致

讲解。她谈到，香，陪伴中华民族走过了几千年的兴衰风雨，它邀

天集灵，祀先供圣，是敬天畏人的体现，礼的表述；也是颐养性情，

启迪才思的妙物；更是祛疫辟秽，养生安神的良药。历代帝王将相、

文人墨客、平民百姓、佛道人士都对香推崇有加，无不以香为伴。

关于沉香的形成，钱老师说到，沉香是一种混合了树胶、树脂、

挥发油、木材等多种成分的固体凝聚物，体积不同，形状各异；而

天然沉香极为稀少、珍贵，属香道文化中香之上品，价值客观。在

讲解的过程中，钱老师也不忘与台下嘉宾互动，现场气氛热烈。

对于如今人们关注的香道，钱老师表示，香道就是通过眼观、

手触、鼻嗅等品香形式对名贵香料进行全身心的鉴赏和感悟。古人

焚香是为了享受高雅，也是宫廷贵族们显示身份的象征。而在现代

喧闹的都市生活中也需要这种动中求静的意境。在客厅里摆上一个

香炉，焚上一柱香，闭目养神，静静地感悟香气中带来的奇妙感受。

为了让大家更好的了解香道，钱老师特亲自展示了典雅的香

篆表演，娴熟的手法，配合生动的讲解，很快，一朵莲花模样的沉

香便制作完成。过程中，钱老师更不惜为大家分享把玩沉香的心得：

一炉香，一缕烟，既可修身，又能养性；摄入鼻内的香气，或馥郁、

或清新、或雅致、或醇厚；香气如烟，烟形如画，丰富美丽，回

旋飘忽，如音乐、如舞蹈，回味绵长 ...... 精彩的解读，受到大家

的一致称赞。

这边品香，那边鉴赏。现场，钱老师还为大家展示了丰富的

香道用具，供大家了解与欣赏，不少嘉宾表示，通过本次讲座，对

于沉香有了更深的了解，自己也希望能够学以致用，加入到至善

至美的沉香生活中。美好的午后，大家也在一片舒心的氛围中，

结束了昨日的讲座。

万源城·御璄，始终以高贵、典雅的方式，求得更多文化上、

精神上以及资源上的交流和对接，并为大家呈现出一场又一场精彩

而难忘的活动。

香“

香”

约
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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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IN MANSION, SCENT OF AGAR 
万源大宅结缘沉香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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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NEW FINANCIAL MANAGEMENT
2015 年理财新模式

