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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开会

城开会基于上海城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城开”）房地产

业务发展成立于 2007 年 8 月，运营至今已超过五年。随着上海城开的快速发

展，于 2011 年，上海实业城市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实城开”）（港

股代码：0563.HK）成功收购上海城开 59% 股权，目前，上海城开属上实城开

旗下集团子公司。与此同时，城开会也进行了全面的升级与更新。其目的是加

强上实城开与业主、业内及社会各界的交流与联系，更好地整合企业内外资源，

服务于上实城开项目营销、客户管理与服务，并提升企业品牌建设与发展。

声明：本刊中所有内容仅代表做着本人观点，与本刊无关。本刊物为上实城

开内部刊物，任何机构、个人如欲转载、编辑本刊文章、图片，请与本刊联系。

Master Club

Master Club, established in August 2007 based on real estate business 

of Shanghai Urban Development (Group) Co., Lt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SUD), has been put into operation for over five years. Along with 

rapid development of SUD, Shanghai Industrial Urban Development Group 

Limite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SIUD) (Hong Kong stock code: 0563.HK) 

successfully procured 59% stock rights of SUD. Presently SUD is a subsidiary 

company of SIUD. In parallel with that, SUD also carried out all-around 

upgrade and update. The purpose was to strengthen communication and 

contact among SUD, property owners, various parties within the industry 

and all walks of life, serve project marketing/client management and service 

of SUD and improv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rporate brand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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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实业城市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实业城市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实城开”）

（股权代码：0563.HK）由上海实业集团旗舰企业——上

海实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实控股”）（股权代码：

0363.HK）控股，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以中国房地产开发、

运营等综合业务为只要投资方向，是上海实业集团旗下最具

发展前景的房地产业务整合平台之一。

上实城开前身为中新地产，由上实控股于 2010 年 6 月

份收购其 45.02% 股份，并完成公司更名及整合。作为中国

价值领先的城市核心区域运营商，上实城开以满足城市主流

人群高品质居住及商业发展需求为使命，推动城市生活方式

革新，推进城市综合发展。目前，公司的开发项目广泛分布

于上海、北京、重庆、西安、长沙等一、二、三线城市，涵

盖有高端居住社区、高档写字楼，购物中心、星级酒店、产

权式公寓等多种业态。同时，以全球化视野构建战略格局，

通过产业经营与资本运作并举提速企业发展，2011 年成功

收购上海城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城开”）

59% 的股权。

上实城开已制定三年发展规划，未来在区域布局上将

呈现以上海为中心，集沿海、沿江两线，长三角、环渤海、

中西部二、三线城市于一体的“一心、两线、三圈”的“弓形”布局。

同时，凭借高效的项目运作和一流的经营管理模式，努力跻

身地产红筹股前列，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和投资价值的城市

地产运营商。

SHANGHAI INDUDTRIAL URBAN DEVELOPMENT

GROUP LIMITED

Shanghai industrial Urban Development Group Limited(“SIUD”)(0563.HK) is held 

by Shanghai Industrial Holdings (“SIHL”)(0363.HK), the flagship of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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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UD was born in June 2010 after SIHL acquired 45.02% equity of Neo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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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accelerate development. In 2011, 

SIUD acquired 59% of the equity of Shanghai Urban Development (Holding) Co., Ltd 

(UDCN”)

SIUD also has a 3-year development plan to craft an “arch-shape” foot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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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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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首付、低利率、日租低至 107 元，
送一年保险，租购任你选
即日起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选择梅赛德斯 - 奔驰租购悠享计划，
0 首付，即可开走 10 款当红 smart 中的任意一款，就这么幸福！
日租低至 107 元，长达 24 个月分期，就这么轻松！
再送一年保险，让你天不怕地不怕，就这么贴心！

上海星瀚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红柳路 288 号
电话：（021）6181 2266

<<
手空空也能购

smart

HOT 
PURSUIT  上

实城开

城
开

会会员专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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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了夏季的斑斓和葱郁，秋天的旋律渐渐响起，人间初秋的时节，满城尽是静美与和谐，

在这个金色时节，新一期《优享家》又如约与您相见，望我们逐字逐句精心推敲的每行铅字，

能为您筑起一道别样的美丽风景。

都说轨道交通是一个城市中最容易发生故事的好地方，轨交不仅浓缩了都市生活的缤纷

多彩，同时也承载着人们的喜怒哀乐，更是流淌着每一个都市人的梦想和希望。在本期《优享家》

的“优角度”板块中，我们特别企划了城市轨交这个主题，向您叙述一个和轨交息息相关的活

力生活，请跟随我们步伐，畅游世界各地的轨交，去体验那份独特的人文情怀。拥有轨交的未

来生活更是值得期待，那一个个看似遥远的梦想，或许在某一天就会唾手可得。当未来叩响您

家门的时候，请给他一个大大的微笑。

在这个城市中，每天都有新鲜的事情发生，而在城开，更有令人激动人心的活动在不时上演，

在“优城记”板块中，或许您能发现最与您息息相关的故事，这份归属感，只在城开才能感受。

每一天，轨交都以一种绿色环保的方式带您体验生活的多姿多彩，我们将带您实地探访您身边

的特色美食和当代艺术馆，一些您从前不曾留意的场所或许会为这一季的生活增添几分别样的

动感。《优享家》与您一起，展开双手迎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

《优享家》全体编组
                    

Now we are ringing out the gorgeous and lush summer and ringing in the 

rhythm of autum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golden season, the whole city is full of 

tranquility and beauty as well as harmony, and the new issue of Better Life comes out 

on time. We hope that our elaborately worded articles can be beautiful scenery for 

you.

It is said that rail transit most likely creates stories. It not only concentrates the 

colorfulness of urban life, but also carries people’s dreams and hope. In “U View”, 

we particularly design the theme of urban rail transit, in which we will tell you an 

energetic life closely related to rail transit. Follow us to visit rail transit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experience the unique humanistic feelings. Future life with rail transit 

is well worth expectation. One day, the seemingly distant dreams may be suddenly 

within your easy reach. When future knocks at your door, please give her a big smile.

New things happen every day in this city. In “Urban Development”, there are 

more exciting activities from time to time. In “U City”, you may find stories most 

related to you. Such sense of belonging can only be felt in Urban Development. Every 

day, rail transit enables you to experience the colorful life in a green manner. We will 

take you to make a field visit to specialty restaurants and contemporary art museums 

around you. Some places you neglected before may add unique dynamic to this 

season. Let’s greet the most beautiful season of the year together!

EDITOR'S 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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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 VIEW 
与你偶然相遇在隧道，我们一定有相同的故事，有在不同国家徒步出行的爱好；或者，

你奔波在城市中收集事业的成就感；或许，你热心于绿色出行的天然逸事，悠然自得，

品尝新鲜的健康味蕾；再或者，你是善于探究未来城市的勇敢人士，处处要出新便

是你的乐事。随着神秘而充满力量的轨道交通，探究身边多姿多彩的地下城市路线。

优
角
度

卷首语.indd   6 13-9-10   下午9:32



AS TIME GOES BY, I GET TO KNOW ITS REALITY AND 

UNDERSTAND YOUR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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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T IN 
TUNNEL
           TRACK DOWN 
THE ORIGIN OF RAIL TRANSIT

LONDON
JAPAN

RUSSIA
SHANGHAI

!

在城市里，轨道交通成为文明行进的络脉，存有

文化底蕴又包含不尽的风景。眼帘略过地下隧

道的紧蹙，秩序或紧挨的人立；穿过地表，又瞬

间呼吸到突入其来、或漫山遍野的新鲜气息，又

相约不同的城市看熟悉不熟悉的高楼林立，哪

种境遇都不会厌倦。

               相遇隧道
      世界城市轨道交通溯源追寻

撰文 /Yolanda 图 /zezo 设计／ kris

优角度.indd   2 13-9-10   下午9:33



P1
3 

 U
 V

IE
W

优
角
度

去追随城市轨道的溯源，伦敦早已经映入心田

与眼帘。英国往往被称赞为贵族，富饶的风景，精炼

的文明，贵族的传统，瑰迷的庄园文化，华丽的繁复

历史，还有大本钟给予这片人民的敦厚品质。走在伦

敦的街道上，井然秩序下的脚步与神情自若的表情，

是数不清的历史给予这座城市的自信。过去几百年，

它仍旧如一位谦逊的绅士诠释自己与这个世界的贵

族文化，并引领着国际化的方向。英式文化慢慢侵蚀

无数阶级，他们往往这样，在领衔了一段时间的光彩

之后，傲慢退居，安然欣赏。

在伦敦贝克街的地铁壁画上，有历史的记录：

1862 年，长 4.8 公里，7 个停靠站的地下铁道基本

完工。蒸汽车头开进了地下，大约 40 名官员乘坐在

没有顶棚的木制车厢里对地铁进行了第一次巡游：车

厢类似大型的煤矿运煤车，绅士修女们的肩膀以上的

部分全部暴露在外，每到一站，人们脱帽欢呼，以表

达喜悦之情。第二年的一月份，世界上第一条城市铁

路正式开始运营。

     

到如今，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士早已不会再为交通

的噪杂与不便伤透脑筋。亦会像大多数英国人一样远

离市区做庄园主人。于是，他们的地铁建设也因地制宜，

在郊区地段，让地铁展现在地面，在城区一些繁华景段，

变成高架。现在的伦敦地铁与轻轨线开往英国各地的

42 个火车站与汽车长途站连接、换乘。

国王十字车站（King's Cross）是 6 条地铁线路

的换乘站，同时在地上连接了国家铁路系统，既是地

铁站，也是火车站。在国王十字站的西边，紧接着就

是圣潘可拉斯站、新不列颠图书馆和尤斯顿站。站在

这个位置，不但可以伸触伦敦魔法般的文化，脚蹬纵

横交错的现代化缩影，还可以连接除剑桥之外的 12

座英国城市，感受时间与现实平行的敦实心境。难怪

这里所有的朋友都一直推荐年轻时要留在这个地方，

它会赋予你不同的笃定性情，告诉前进时只需要个人

积累梦想便总在身边。不会像纽约的多变与破灭并存，

没有巴黎的时尚与繁杂交错，城市的敦厚美即是此刻

的伦敦。

稳固中的优雅——伦敦

S T E A D Y  E L E G A N C E

L   O   N   D   O   N

TRACK DOWN THE ORIGIN OF RAIL TRAN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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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 G N I F I C E N C E

R    U    S    S    I    A

大气的华丽——莫斯科
体验大气，非莫斯科莫属。

莫斯科地处最北端的最大国土俄罗斯，淹没在一片

绿海之中，故有“森林中的首都”之美誉，从飞机俯瞰，

映入眼帘的是蓝天下葱绿的树丛和清沏透明的河湖，城

市整洁干净，人群和谐流动。都市的道路脉络在大片的

平地上清晰可见，视野开阔。

但是，如果你预计在莫斯科地铁会领略到苏联时期

的灰暗和沉闷，恐怕要大吃一惊了。虽然，莫斯科地铁

于 1952 年开始运营，是全欧最繁忙的地下运输系统之

一，但是，站台的精美漂亮却让人眼帘一亮！

几乎每一个车站都由莫斯科著名建筑师设计，各有

其独特风格，建筑格局也各不相同。

以 Komsomolskaya 站最为突出，有很多戏院和宫

殿特有的华丽建筑和装饰，高耸并俯视着人群。建造的

用材也多用高贵的大理石、花岗岩、东方陶瓷镶嵌装饰，

除各种浮雕，雕刻和壁画装饰外，独特的照明灯具也十

分别致，奶黄色的天花板点缀着粉饰的螺旋状图案吊灯。

但是，这座新巴洛克风格的艺术珍宝并非徒有虚表，承

担城市交通的同时，还是西伯利亚、圣彼得堡、塔林和

赫尔辛基的路上铁路系统的中转站，地位不言而喻。

城市华丽而平坦，其腹如此多彩多姿，这种骄傲也

只有成为莫斯科本族时才尤其觉得重要。对于站在另外

一个角度欣赏的我们来讲，不如就沉静在这幅华丽的地

铁宫殿下，陶醉其间。

螺旋状图案吊灯

TRACK DOWN THE ORIGIN OF RAIL TRAN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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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U N C T U A L I T Y

N O  H E S I T A T I O N

J    A    P    A    N    

S H A N G    H A I   

准点，你总到达
第一次留意日本轨道交通，是在电影《麦秋》里。

黑白的荧幕上，纪子淡定自若地站在站台上，仪态芬芳。

没有拥挤，不存在噪杂，那是安静美的别有印象。越来

越接触日本文学与绘画作品，《雪国》里穿城而过的城

市交通，成为梦想迟疑或延续的方式，再次掀起重新踏

入这片土地，如温故般知新。

飞机还没有进入起飞状态，整个机舱内如像“安静”