10 年白送一套房：上海中心 • 城开国际度假理财精装公寓年固定回报 9%，8 年

稳赚 72% 收益；

国企集团保驾护航：上海中心 • 城开国际的开发商为上海城开集团，由上实控股

和上海徐汇区国资委共同投资，真正国企为您的收益保驾护航；

统一品牌运营、管理：上海中心 • 城开国际聘请了五星级专业团队“上海迪利特太

平洋酒店管理公司”对酒店式公寓进行统一管理，统一运营 , 为您的物业保值增值；

产品精益求精：上海中心 • 城开国际精耕细作多年，对产品品质严格要求，务求精

益求精，铸造高品质 60-120m2 度假理财精装公寓；

独创理财新模式：上海城开集团独创理财新模式，存 50 万起，8 年稳赚 72 万。

零月供、零利息、零风险，一切省心。

财富专线：0510-8555 1185

地址：无锡市滨湖区太湖大道 1886 号（太湖大道与隐秀路交汇处）

但见城门开 • 故以言中心

2015 年 4 月 19 日，无锡上海中心 • 城开国际举

办了无锡产业交流群聚会暨上海城开项目推介会。活动现

场不仅让客户了解到项目本身，并且从中还能了解到投资理

财之道，现场人气火爆，得到了一致好评。

下午 13:30 分活动准时开始，首先由项目销售总监陈古钱介绍

了项目的概况以及本项目投资发展的潜力。值得骄傲地告诉大家本项目

60~120m2 度假理财精装公寓，自认筹以来，不足 1 个月累计认筹金额逼迫

2 亿！受到了广大锡城客户的青睐！

接下来由上海城开（集团）无锡置业有限公司的范总详细介绍了上海城开集团及

无锡上海中心 • 城开国际 8 年售后返租模式、担保模式、未来酒店式公寓的运营管理模式。

让现场的到访客户进一步了解项目及品牌的实力，不管是对于我们的产品而言，还是对于上

海城开品牌而言，客户都能感到由衷的信赖。

现场到访的无锡产业交流群及中国企业总裁群客户纷纷对产品及全新的理财模式表示出了浓厚兴

趣，并在置业顾问的陪同下参观了位于 35 层的样板房，一睹蠡湖美景。

无锡上海中心·城开国际位于无锡市滨湖区蠡湖板块正中心，蠡园经济技术开发区太湖大道与隐秀路路口。

无锡上海中心 • 城开国际度假理财精装公寓，作为 2015 年全新的投资理财产品，一经面世既受到了广大关注。

2015 年理财新模式 蠡湖湾核心财富地标

60~120m2 度假理财精装公寓

存 50 万起 8 年稳赚 72 万

精品惜售！席位有限！抢到即赚到！

064 U C ITY U C ITY 065 

MEET A WHOLE NEW WORLD

NEW FINANCIAL MANAGEMENT SHARED 
IN SIUD CENTER

无锡上海中心 • 城开中心分享理财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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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I V E R S I D E  C I T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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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E SIBERIAN STREAM

从蒙古国穿越西伯利亚最终延伸至北冰洋，延绵 300 英里的叶尼塞河，是俄罗斯

水量最大的河流，世界上的大河之一。叶尼塞河起源于蒙古国，朝北流向喀拉海，其流

域范围包含了西伯利亚中部大部分地区。若以色楞格河－安加拉河为源头计算，全长

5539 千米，是世界第五长河。

Siberia

R IVERS IDE C ITY

展开世界地图，叶尼塞河如同虬结的

血脉贯穿俄罗斯的南北，这条河旁哺育了

西伯利亚第三大城市：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滋润了清澈的贝加尔湖；激荡着萨彦 - 舒

申斯克水坝，在 85° E-90° E 间蜿蜒曲折。

除了为俄罗斯重工业的发展作出了

巨大贡献外，还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以及

众多沿岸居民提供电力、运输、食物。近

百万的人口在这里享受着叶尼塞河带来的

恩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享受着四季更

迭岁月轮转。

俄罗斯面值为十卢布纸币的背面便是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Krasnoyarsk），克城

虽然不大，却十分精致，城市随处可见的

喷泉都显示着这个北方城市的温情。正午

十二点，克城会迎来传统的“午炮报时”，

通过发射一颗空炮弹，向整座城市报时。

克城保留了许多历史性建筑，从求悯

大教堂（Покровскийсобор）中能看到

沙皇时代的锋华。漫步于城市中，俄式风

邻水城邦

格建筑随处可见，苏里科夫故居、列宁故居、战

争胜利纪念馆等建筑荣誉加身。此外被城市包围

的旧俄时代村落，仍保持着古典俄式风格，让人

仿佛感到回到了旧农奴时代。

在克城如果看到有人结婚时喊“горька”，

听到呼喊的新人通常会以拥吻回应。因为在俄语

中“горька”意味“苦”，意味着婚姻不苦而且

很甜蜜。而此时这些“战斗的民族”时常用伏尔

加和美食来款待你，事实上叶尼塞河旁的国民并

非如同天气般忧郁寒冷。

Енисей西伯利亚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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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I B E R I A N  R I V E R E N D  O F  Y E N I S E I

李健在《贝加尔湖畔》中唱到“多想某一天，往

日又重现，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湖畔”，但凡去

过贝加尔湖的人，总会刷新“湖水清澈”的概念。梭

罗在《瓦尔登湖》中描述的精致似乎在一瞬间在贝加

尔湖上灵魂附体，契科夫更是对贝加尔湖不吝赞美之

词。

作为叶尼塞河最远的延伸，贝加尔湖是全世界

最深、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有“西伯利亚明珠”之

夏季的叶尼塞河成为戏水者的天堂；秋季湖水倒

映着岸旁的针叶林，于岸边垂钓是个不错的选择；冬

季当雾霭腾升河面将冻未冻时，叶尼塞河进入梦境般

美丽。随着冬季的肆虐，大地转白河面开始结冰时，

冬泳者脱掉衣服在河中畅游。或者来到河面凿开冰面

放线垂钓，抑或借着寒风使用 Kite board 在河上急

速滑冰。

作为俄罗斯水量最大的河流，叶尼塞河上也矗立

着宏伟的水电站，其中以萨彦 - 舒申斯克水电站最为

著名。

萨彦 - 舒申斯克水电站建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叶

尼塞河上游，是俄罗斯和亚洲 20 世纪已建最大水电

站。俄罗斯的萨彦 - 舒申斯克大坝是一座重力拱坝，

高 242 米，能够经受住里氏 8 级地震的考验。满负荷

运转时，这座大坝的发电量超过俄罗斯水电总发电量

的四分之一。

萨彦 - 舒申斯克水电站另外引人注目的原因是

2009 年发生的事故。在维修过程中变压器发生爆炸，

水电站墙体损毁机房进水，造成 75 人死亡、13 人受伤。

被当作反面教材的萨彦 - 舒申斯克水电站经过一系列

的安全举措，如今已成为叶尼塞河上的最坚固的栅栏。

泄洪时的萨彦 - 舒申斯克水电站，万顷河水随天

而降，激荡起的轰鸣声与水雾在坝旁久久不散。平日

的叶尼塞河温婉可人，而在萨彦 - 舒申斯克水电站旁，

你会找到更爱它的理由。

Сибирь
西伯利亚的河
S IBER IAN R IVER

群山环抱、湖水清澈、森林苍翠，湖山交相辉映使得

贝加尔湖景随时变。一个转角、一个心情转瞬间眼前

的湖水就换了颜色，夏季的温婉冬季的冰寒，贝加尔

湖永远不缺乏美的馈赠。

贝加尔湖地区阳光充沛、雨量稀少、冬暖夏凉，

有矿泉 300 多处，是俄罗斯东部地区重要的疗养中心

和旅游胜地。每年的 1 月至 5 月是贝加尔湖的冰封期，

湖面冰层最厚超过 1 米，此时温度的变化导致湖水不

断压缩与膨胀，会形成冰面裂缝。当阳光刺破冬日的

阴霾洒在贝加尔湖上，寒霜冰凌凝结在她周身散发出

赞美诗般光晕，而冰面裂缝犬牙般将光线困在冰面中

幻化出连大脑也无法处理的色彩。

贝 加 尔 湖 拥 有 着

唯一一条向外流通的河

流 —— 安 加 拉 河，这 条

河同样是叶尼塞河水量

最大、流域面积最广的支

流。从贝加尔湖到北冰洋，

她静静流淌在寒流的故

乡，却温暖了一个民族。

关于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地区的小知识

1. 全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1.2 人。

2. 该区伊梅亚诺夫斯基（Emelyanovsky）中

23 个村庄，所有村民都是男性。

3. 该区女性总人口超过男性 19.3 万人。

4. 该区自北往南依次为北极荒漠、苔原、森林

苔原及森林带。

5. 该区森林覆盖率为 69%，其中超过 50% 为

落叶松。

END OF YENISE I
叶尼塞河的尽头

称。这个如同新月般的明眸透明度深达 40.5 米，即便

到现在也没有仪器能探测到贝加尔湖湖底，测得最深

处依旧保持在 1637 米。它蕴藏着地球全部淡水量的

20%，相当于北美洲五大湖水量的总和。假如贝加尔

湖完全干涸，即使全世界的河流无一例外地注入贝加

尔湖，也需要 300 多天才能把它填满。

在宋朝，贝加尔湖被称作“北海”，同样是苏武

牧羊之地。倘若问及这片明眸哪里最美，却是一个难题。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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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 N I N G  I N  S E A S O N