附体般，每一个人都严肃或者正经了起来。或许是因为

日本本有的性情教会了人对安静使然和凡事理所当然

的天命认可。日本文化的隐忍态度，同样让其城市轨道

的运营也赋予了他们的精神精髓——准时与严谨，纵

使在严寒与漫雪覆盖的冬季也几乎没有误点。

轨道运行时间按照时刻表操作，而不是跑上站台

才知道下一班车还有几分钟到。哪怕在中心线的山手线、

京浜东北线这样的高峰时段，也是平均 2 分钟一班。出

门前就能在网上查好要坐的电车的时刻，换乘的时间，

心中有了数，换乘的时候就能自己把握脚步。

日本地铁在一个时期成为世界羡慕的焦点，那就是专设了地铁女性车厢。东方绅士的

艺术，延绵至时下生活的体现。专设女性车厢的另一大原因便是日本地铁成熟到现在的拥

挤，每年承载 32 亿乘客的数字显然与印象中的宁静状态大相径庭，虽然此般繁忙或拥挤，

却又不失礼节又让人尊敬。

日本发达的陆路交通大部分依赖地铁、轻轨、铁路等轨道交通，交通便利的同时还契

合当地悠扬的风景，乘坐海鸥线的单轨交通看日夕风景，嗅道路两旁蓬勃的城市景观、吊

起的高桥、落日下的余辉、现代化的商城，运载的同时也成为城市观光的行动阶梯。不免

想到 1Q84 中天吾来回坐行穿梭于城市中的光景，像处在幻觉中一般恋上这座城。

上海，新。

“回到上海不足十年，我已经明显感觉到它快速前进的脚步。”从日本回国的友人一上车便

忍不住对我们讲起。高架桥上行进了两个多小时，再放松的车技，也远没有在连接浦东和浦西的

地下轨道上那般谈笑自如。

上海以极大的包容心，让它迅速成长为国际化融合的最为恰当的都市。在这个地方，你知道

金桥的国际友人区、你懂得外滩附近的日式建筑群，你回忆“上海早晨”里越来越多的味道，当

然也不忘记时刻都会围绕在身边的各式国家遗留的早年建筑。这片土地，以自己较有伶俐的姿态

让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追寻并决定驻足。

踏上上海织云密布的地下路线，尤其是要感谢工程师亨利·贝克（Harry Beck）创立的地铁

线路图，若不然难以一目了然。这里的人们早已经熟悉“Mind the Gap”的听觉标志，踏着秩序

的脚步穿行在熙熙攘攘中。

从一号线莘庄站起始，便可以敏锐的扑捉到未来商业区运作的繁忙，来往人群顺着几条并

排的自动扶梯行进或退让，顺着城铁穿行，就可以到达以铺满花道命名的莲花路口，再幻想着路

遇御溪，有幸安上一个家，美不自持……

在这样的都市里，每一条路都被地下线路或环绕或连接，十分方便生活。地面的旧有建筑在

快速发展中也被呵护起来。停驻间，便会惊觉，原来这个城市最适合走走停停、适合生活快捷、

包容国际商业化、也顺应任何人的小资情怀、同样推崇底蕴深厚的知识文化、更不忘记体贴路口

边的脆弱人群。正是带这样的气场给于这片地区勇气与自信，教会人面对生活，不再惧怕更新。

因为你慢慢懂得，在行走的路上，每一站上上下下，总会等到属于你的位置。

TRACK DOWN THE ORIGIN OF RAIL TRAN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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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倘若在漕溪公园的地下铁轨道中仔细观察，会发现这段线路采用“方形隧道”构筑水

泥墙，而不同于此后常见的盾构掘进（圆形隧道）。1993 年 1 月轨交 1 号线在这里通车，

20 年来地铁网络辐射开来。恍惚间商店林立，而地铁与商圈的角力刚刚开始。

地铁铺就商圈 , 城市写意生活窥探
撰文 /Jericho 图 /zezo 设计／ kris

metro paves a business district - a probe into urban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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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R 之前与 JR 之后

从 1927 年 12 月 30 日东京地铁开始营业，地下

铁便开始在东京结网。JR( 日本铁路公司 ) 是日本大型

铁路公司集团，其前身为日本国有铁道，1987 年日本

国铁分割民营化后分为七家公司，我们通常说的 JR 便

是这七家公司的总称。与私铁在日本 9 个城市中承担

着数以万计的人流吞吐。而单就东京西北部的新宿车

站——世界上最繁忙的车站，每天周转客流便为 250

万人次。

     

当人力与资金集中起来便催生了商业。了解东京

的人绝对忘不了山手线，它将银座、上野、新宿、秋叶原、

代代木等区域串联。说山手线滋润了商业土壤一点不

为过，当从迷宫般的通道中走出，那闪烁的霓虹与鳞

次栉比的商场不断告诉你：“欢迎来到繁华世界。”

    

除去地下铁引导商圈规划，也有地铁为商圈服务的样本。在东京站花费半小时换

乘都属正常，除去地下商业街、百货店之外还有两座宾馆一座艺术馆。而东京站动辄

五六层的楼面，置身其中会产生身处地下城镇的感觉。于是在一定程度上，地铁除了

解决城市运载力还要兼顾商业资本的流动。莫斯科、纽约、东京地铁，都是将商业完

美结合的典范。而上海地铁也在努力向着这个标准进发。

优角度2.indd   7 13-9-10   下午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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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情与我国有许多相似之处，

尤其是在人口密度上与上海相似。今

后上海轨道交通站点将超过 300 个，

按照规划将有17个两线以上换乘站点，

一个 4 线站点。其商业潜力将大幅度

爆发，如何把握规划将会是决策者成

败的关键。

上海火车站商圈引入太平洋百货

和名品商厦，并进行成功改制之后，业

绩不断上升。而徐家汇商圈则完全以

新宿为样本，搭造成为一流消费地段。

地铁1号线见证了商业化的发展，

火车站商圈、徐家汇商圈、上海体育馆

商圈，这些书写在一号线上的峥嵘历史

昭示着 1 号线的潜力。

毗邻徐家汇商圈的万源城，周

边有 1 号线莲花路、9 号线合川路、

以及规划中的 12 号线顾戴路。区别

于城市中心商圈高楼林立、店铺密

集的压迫感，万源城 10 万方绿地

公园使城市高层建筑对视觉景观的

破坏降至最低，避免带来“水泥森林”

的压抑感觉。这种先进的建设思路

在日本早已实现，万源城的践行理

念想必会给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带来

“家”的感觉。而龙之梦、南方商城、

大拇指等区域综合消费中心与 2-3

万社区商业生活用地也足够一般住

户需求，另外高级酒店、办公楼也

可以满足商务办公需要。

1 号线续写传奇

metro paves a business district - a probe into urban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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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新兴商圈”之名的莘庄商圈的

定位则是超级城市综合体。在 1 号线莘庄

站正上方，最引人注目的则是上海城开与

新鸿基合作开发的“全覆盖地铁上盖项目”。

将包括莘庄站在内的南北广场、地上及地

下总面积达到 50 万平方米用于改造与新

建。

地铁 1 号线、5 号线、17 号线、沪杭

铁路、金山支线铁路。城开莘庄商圈彻底

整合优势资源，在地下平台铺就 3.5 万平

米商业区，真正实现疏导交通与商业运营

的有效结合。一个成功的商圈，归根结底

是三个字——人性化。日本车站周边一平

方公里范围内必有大型绿地

公园和雕塑。而诸如盲道、残疾人专用

道乃至专门的游客会面地点，都不可或

缺。这种细致入微的“以人为本”理念

正是莘庄商圈规划所贯彻的。在地面商

业区建设方面。城开将与香港新鸿基合

作，在建筑外观与设计上契合“中高端

商业区域”的定位。由仲盛商业广场、

地铁上盖、龙之梦广场（在建）组成的“L”

型商圈整合后，将会辐射闵行及奉贤等

区域。

车站是地区发展的亮点，是地区发

展的重要组成而非核心。因此地铁上盖首要解决的是疏导交通，而后才是商业运营。而人性化的规划，

总会让一个从地铁站走出来的旅人体会到家的感觉。当你缓步于地铁中，身旁是涌出的喷泉与热闹的人群，

多像是“开往春天的地铁”啊，而事实上，它就是。

莘庄上盛开的花

优角度2.indd   9 13-9-10   下午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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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NATURE-- GREEN LIFE AROUND US

ABOUT NATURE
GREEN LIFE AROUND US

EXPERIENCE ELEGANCE VIA RAIL TRANSIT
UNEXPECTED LOW-CARBON LIFE RELAX VIA GREEN TRAVEL ENJOY GREEN LIFE

天然，成为品味人士追求健康的第一名词，人们对于

不断更新的环保生活多有尝试；一度，绿色出行成为

都市流行元素，与环境有关，与身心有益。天然零距

离呼吸，让越来越多的人忍不住尝试一番，仿似一切

与绿色有关的事物，都变为了品味。

天然逸事 , 身边的绿色生活
撰文 /Yolanda 图 /zezo 设计／ k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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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XPECTED LOW-
CARBON LIFE