孔子曰：“不时，不食”，意思是说，不是这个

季节的食物就不要吃。食物除了“味”之外，还要讲

究“气”。只有在当季生长、成熟的食物，才能得到

天地的精气，对身体有益。我们的身体自农业时代以来，

也早已适应了这样的“时”和“气”。春生、夏长、秋收、

冬藏，寒热消长，在什么样的时节，就应吃什么样的

蔬果，顺“时”而为。

春季需要养阳气，应多吃时令菜，如豆苗、蒜苗、

豆芽、韭菜、竹笋等。草莓、樱桃、青梅、杏，也是这

个季节的时令水果。还可吃一些甜味的食物，以健脾

胃之气，比如大枣，可以滋养血脉。山药也是春季饮

食佳品，有健脾益气的作用。

吃
出
春
天

味
道

de

减脂健康的春季美食

KITCHEN DO RE ME
——DIET AND HEALTHY SPR ING MEALS

冬去春来，万物复苏。告别了“养膘”的秋冬时节，

天气渐渐回暖，在这四季之始的季节，也是一年中瘦身

减重的最好时节。抛弃冬季时“进补”的大鱼大肉，改

吃一些清爽美味的食物，既能滋养身心，又能起到健康

减脂的效果。

厨房哆来咪

春季万物生发，饮食应以养肝为首，多吃些

温补性和生发性的食物，少吃性寒之物。酸味食

物也有利于肝的滋养，如菠萝、酸枣、橙子、猕

猴桃等。中医认为，五色“青、赤、黄、白、黑”

与人体的“肝、心、脾、肺、肾”相应，所以春季

要常吃青菜以滋养肝，顺应春时，舒畅生发之气。

春回大地，摆脱了冬季的寒冷，人体的各组

织器官功能也开始渐渐活跃，需要大量的维生素

和矿物质补充给身体。所以，春季减肥需要合理

地调整饮食，摄取足够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多吃

蔬菜，多补充优质蛋白质，以增强抵抗力。

春季饮食，当合时宜

你是否曾经为了减肥，而吃够了那些单调又

乏味的低脂菜肴呢？在这个春色荡漾的季节里，

不妨改变一下思路，其实低热量的食物同样能做

得好吃又美味！

菠萝是春季当季的水果，并有减肥、清肠、

美容的神奇作用。它几乎包含了人体所需的所有

DIN ING  IN  SEASON

DIET  HYDRA -MEAL S  T O  KEEP  
T OX IN  AWAY

当季减脂餐，排毒水润

撰文 / Ivy   摄影 / zezo   设计 / H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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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A T I N G  V I N E G A R  A N D  K I L L I N G  F A T T I P S  F O R  S P R I N G  H E A L T H

醋，是人类在酿酒过程中意外获得的收获，是

大自然赋予的珍贵礼物。醋中富含的氨基酸，可以

促进体内脂肪的分解和糖类的新陈代谢。因此，不

论是在菜肴中加入几滴烹调醋，还是直接饮用果醋，

都有利于消脂减肥。

和中国一样，西方也有着几十种品类繁多的烹

调醋。比如白葡萄酒醋，是西餐中最基本的酸味调料，

适合与各种作料调配出不同风味的调味酱，如白酒

醋香草酱、油醋酱等。而意大利香醋，就是我们常

见的巴萨米克醋，将它加入菜品或淋入已做好的酱

汁中，会令菜肴的香味更加四溢。而红葡萄酒醋，在

拌生菜沙拉、给凉面调味、制作烩饭时，都能为菜

品增色不少。

醋的热量低，还能增加食物的风味，绝对是春

夏瘦身餐中不可或缺的调味料。用西式醋拌制的沙

拉或其他低热量菜肴，都能被当作减肥圣品。比如

春回大地，阳气生发，天地间都呈现出勃勃生

机的气象。“冬藏”太久，是时候脱掉厚重的外衣，

换上轻盈的春衣，走出家门，也让身体通过“动”来

感受春季的生发吧。除了美味健康的减脂餐外，如

果再搭配一些有益身心的户外运动，则是更加锦上

添花了。

比如或独自一人，或邀约三两知己好友，一起

去郊外赏春踏青，徜徉于花海与鸟鸣间，释放压力，

放飞心情。有条件的话，还可在郊外骑单车，享受舒

缓的有氧运动的快感，让紧张和焦虑得以释放。

或是选择就近登山，置身于山水之间，亲近花

鸟鱼虫，远离城市的喧嚣和生活压力。亦或是与好

友相约一同放风筝，也是不错的选择。在冬季，我们

久居室内，很可能会导致气血郁积。走到户外放风

筝，迎着微风，呼吸到负离子含量高的新鲜空气，可

以清醒头脑，加快新陈代谢，促进血液循环。放风筝时，

或缓步，或疾跑，缓急相间，张弛有度，更能活动周

身关节，是一项很好的全身运动。昂首眺望，目视远

方，还能舒缓因长期对着电脑而疲惫的双目，健身的

同时还能放松身心，何乐而不为呢？ 

春之贵在于其美好而短暂。正因其时光短暂，

在感受春季的勃勃生机之余，更要珍惜与感受这样

别致的美好。

维生素以及 16 种天然矿物质，并能有效帮助消化

吸收。在春季，亲手做一份消脂又满足口腹之欲的

菠萝饭，是不错的选择。只要将洋葱切片、鸡肉切

丁混炒，再将菠萝的果肉和豆腐干切丁，并一同放

入煮好后冷却的米饭中，最后放入咖哩、盐和胡椒

进行搅拌即可。

在寒冬吃腻了大鱼大肉，此时如果来一盘清淡

爽口的芦笋虾仁，既赏心，又悦胃。春天是芦笋和

鲜虾大量上市的季节，吃过这道清热鲜美的菜肴，

人仿佛也会变得水灵起来。芦笋含丰富膳食纤维和

蛋白质，虾肉松软易消化，两者搭配能促进食欲、

帮助消化，特别适合春夏季食用。

人们都说，女人是水做的，而水的另一种形态

便是汤。健康减肥除了多喝水之外，喝上一碗美味

的瘦身汤也会起到锦上添花的效果，因为一碗汤产

生的能量可能是巨大的。在广东人眼里，一年四季

都是煲汤的好时节。而做一款适合春季的美味瘦身

汤，不仅能排毒减肥，还能在这温暖的春日里，让

内心也被幸福感紧紧环绕。

青木瓜，带着青涩和未经世事的味道。而一