RELAX VIA GREEN TRAVEL

意想不到的低碳生活

有机蔬菜 有氧运动

城市绿色出行与身心

提及低碳环保，你一定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身边

的事物。节约资源能源、减少废弃物、减少化学加工

品的使用保护身心。做到这些已然足够心安，但你还

知道其他更有意义的“环保”吗？

食材的天然选择成为节约土地的新鲜问题，若

在城市市中心想要食用到最新鲜的食材，不免匪夷所

思。如今，芝加哥的家家户户已经可以一边品尝本地

产的九层塔制作的色拉，一边为芝加哥公牛疯狂呐喊

了。这要归功于 Farmed Here 的功绩。这座做大的

室内农场实现了从采摘到上桌最快 30 分钟的记录，

楼层内不仅能种百种果蔬，还不产生农作垃圾。在处

理城市污水的同时提取过滤后的水资源用于植物的灌

溉与排放。楼层内实现一边生产果蔬和谷物，一边净

化污水，并产生情节能源。你一定有这样的嗅觉，在

未来楼层与建筑里实现采摘，也会成为城市建筑商圈

的发展趋势。

食用到新鲜、无污染的新鲜食物，也保证了生活

垃圾的循环更替，科技总是可以帮助到人们实现纯净

的愿望。且如今还是使用汽油出行的轿车技术，还远

不能实现无尾气生涯的更替。于是，绿色出行渐渐成

为城市交通避免尾气污染、交通堵塞、逃避噪音的新

鲜日程。

城市四通八达的轨道交织网络，想不省心已经难以做到。

若你有意修养身心，从饮食与外部运动加以调整，绿色出行

计划表，应尽早在冰箱贴上展示。

调整身心要拥有愉快的心境。摒弃抑郁有一个很好的途

径便是动起来。

一身修身自行车服、轻便车轮、骑行安全蜂帽足以吸引

眼球，同时换来了健康的身体线条，也最契合低碳环保的举措。

穿城而过，有车一族也开始仰面羡慕每一个毛孔亲近自然、

迎着风冲过的快感，或骑车登上崎岖山峰看日出日落，踏在山

顶鸟瞰城市灯火，也不失为一番小有成就的放松方式。

有这样一个小的知识：人在有一定的压力产生抑郁情绪

时，会分泌一种肾上腺素，被称为痛苦激素。它会让人心情低落、

郁郁寡欢、没精打采，但是它可以通过汗水和泪水或尿液排出。

因此，当心情郁闷时，可以多喝几杯水，踩上你的跑鞋去外面

跑跑步，出一身汗你会发现你的心情就变好了许多。于是，跑

步成为时下调整身心的良优途径，除却健身房的吵杂音量与

不循环的空气，选择一片独具匠心的步行环境也同样愉悦身

心。

在上海生活，会容易被不同的道路迷住。走走停停间，

便已经在修养身心。道路相隔甚远也没有关系，还有更便捷

的城市轨道交通待你踏上，开始这场混搭版绿色出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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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线是南北相衔的轨道要道，也是上海最早、如今最为繁华的交通线路。南起闵行区

莘庄站，北至宝山区富锦路站，整条轨道在携带上海最为繁忙的陆地交通，却独有含蕴，整

片适合出行、散步、骑行的道路让人放松不已。

莘庄站以托起整个未来商业区域的气场下开端，起点方便又可以一路欣赏穿城而过的

现代气息。穿过莲花路的民居亲近，路过锦江乐园的欢乐场景，进入徐家汇的复古风情，便

可以抵达在位于衡山路站饶人心绪的复兴西路。它像是为嘈杂都市按下的静音键，即便身处

繁华都市，依旧在你抬头的时候，可以从梧桐枝叶间隙，透出遥相呼应的星光。傍晚时分，

还可以骑单车从华山路进到复兴西路，因为风景的吸引，尽是法国梧桐的路，脚步只管慢慢

的走着，就很舒服。

向东穿过美食街武康路、跨国繁华的环海中路，便可以又发现另外一个精致的路段东

平路，在欣赏完梧桐路段的优雅之后，便可以幽静闲散坐上轨道，两站就会到达位于山西南

路站的思南路段。思南路是上海法国故事的化身，思南路位于法租界上，带着浓浓巴黎气质

的街道，被誉为上海最为馥郁的香槟路段，体验上海的闲散、随心所欲、舒心惬意，花园式

洋房，集中了老上海近乎全部的民居样式，像是看到上海历史的话本般神秘。再约一杯馥郁

的下午玫瑰茶，立刻就为此次纯粹的绿色出行间奏一曲英伦音乐的优雅。

轨道出行的优雅

上海思南路

EXPERIENCE ELEGANCE 
V I A  R A I L  T R A N S I T

ABOUT NATURE-- GREEN LIFE AROUND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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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醒来，呼吸绿植交

换的新鲜氧气，看露珠清澈

欲滴，听花鸟鱼虫耳语不绝，

观临河静静波光粼粼。或许

你正居住年轻化的郎郡，又

穿过逸郡的国际高档住宅，

或许可以遇到与自己有相同

晨练的国际友人，或许放下

耳边回响的 ipod 动感音乐，

去御溪幽静的风景散步怡心。

对未来，总有很多期待，而

美好生活或许时时都在身边

环绕，只是你的身心与环境

完美契合了吗？放下顾虑一

瞬，寻找最贴近自然的放松。

停留在呼吸天然的绿植中，一定是你想

要的风景。

居住地的环境对身心尤为重要，上海风

景绿化伊人，小区建设亦是越来越契合这样

贴近自然的品质，万源城御溪亦可相称这样

的呼吁，上海徐家汇莲花路旁，万源城坐拥

130 万平方米的规划建筑范围，涵盖御溪别

墅、花园洋房、现代商业、休闲文化、尚郡、

逸郡高档公寓、中央绿化公园等适宜居住、

商业为一体的综合区域，堪称上海外环内最

大的由单一开发商独立运作的高档住宅区，

再加上合理的配套设施的规划，另有国际时

尚奢饰品的加盟、两所优质幼教机构和上海

协和双语学校的进驻，让万源城成为城中城

生活安全、安心的心灵追求。

邂逅绿色生活

万源城·御溪

ENJOY GREEN LIFE
ABOUT NATURE-- GREEN LIFE AROUND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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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ARY OF 
THE FUTURE

CITY REVELATION

“任何超越时代足够多的技术，初看都与魔

法无异。”当 1895 年卢米埃兄弟向大众展

现《火车进站》的画面时，观众被惊吓地四

散而逃。而穴居人永远也不会相信席梦思会

比干草甸舒服百倍，当未来叩响你的家门时，

你能做好准备迎接他么？

未来日记 , 城市启示录
撰文 /Jericho 图 /zezo 设计／ k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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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技术变革
在今年的美国科技博客大会上，一种疯狂的交通

运输计划“Hyperloop”开始着手研发。这种“管道”

交通用类似“胶囊”的载具进行运载，将管道内空气

抽干，“胶囊”至于其中像炮弹一样发射至目的地。由

于没有摩擦力，这种交通工具可达到 6437km/h。可

以预见，材料技术的日新月异会带来交通方式的大变

革。以往高污染低效能的长距运载手段将被淘汰，那

些在空中不断进行碳排放的庞然大物，大概就要和我

们挥手再见了。

相比于长途运输，与我们息息相

关的短途运输会有什么改变呢？无论是

科幻电影《全面回忆》中亦真亦幻的悬

浮汽车，还是《少数派报告》中超导磁

铁构架的高速公路，一种可悬浮的载具

很容易在影片中找到一鳞半爪的影像。

早在 2011 年，以色列特拉维夫大

学便成功研究出“量子磁悬浮”技术。

可以预想在未来城市中铺设这种磁力

轨道，一直延伸到每家每户。所有房屋

均会有一个类似“船坞”停靠站的功能，

让你的汽车就停在你的窗边。四通八达

的磁力轨道在城市之间交错相通，而智

能联网的车辆信息系统将合理规划出行

时间，从此告别堵塞与车祸的发生。

TECHNOLOGICAL 
CHANGE OF TRAFFIC

优角度2.indd   3 13-9-10   下午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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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HITECTURAL CHANGE 
I N  T H E  F U T U R E