碗清爽甜美的青木瓜银耳汤，不仅能消解脂肪，

还能丰胸排毒，令肌肤由内而外地清爽通透。只

要将银耳用清水浸透发开、洗净，将木瓜削皮去籽，

切成小块，再将红枣洗净，连同银耳、冰糖一起放

入炖煲内，加适量开水炖煮 20 分钟后即可食用。

滑润爽口，同时美容养颜，何乐而不为？

1. 春季要闻葱蒜味

春天引发流感等传染性疾病，而葱蒜有很

强的杀菌力，并且味道能够抑制食欲，帮助人们

避免暴饮暴食的坏习惯，有助于减重瘦身。

2 . 春季锻炼不宜穿太少

春季乍暖还寒，锻炼时不宜忽视保暖，要

等身体微热后再逐渐减衣。锻炼结束时，还要擦

干身上的汗珠，立即穿上衣服，以防着凉。

3 . 如何预防春困

保证睡眠，早卧早起，积极参加锻炼和户

外活动，改善血液循环；要适当增加营养，吃含

维生素 B 族丰富的食品，且吃饭不宜太饱，保持

室内空气流通。

4 . 如何预防春季花粉过敏

春季的蜂蜜是大自然给人类的最好恩惠，

每天早晨盛一勺蜂蜜放入温水中饮用，有益于预

防花粉过敏。

5 . 春季护肤小诀窍

每逢换季时皮肤总会变差，在气温上升的

春天需保持皮肤清洁，洗脸时可用冷温水交替，

这样既可去除油垢，又能促进皮肤血液循环。

6 . 春季清肺，自在呼吸

春季温暖且干燥，但空气质量的下降无时

不刻不在伤害我们的肺部健康。多吃西兰花、甘

蓝、薄荷、菠菜等蔬菜，有助于清肺，保持肺部

健康。

7. 如何抵御春燥

春季人体新陈代谢旺盛，容易出现急躁、

上火等反应。芹菜和梨子等蔬果可清热解毒，还

要多补充维生素、矿物质和深海鱼油，饮食规律。

春季食醋，酸甜消脂

EAT ING  V INEGAR  AND
K I L L ING  FAT

EXERC ISE  T O  A  BETTER  F IGURE

春季运动，轻松减重

在烹调蒜香金枪鱼豆子沙拉时淋上白酒醋，或在制

作醋焗蔬菜淋奶酪屑中，加入半小匙的意大利葡萄

醋，都能在保证低热量的同时，增添食物的风味。

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的西方国家，苹果醋、葡

萄醋、酸梅醋等果醋饮料，因其满足了女性减肥美

容的需求，曾一度受到女性的追捧。醋饮料可以直

接饮用或稀释之后喝，比如在正餐前 20 分钟，用苹

果醋冲水喝，可以促进胃酸分泌。需要注意的是，应

选用天然发酵而成的果醋，这样才能产生有效的酵

素乳酸菌，要避免加入糖或香精，以免产生多余的

热量。

春季健康 TIPS
T IPS  FOR  SPR ING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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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۴ٗҁսୃםଣऀଋ⬄Ұࣲהङ戳ͫމղ࣫ࢱ澝गչ