交通工具与建筑只有相得益彰才能发挥出城市的

特色。从柏拉图与苏格拉底在雅典集会场所展开辩论

的时代开始，城市已成为文明创新的发动机。“漫步

在这些城市，触目所及的只有人类的进步。”哈佛大

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在《城

市的胜利》（Triumph of The City）一书中这样形容

城市对人类的意义，“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和希

望所在。”提及一条线路能让人联想到城市乃至一种

文化精神，这才是一个成功的城市规划者。

而建筑，承载着人们对未来城市生活的无限憧憬

和美好愿望，所以其归根结底是为了居住舒心。

如果你科幻迷，总会发现电影中时常出现一种遮

天蔽日、硕大无朋的整体建筑。这并非为了视觉出击

而向科学做妥协，这种建筑类型在建筑学上被称为“巨

型结构建筑”，是一种功能复杂、尺度庞大，由多种

功能单元构成的集合体建筑。诞生于西方上世纪 50

年代末到 70 年代的一种集中主义城市思潮，将住宅、

商业、公共基础建设等集合在一座建筑中，实现资源

的最大集中。整合商铺、办公、娱乐等所有设施于一身，

那将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型城市，伟岸地直立于大地

之上。

那些居住在巨构建筑的人，可以真正做到足不出

户享受整套的服务。从小型医院到体育场、从菜市场

到服装店、你能想到的巨构建筑都能满足你。从早晨

起床的第一瓶牛奶到一天的工作，你都可以在建筑中

找到。如果你愿意，甚至可以一辈子都呆在这样的综

合体中。

ARCHITECTURE
GIANTE巨构建筑

未来之城

优角度2.indd   4 13-9-10   下午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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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 O N I C A L 
ARCHITECTURE

ARCHITECTURE
MOBILE

相比较于巨构建筑，仿生建筑更容易得到环境爱好者与

政府的支持。因为从某个意义上说，仿生建筑也是绿色建筑，

仿生技术手段也应属于绿色技术的范畴。它吸收动物、植物以

及一切自然生态的规律，主张改善生态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

保证，仿生建筑更讨巧于时代发展。

以 2010 年上海世博会来说，以色列馆的“海贝壳”、罗

马尼亚馆的“青苹果”、挪威馆松与竹、日本馆“紫蚕岛”，

都带有很强烈的仿生学应用。仿生建筑在其内部复杂的生物

学、植物学应用也是宜居的优质体验。建筑整体太阳能板可

以让你不再担忧电费，而生活垃圾则可以经由分解产生肥料，

真正做到零污染。自此告别甲醛环绕的居所，呼吸着绿色植物

的气息，成为一个城市中的“优享家”。而在当下，一些具有

仿生理念的“垂直农场”已经开始运营，已然成为仿生住宅的

蓝本。

2011 年 eVolo 主办的建筑设计大赛上，获得荣誉奖的“第

六区”成为未来住宅区的蓝图。此建筑物建于纽约市现存建筑

的上空。该建筑分为居民区和工作区上下两层，并且在两区之

间有一个公园。当然，这里的一切都将与地铁连通。

面对全球升温海平面上升的事实，倘若有一天我们不得

不面对《未来水世界》中所描述的情景，那么“家”这种地方

果真就不存在了么？答案是否定的，考虑下移动建筑吧，你是

说 2012 中的方舟？方舟在移动城市面前算小儿科了。

eVolo 杂志 2010 年度摩天楼设计竞赛的特别提名奖，

便属于一座可以移动的“摩海大楼”。这位马来西亚建筑学家

设计的大楼上层露在海面，而建筑主体则埋没于水中。建筑

主体上附着的许多根须则通过不断摇摆产生电能，同时诱捕

海洋生物为大楼提供各种食物。相比于马来西亚设计师的天

马行空，荷兰人实际的多，在开启的“FLOATEC”的项目中。

使用泡沫聚苯乙烯（EPS）承载建筑重量，在海面上建立起一

座座住宅区。而这种房屋造价的却比传统建筑便宜很多，花很

少的钱就能住上真正的“海景房”。

想象这样一幅美好的场景吧，周末时光，带上好友们找

一片平静的湖，利用可拆卸组合的移动建筑，搭上一个临时的

家。一边钓鱼一边看日落吹风，而坚固的泡沫聚苯乙烯则让你

免于风吹雨打，真正享受大自然的美丽。

仿生建筑

移动建筑

未来虽然触不可及，但它却时刻改变着你的生活。千百年来，人类从未停止对未

来之城的思考，从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到埃比尼泽·霍德华的“田园都市”，从

托夫勒的所谓“实托邦”到近年的“智能建筑城市”，一系列的假设、理论、主张和模

型无不探索着“城市如何让生活更美好”。

城市是人类文明革命的“载体”，而文明的力量如此强大，未来日记，值得期许。

未来日记·续

优角度2.indd   5 13-9-10   下午9:34



U - CITY 溪水潺潺间，御宴御席。步入御溪，临近逸郡，深入尚郡，踏着漕河泾拔地而起的

步伐，我们走进属于万源城的清风细雨。美丽红包的爱心才刚刚结束，7 月的夏令

营的星火又在传递，8 月份又是万源城欣欣向荣的日期，18 日御溪家庭日怡然自得

的气氛还环绕着业主心间，再掀起网球比赛的球童热心，城市的新鲜事每天都发生，

城开的故事愿意与您分享，邀您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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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JOY NATURE
 IN THE HUSTLE

A HAPPY LIFE IN URBAN CRADLE

繁华深处，静享自然
万源城，悦享幸福生活

古时，人们相悦、相携至白头，生活清淡

至悠然见南山，这样的生活也成为诗篇中常被

传颂的美好画面。当时光成为一道幸福桥梁的

引线，穿梭至今，社会的不断进步，现代化的

不断建设，住房越来越成为人们到达幸福彼岸

的现实问题。作为众人眼中幸福的基础，婚房

早已不是买不买的问题，而是何时买，买在哪，

买多大，怎么买的问题了。而对于白手起家的

年轻人，单靠自己的力量买房谈何容易，牵涉

其中的，还有爱子心切的双方至亲。于是，现

代社会中，两个家庭、六口人家共同选购一套

可以守候幸福的住所，渐渐成为生活美满的基

石，生活梦想的源头。

当所有人都在追寻幸福的时候，有一个

地方，却正在创造着幸福，这里便是万源城，

一个抬眼便能望见摩天轮的幸福城邦。

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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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IN THE HUSTLE
繁华深处的一抹自然

至上海什么最缺？除了土地，还有绿色！当大部分开发商致力于

研究如何提高亩产，如何将土地转化成价值时，万源城却在致力于还

人们一片绿色，一个健康、美丽、自然的居住环境。 

不得不说万源城是幸运的，坐拥最大片令人向往的稀缺自然资源，

规划中 10 万平方米的超大公园，无疑是上海目前最大的社区公园之一，

面积与陆家嘴中心绿地相当，在 PM2.5 肆无忌惮，绿色与我们生活渐

行渐远的今天，拥有一出门就可以享受的大大公园，又是多少人可望

而不可及的梦想？然而这还不是全部，万源城的规划践行“绿色、低碳、

节能”的环保理念，绿化率达到 50% 以上，让诸多别墅社区也可望而

不可及，社区内的景观由知名国际设计师的精心设计，罕见超宽楼间距，

让业主享受高层的视野。每天睁开眼睛，映入眼帘的，便是窗外的莹

莹绿意，花香伴着蝶舞，呼吸着涵氧空气的人们，心情也就随之纷飞了，

幸福还需要更多的理由么？

最初万源城的规划远景，是建造

上海西南的一座新城，这座新城以居

住功能为主，并融合商业娱乐，文化

教育和商务休闲于一体，打造国际一

流水准的现代化、综合性的城市高尚

生活中心。而如今的万源城，显然比

预期中的更加辉煌，再以“生活中心”