ୣ д▲ਢޛпѢҀੴыऀͫ߄ ҭͫࢠдȔ䀁۟ࠆȕ澞Ȕघȕ

इڋԽֽࣲ١⯇Ⲿͫ▲ڈڇⴃरЇԾ㬘ؘޗԢͫй▲

ڏউԷٝ߄घٶФСङՎࡇ؊И澞ҿИ࣫يङ۱߄

ҁսୃੴԕ娴֨ࣞࣔ澝؈லङЄӣ୕ͫЊՎ؊ࡘலङ

बۨޥૠͫએ▲ЗӱઘৱୃОФ懵澞

પߛйӄ੧ыث աͫѕٗਫङЍउୃॢ॔٫ͫڦ

Ѝउ՟֪ङաѕٗਫ॒ީךѮзЏ澞ܣङ▲З

ѕћङࣔͫաѕٗਫङ߄ङդ٤ͫЭୃ୍ڮ߄ୃ

ͫיФٙ܉澞ஔд٤ӟդङد壝ҵͫЭૻОڮ֥

ђИӫॹ▲ЗًйਘٜٷͫנङԅԊԃতପ՟՟

ङࣞԅؼͫנҦБش⛋࠶ސપୌङыͫ٫वङ

Я㗘Ճ▲૯্؆ӱמ۸֪יЈͫ֨й՟՟ङӤ䬱И

䭎ী澞৲աѕࡂॽީًйЩИͫ֨ݣȔոс

րȕਢङঅЍउИ澞

9GTZOGMU�JK�)KIOROG� ۴ٗաѕٗҁङٗҁԚङ

ٗӀݢગޅ௷Е崤ͫީٗҁПыћङࠀ澞ԚӰй

ٗԴӲҁङࡊিӲҁଋ३ͫٗҁङ܋▲աѕୃީ

ंДыһգ؏ۨ ԯͫҎީ )KIOROG િુրՃঔӹतͫ

ଐ߄ҿѕୂӣङুՠչғ 0ͫ[GT ЭђףਙفङՀЊ

ҿИͫ▲ખ澝ӣٗͫरवސث؏ۨ澞֨▲܋աѕङ

Ӳҁଋ३Иͫ▲ЗୂӣୃީێێबҼङ澞▲ؔ߄▲

澞ӫҁଋ३գ߽ۨ⪴ࡈ▲եͫ߂ӱڐ▲ӕङыђࡊ߽

Эީ䡺ङͫثީࣀڢй߄Еࠀࡌङыչثաѕ߄

Ӥ۟ەङы澞܋ޅ▲ڢաѕୃҟ؏дͫ۵Շ࣫߄▲Зڮ

ؼપࠩङӫҁߛй۴ҁыث২ͫ؏ڮҟӱ࡚ސङ֪ش

Ȕ؏ȕд澞չѮङ۴ٗਫы۪ৱީ⦼ы▲߽ͫڶش澝

ޞङ⡢⡢ЏЏङ؏ۨ澞գڶ৳ ͫЭީ۴ҁыङ؏২ׂ֜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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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IN