定义，只能说过于“狭隘”了，因为

如今的万源城俨然已经成为一个有着

立体式多功能现代生活模式，引领新

时代生活潮流的“微都市”。

从 2007 年至今，近 6 年的时间，万源城硬是把一片尚待

开发的区域打造成了一张区域名片，繁华的标地。而万源城成

就的，不仅仅是一个社区，一个板块那么简单，它早已不是一

个生活之城，而是有着优雅格调的，一个高于生活、幸福至上

的精神港湾。

一个城市生活功能“迷你版”，

简单的说就是一个集居住、商业、运动、

生态、自然、艺术于一体的整体居住

空间，是一种居住与自然、文化等融

为一体的现代新型生活模式。是人类

文明的最新梦想，是未来城市的发展

方向，“微都市”对各类资源特别是

社会资源进行空间重组和最优分配，

要兼顾社会生活的各方各面，要满足

人们从生理到安全，从情感和归属到

尊重，乃至自我实现等层次的需求。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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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OVER ONE MILLION SQ M 
  COMMUNITYIN DOWNTOWN  

市中心的百万城邦
万源城紧靠中环，与徐家汇、古北为临，它以 130 万平方米的恢弘，撑起了古美

板块的一片繁华。夜幕下，西中环万家灯火，一片阑珊，万源城散发的这一抹令人迷离

的流光溢彩，将徐家汇的璀璨和古北的繁华纵观相容融，磅礴之下，西上海出现了三

足鼎立的黄金生活圈。

这不是一个社区，而是令人向往的城邦，它以独有的国际韵味，吸引着城市精英

纷纷聚集。六个主题街区，只为满足不同人去的居住需求，当它们在这城市中心逐一落笔，

越来越多的人将收获幸福。

这不是一个社区，而是令人向往的城邦，它以

独有的国际韵味，吸引着城市精英纷纷聚集。六个主

题街区，只为满足不同人去的居住需求，当它们在这

城市中心逐一落笔，越来越多的人将收获幸福。

万源城规划了国际公寓、别墅、精装小户、企业

总部办公、大型绿地公园以及多中心的商业体系，

涵盖了跨年龄段、跨人类社会活动、跨社会不同

消费阶层的需求，集商业、住宅、办公于一体，

规模适中、体系完善，相当于一座小型的城市。

万源城尚郡实景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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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X THEME NEIGHBORHOODS 
OF URBAN CRADLE

M U L T I P L E  A N C I L L A R Y 
FACILITIES FOR A HAPPY LIFE

万源城 六大主题街区

多维配套，为幸福生活护航万源城·逸郡：万源城开篇力作，居住在城市，生活在公园。已入住。

万源城·朗郡：城市高级公寓，世界上海，国际万源。已入住。

万源城·尚郡：精装城市公寓，70-90 精装户型，菁英社区，限量热销。

万源城 C 街坊：大平层人居豪宅，万源城住宅收官力作，即将震撼上市。

万源城 A 街坊：10 万方城市公园，高标准绿地办公，特色街区商业。

1 万源城·御溪：纯白之上，不留浮华。城市私藏独栋别墅，绝版在售。

1

2

3

4

6

5

万源城位于闵行古美区，距徐家汇直线距离约 6.5 公里，距古

北直线距离约 5.5 公里，距虹桥机场直线距离约 6.6 公里。

轨道交通 12 号线工程线路正线全长 40.4 公里，起点为闵行区

的七莘路站，经顾戴路、漕宝路、龙漕路、龙华路、大木桥路、

陕西南路、茂名路、长安路、曲阜路、天潼路、东长治路、长阳路、

复兴岛（过黄浦江）、巨峰路，最终到达工程终点金海路站。12

号线工程所设的 32 座车站将先后与 1、2、3、4、6、7、8、9、

10、11、13 号线及规划中的 15、16、18、19 号线共 16 条线、

19 座站实现换乘。

交通：万源城与上海换乘点最多的轨道交通 12 号线（在建）顾戴

路站步行时间约 2 分钟，12 号线横跨闵行、徐汇、卢湾、静安、闸北、

虹口、杨浦等 7 大主城区，坐上 12 号线，便意味着可于 19 个站点与

16 条地铁无缝换乘，可自由穿梭全城。除此之外，万源城距中环线上

砸道口和沪闵高架不过数百米，社区周边顾戴路、莲花路更是进出上

海西南的要到，自家出行方便高效，社区外步行 5 分钟，10 余条公交

任选，多重出行选择，让生活倍加轻松便捷。

TIPS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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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ECT BUSINESS DISTRICT 
FOR A SLOW LIFE

HIGH-END LIFE ANCILLARY FACILITIES 
OF URBAN CRADLE CENTER

极致商圈，撑起惬意慢生活

城开中心高尚生活配套

上海协和双语学校是依托上海市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由协

和教育中心（集团）投资创办，设有国内部和国际部的九年一贯

制学校；荣获全国优秀民办学校之称号，并分别通过了世界文凭

组织和英国皇家课程的认证，成为一所致力于提供融合中西方

教育精粹，为学生提供多元选择的课程和发展通道的双语学校。

幸福，是需要什么，发现它就在咫尺之间。盈盈几步之间，吃喝玩乐，

衣食住行就唾手可得，完整的幸福生活，离不开一个功能完整的商圈，

不用为日常所需长途跋涉。万源城完善的商业配套让惬意慢生活不再

是奢望。

延万源路向南至沪闵路，坐落着上海城开旗下 50 万方商业综合体项

目城开中心，属于万源城外围商业配套。城开中心拥有约 18 万平方米的超

甲级写字楼、超 10 万平方米商业体及一栋五星级酒店，在上海西南片区可

谓首屈一指。

城开中心规划了上海西南片区旗舰的 IMAX4D 影院，还有超大运动体

验区及时尚 KTV，充分满足高端客群休闲娱乐需求。依据深入的市场调研

结果，城开中心采用商业聚合体的规划模式，工程条件及商业规划业满足

健康超市、零售品牌、时尚潮品、餐饮美食、户外健身、SPA 养生、时尚家

居等业态所需无论是早晨 7 点开业的早教培训等业态需求，还是营业到深

夜的 KTV、SPA 等在城开中心均能有序共存消费互补。全面满足全年龄层

的消费需求，实现一站式购物中心的理念。针对主力餐饮商家特别配置的

超千平方米的空中花园，时尚餐饮的前置规划。堪称豪华的电梯配置、超高

层高设计以及简洁主动线设计，不仅令商家兴奋不已，也讲为万源城提供

无与伦比的高端商圈氛围。

万源城周边的生活配套极为成熟，购物有南方商城、麦德龙；品

美食有茏茗路餐饮特色街等。而在万源城内，也规划了多个商业中心，

其中总面积 2.3 万㎡的万源城·乐斯生活会馆已落成开业。尚郡更独享

顾戴路、万源路临街商业。嘉壹、一兆韦德，味多美、联华生活馆、必

胜客、浦发银行、麦当劳、真功夫等生活所需配套一应俱全，无论是

充满浪漫情调的茶餐厅、美味的中外菜肴，还是琳琅满目的生活超市，

都为万源城注入了国际化生活元素。

     医疗教育：父母最大的希望，是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万源城与复

旦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仅一墙之隔，专业的医疗团队，不止能让父母对

孩子的身体安心，同时也能成为全家健康的保障。孩子需要老师，需要

玩伴，需要充满创意的玩伴和知己，万源城洞悉业主需求，除了特别在

社区内规划两所幼儿园，还与上海市一级一类学校——协和双语国际

学校签约入驻。不但为项目带来优质教育环境，同时也带动了区域内

的教育水平，在这里，国际化的一流教育将伴随孩子成长、成才。

TIPS

TIPS

P3
5 

 U
 C

IT
Y

优
城
记

万源城协和双语国际学校实景

万源城玫瑰派咖啡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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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8 日，御溪家庭日。步入这座西班牙

风格的建筑，还正是下午茶时分，幽幽静静

的院落坐落在万源城的中心地带，她有一个

官方的名字，叫做“中国国际会馆”；而私

底下，大家似乎更喜欢另一种诗意的叫法，

御溪会馆。绿茵正浓间，暑意已经消除了大

半，道旁花艺里，沁出别样的精巧与安逸。

顾目盼之，溪水潺潺，御宴御席，果不其然。

撰文 /Marvin 摄影 /jo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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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点下画出了各式各样富含童话色彩的作品，并在爸爸妈妈的陪伴下为漫

画涂上五彩缤纷的颜色。小至刚咿呀学语的宝宝、大至可以与大师“探讨”

画技的孩童，围在桌边，小脑袋涌动，欢声笑语映衬大堂的高幅绢画，融

境于心。

拾阶而上，二楼宽敞的会议厅里，御溪会馆请来了著名的经济学家、

高级经济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王德培先生与业主们交流经

济形势的发展，王教授幽默的语调与严谨的经济学态度拿捏得十分精妙，

现场气氛轻松又不失理性，在座业主不乏商业精英，都纷纷与王教授咨询

探讨起各自的观点与遇到的实际问题；而与此同时，妻儿们已在楼下开始

享用丰富的午茶，餐点饮品随意取用，厨房则已开始为晚上的自助宴做精

心准备。

讲座结束之后，仅有的一丝严谨也融入了节日的欢乐氛围，邻居间互

相踱步问候，家庭日名实相副。

8 月 18 日，原本是个很讨彩头又略显俗气的日子，

而对于御溪的家庭成员们，这里尽是欢怡，盈溢着讲究

得恰到好处的生活品味。在恬谧午后，友人二三，携眷

弄儿，这种休闲方式，才最为适意。在这里，御溪会馆

为业主家庭精心打造了一场“家庭日”欢乐派对，一次

珍贵的家庭间的交流，润而不腻，浓淡得宜。

会馆处在御溪的显眼位置，玉池喷泉、碧影绰绰，

依然是白色的墙面、丹红瓦砾，生动的石柱与台阶，敦

厚且有艺术美感，标志性的顶券门廊结合户外随意安置

的咖啡桌椅，若是再有几株橄榄树，这西地中海的风情

简直浓得化不开。服务生笑意盈盈，在“欢迎光临”的问

候之后，便引客进入视野开阔的会馆大厅。厅堂的明显

位置放置着家庭日的日程安排：与艺术家一起漫画涂鸦、

绘塑彩陶；与知名经济学家畅谈财经大势；与家人一起

试手 CASINO，舒心怡情，还能获得奖品；最后与友人

一起感受德国干啤的爽口快感……

移步厅左，孩子们已在加拿大漫画家皮尔·戴斯的

怡然自得——属于家庭的节日

URBAN CRADLE ROYAL HOUSE 
FAMILY DAY ON AUGUST 

精致温馨——孙女士与她的御溪生活

御溪是万源城的高端住宅。几年前，当御溪还在规划中的时候，孙女

士就开始留意这片区域了。其时，尚停留在纸面的设计与格局，便已让孙

女士萌生在此驻足的想法。而随着建筑逐步褪去遮掩，彤瓦粉墙渐露真容，

新颖又不失端庄，静谧安详，洁净的小道、绿植围绕的庭院、别具匠心的

小品……当每一个边角的细节都呈现在眼前的时候，孙女士就决定在这片

闹中取静的建筑中安家了。

孙女士从事法律工作，但并不让人觉得严谨，她气质自然、典雅知性，

笑声十分开朗，言谈中充盈着对生活的热情。居住御溪的这些日子里，小

区优美的绿化、安心的居住环境、管家式的贴心服务让孙女士十分满足。

而更让她倍感舒心的是每一天都会遇到亲切地与自己打招呼的邻居，这样

PEACE OF MIND 
– A HOLIDAY BELONGING 
TO FAMILY

DELICATE WARMTH - MS. SUN AND 
HER ROYAL HOUSE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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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祥和的居住氛围，让她重新找回了当今社会日

渐疏远的邻里之情，这在她之前居住过的小区里是十

分罕见的。

孙女士说：“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人，住在这样

一个社区都会觉得很舒服，因为它拥有一种重视人情

与人性关怀的社区文化。”

另一方面，万源城丰富完善的社区配套和优质的

教育资源也让孙女士十分钟意，孙女士有一个可爱的

女儿，时至学龄，未来将会在万源城的协和双语国际

学校接受高品质的教育，在整个社会都在为儿童教育

费尽心思的当下，这令她倍感安心。

而说起家庭日，孙女士又开心地打开了话匣，她

清晰地记得这样的活动之前也参加了两次，十分贴心，

不但安排了专家讲座分享知识，也丰富了小朋友们的

业余爱好，更为邻里、新老朋友之间的交流提供了舒

适惬意的场合，她和她的家人都喜欢这样的活动，认

为人与人的关系一定是需要这类活动来润滑的，而生

活也因此更有滋味和品质，身心都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上海城开对业主的关怀是全方面的，不仅在你

购买房子的时候，在售后服务、物业服务方面也十分

完善快捷，业主活动丰富有趣，格调也高；加上房子

的设计和质量十分出色，体现了一家大型开发商应有

的素质，这也是我们认可上海城开品牌的原因，”而

得知我们是《优享家》的采编团队后，孙女士说：“你

们的《优享家》杂志我每期都有看，上期采访的就是

协和双语学校的卢校长，你们做得越来越有意思了，

希望你们再接再厉。”

日常的工作与应酬已占用了人生过多的份额，待

得静下心来细细品味生活时，往往发现“余额不足”。生活如此宝贵，每一刻都没有付之随

意的理由。粗放显然已经不适合追求精致的年代，而过多地关注细枝末节又会溜走寸寸光阴，

既然对待财产这样的身外之物都需要一位合格的理财师，那宝贵如生活者就更需要一位优

秀的打理人了。

打理生活，让它更纯粹，剩下的就是好好地享受了。

深入万源城，就会知道精英化的团队能够提供怎样的专业服务。从规划布局到功能设

置，整个万源城片区基本可以满足全年龄段、全方位、高品质的生活配套需求，餐饮茶憩、

休闲娱乐、康体美容、医疗教育、电信银行……称之为“城”并不为过。

入住万源城，成为万源大家庭的成员，便能感受城开服务团队如何竭尽所能。世上所

贵者，惟细心与认真，他们体现在交房时的踏实感、入夜后的安全感、出行时的便利感、交

往时的亲切感……在御溪家庭日，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两个小伙伴：一次交流、一次分享、