JAPAN

BARCELONA

KYOTO

西班牙̶̶巴塞羅那

日本̶̶京都

ࣰաѕٗਫ٤ם 8G[R�?GM[K

ਫ۴ҁыȍȍ؍坁ணҒ



� ��:6<5+ :6<5+��  �

֨ѕरͫߛЗ߄ୃޕࡇҿ߂ଠՠङ੮࣫ਘ۩

ङͫڔސਫޝڮҎ֨߿۶ߎޙՇٷͫيҙ֘ٯޙ

ۨלਈͫމߕъङ߂ыߎޙީͫࣿҵघ

ОثйਘٜӄڶЊ॑ѫؘ࣫ङ㬘পࣁ澞գͫޞъ

ङ۟Э۴ٗײ࠳ਫ▲߽ͫѮଇӟङҰ吙ީչ嚜

ङͫࣾ ਙީ▲ЗыୃՕљઇ۴ՕՃٷқغڱડङ澞

הڐͫٽ୕ЇЄ澝ҷޝ坁ணҒ؍ͫٯٵ

ࣲइڋङзԇٗۅҁͫЈԠԾٗⵐҟ֘ӱޮЇЬ

ୌծЩ۪रаͫ؟ѕ▲ਢѫ֨ޞ澞؟ե֛

ҢضԾ՟֪ङ২ߐௗरيઃͫࣿैڼگઁՁЩ

֨ҿИ澞ԝҹٶӹͫ؍坁ணҒЊ⽺؍坁ޢ▲

ӫԄघइ߀ͫޞڋӊЈ߽ङؤધȔ۩߈٥इڋ

ਈљࣿОҼ୰ટͫ㖃ਘ֪֨ۨȕͫ ▲яͫײ

Ӥୃ֨ਘٜङ㱌ୌࣿ澞գͫޞЭީ۴ҁыङӫ

ҁ׃מФ▲澞

գ▲ͫߊޞଓ֨ИԢՖԘङ۴ݖइ٤Эڐ

д▲מङٗҁ澞

2G�-GRKXG ӟ॑Оई୦֚ԝٶङॿа澦6OZ[Y Ԉⴃ澧

РԄдӇګ֣ݖଣͫҿИতߟڙڦФ▲澦࣡௵ۖ欐ઓ澧ङ

ҵଣߛ֣ݖਘՖङݖइ۴ҁы @5+澞װђзॿаݖइՃ۴

ٗ : ङӫҁͫ۴ٗۋ : ࠩ▲ङࣿ䃝֣ୌͫ֜ОװЉ֨ߎۋ

ਘӲ : ଏ澞זԾЉ▲ٷЇ۴ҁФ૨ͫװव࣓ͫۋ

֔ॿઢङы۪કЭ֔ࠪڐॿઢ▲Зޗѯםணङࣨং澞

Ȕজ৯௵㬣ыдȕީ @5+ 㔼㔈ॿઢӧүૣЇ : ङગઋͫۋ

ङީڭߊ澞࣫֨ۇЭ◠◠ঈव֫ҁڢՔش২Щ澝ߛЈݎ

ҁȔѮપИङ՞ы௧ȕީޏङװ @5+ ङޏҁͫЉऽଳ߽ङ

ПંѫЉѫ۸ॄ؇ћङ২㱌澞

࣫֨ङٶїͫީ۴ҁыङਘंޞ࡚ͫࡁ߄ਘंਘ֨ङ

ӫҁਘٜङࣲ߄ئџқङзەд澞ԯҎީҟ▲Зধͫوߧ

ୌவީչ؟ы▲գӲҁङধߧսय़ͫचީششםםङॿઢݻ

зͺ۪ৱީҦ )GXURG�9INOIQ ▲߽О▲۴ٗ⢨枉֨Љލङ

લડͫ▲फҟӱࣞ▲ޗиٷ؏ҶЊ૦澝ਅՠଠͺ۪ৱչ

6ORGX�)UZZKX ▲߽ͫ֨ȔЉௐыࢮࢹȕङࣿୌͫӫҁপண

ङ٢ਫҁսͫএӱࡣޗӇএङӒலչѺલͫ؏Ҷࡈ؆ކ

ङপணॱͫਘ֨ङࣿͺ۪ৱͫؼ؆Ю 3GXOKRG ӫҁ۴ҁ

ࣨҢͫљऱ࠳ҩॿङऴҰߛरЗЍउͫђ֪ߡӱאӱמ

ਰͫߡ刃ୀࢠऩङբҢ澝ॹҢ澝ыҢ澝ܶҢͫએыरङऴਰ億

вͫؕײдڱک䉣ङ 4K\KXRGTJͫרޏٹרͺਲ਼Љؼͫࣀ

ՇܼЈਘٜङ২מૐ ОͫਘٜӲҁչગઋךङ࣯ؗாͫ

ୌவҶީਘٜङࣿԷ۪ͫ॥মЈߛङؙ২ͫ▲К▲Кু

ۨਘٜङ۴ҁ֪ͫמЗਘंङޞїչॱͫӇך⾺ЭЉଋ澞

▲ўўਘंङȔзЏȕͫ ЭգЗыङࣲՠиО▲ͫђͫ࠴

ӇЭЉӇ⩾ⰶਘٜߛرҟ▲դॠ؆ͫ؟Ցީସђਘ૯ङѩ

Зыћ۩ۨ؏ͫۧםїٶыࣿङરொͫҵۨ؏ͫࣔૅ

ङشઅФ㱌澞

ȔՑ۴ٗ߄ӲҁङБͫ۵ਈޞОы۱֔澞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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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١澞࡞ךㇷ晍Կߎޙйࣿٶ� ђٶ

ЯूЮݻӱ֛߀Џեͫࡂ曣ӶЋЏ؆םߐ২࠶

��ͫߐ܉Ӳٶ▲ Ѝ �� ؆چѕଓ幎ԭͫߍїٶ

ЮѮҀͫݾ���� ڶЈؔӐٷͫ〒ৈޢ؍գٶ

坁؍ͫ࠲ङ৺Џ澞ਙяОࣿࡂҁОਘٜߐ܉Ӳر

ணҒӲҁङٯޙी֘य़ঝଋԞय़ͫঝֺךՊͫ䃣

तдչڔչࠀ澞

Ȕ۩ҟдэТؼљքпБОПͫࡋଓЉৰਖ਼৯ߡ

۪١֫ঈҿѕ֜পͫҟ۩ਘٜ۟߄ङз澞Ȕ

�������������������������������ȍȍ@5+ ળࣲङٗҁࣙ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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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台湾̶̶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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