一次娱乐、一次晚宴，自然惬意地构成一幅画面，无任何不适与唐突，因为细致处已然经过

打理，举手投足之间，纯粹的享受总让时间如按了快进一般加速溜走。

万源城一贯的理念，就全心全力地为业主打理这些的细枝末节，给予业主如家人一般

的纤细关怀，成就生活与情感的归属——能够挡风遮雨的只能称之为房子，只有赋予了生

活的气息和情感的寄托，房子才能成为家，一个让心脱离烦躁的净土，让爱人沉浸甜蜜的

空间，让孩子勇于前行的基础，让老人终身所盼的归宿，让自己优享一生的安宁的地方。

理想生活——做生活的优享家

IDEAL LIFF - ENJOY YOUR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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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火燎原”出自于《尚书·盘庚上》，“若火之燎

于原，不可向迩。”一点点小火星可以蔓延大片原野，象

征新事物蓬勃的生命力。如今孩子则是那“星星之火”，

外来务工子女追随父母脚步来到上海，更需要社会更多

的关注。暑假期间理应是孩子们休息放松的时节，而如

今的他们大多面对空荡荡的家庭，焦急等待自己父母的

归来……

爱心点燃星火：
万源城公益夏令营完美收官

URBAN CRADLE 
COMMONWEAL CAMP ENDS

万源地产始终站在公益事业的制高点，十年以来坚守公益事业。“关爱儿

童、关心教育”是我们一直贯彻的理念。从 7 月 8 日到 8 月 10 日，来自上海城

开·万源地产、牵手上海志愿者服务中心、香港理工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明德公益基金的 50 名志愿者为 53 名外来务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们开设了包括

课业辅导、户外实践、绘画、手工、品格等课程。

在为期一个月的共同生活中，通过我们的努力与孩子们的热情参与，顺利

结束了“万源城公益夏令营”活动。将爱与温暖倾注，感召孩子们心中萌发中

的希望，与孩子们共绘“城·人之美”的美好愿景。

为了给孩子们带来更优秀的辅导，香港理工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生志愿者

在上岗前都进行了集中培训。这些哥哥姐姐们认真培训的样子，至今仍为孩子

们起到表彰作用。经过精心的筹备，活动于 7 月 6 号一场“家长会”中拉开帷幕。

四位可爱的志愿者班长“走马上任”，自此每个孩子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家”。

53 名孩子在志愿者的悉心指导下，参与了包括课业辅导、英语、阅读、户

外实践、绘画、手工、品格、电影时间等课程的学习。夏令营第二周，来自闵行

民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们跟上海财经大学和上海应用技术学院的志愿者大哥哥、

大姐姐们玩成一片。每天都有固定时间做暑假作业，还有哥哥姐姐在一边认真

辅导。在一个月的集体生活中，孩子们结交了许多新朋友，学到了新的知识，

收获了多样的经历和美好的回忆。

结营时刻，孩子们更是奉上了一出真正意义上“自导自演”的送别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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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彩排、现场执行，到主持、演出、谢幕，全部都

是由孩子们来担当来完成。当看到他们羞涩又略带

紧张地站在聚光灯下，之前那个不爱说话的孩子摇

身一变，为自己的父母、老师献上最完美的谢礼，

现场许多家长都洋溢着欣慰的笑容。《两只老虎》

独唱伴舞、少林长拳武术表演、《春暖花开》合唱、

《虫儿飞》的小组唱、T 台走秀、《西游记》小品等

让观众不忍放下手中的摄像机。一边为孩子们稚嫩

的表演笑得前仰后合，一边为孩子们的成长感到开

心。

此外孩子们也用自己的双手画出一幅幅自己的

梦想：粉红象、尖顶房子、小蝌蚪、憨态大熊猫……

有梦想便有前进的力量，孩子们的彩色画笔是最宝

贵的宝藏。在孩子们努力的同时，我们也在万源城

乐斯生活会馆嘉壹超市，为小朋友们挑选了书包等

精美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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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 源 城 公 益 夏 令 营”自

2011年第一届夏令营开办以来，

顺利迈入第三年。为周围社区的

外 来 务 工子 弟 3-4 年 级 学 生开

设的项目，旨在让孩子们通过体

验式学习促进来沪青少年独立学

习、安全自护，让学生们更好地

融入这座城市。8 月“乡村教师”

公益培训、9 月“小小摄影家”

想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万
源地产官方微博 @ 万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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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影展将按照计划陆续开展。

“万源星火”作为城开集团“城

开公益”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

也将通过我们微小而坚韧的公益

努力，实践城市与人的和谐美丽。

在公益的田野里，我们每个人既

是种子，也是园丁。我们帮助他人，

也感受着他人带来的阳光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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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爱传承，星火闪耀 
2013 万源城“乡村教师公益培训计划”顺利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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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让乡村教师先飞翔起来，他们才能

带着乡村的孩子们飞向更广阔的世界。”

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爱，一定有一方主动伸

出援手，温暖才可以互相感化、相互传递。在

2013 年 8 月，上海城开·万源地产联合中国民主

促进会闵行区委员会、上海万源城协和双语学

校针对“乡村教师”这份恒久的主题和群体发起

了“乡村教师公益培训计划”。

这次活动邀请安徽六安城开希望小学、贵

州省黄平县重兴乡九年制学校、贵州省黄平县

重安中学的八名优秀教师来沪参加闵行区教育

学院举行的暑期教师培训。并通过 22 日举行的

教育座谈与我们分享“教育与教师”的积极意义，

呼唤社会各界对乡村教师的关注，对乡村教育的

重视，对就学儿童特别是乡村留守儿童的关爱。

PASS THE LOVE 
URBAN CRADLE “RURAL TEACHER PUBLIC 
TRAINING PROGRAM” RUNS SMOOTHLY

万源城“乡村教师公益培训计划”为期六天，

根据来沪八名教师的执教学科及关注重点，有

针对性地为每位老师提供了个性化的培训课程。

在分享《明晰教学目标，夯实语文基础》等基础

性课程的时候，也有《花鸟画中的构图与意蕴》

等素质延伸课程的授意，让教师们放松身心，也

可以将这样的志趣传达给远在山区的孩子。考

虑到此次参与培训的也有来自安徽城开六安希

望小学以及贵州黄平县重安中学的校长，培训还

开设了《“茶馆式”教育》等深入课改前沿的课

程，开拓视野的同时，将城市比较前端的教学理

念带入相对交流不方便的山区学校，体验更为理

想的教学方式。据闵行区教育学院的副院长金慧

频老师介绍，本次闵行区暑期教师培训面向闵行

区的 1000 余名教师，由特级教师和研训员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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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CRADLE “RURAL TEACHER PUBLIC 
TRAINING PROGRAM” RUNS SMOOTHLY

培训。相信通过培训能给安徽和贵州的老师带来崭新的视野

和前沿的教学理念，也能增进皖黔沪教师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22 日下午阳光争暖，清新有逸。在万源城商业中心的

Rose 西餐厅，还安排了“同享阳光、共助成长＂ 2013 万源

城皖黔沪教师座谈会，邀请三地老师共同针对乡村教育这一

话题展开沟通，为后续更好地帮扶乡村教育、乡村教师、乡村

学童提供支持。

中国民主促进会市委副主委吴毅先生、闵行区教育局王

浩局长、上实城开集团执行董事兼副总裁黄非女士出席座谈，

万源城协和双语学校卢慧文校长主持。会上嘉宾们畅所欲言，

一致认可这为期 6 日的学习与交流活动，加深了自己的专业

知识的同时，也将更多的人生体验带回自己一直奉献教育的

地方，纷纷表示要把活动向更多的青年教师敞开，并建立三

地教师沟通长效机制，把“星星之火”的公益，努力变成转变

乡村教育理念、提升乡村老师技能的“燎原之势”，把教师培训、

送课下乡、远程教育有机地融合，真正相扶相助，为乡村教育

奉献自己的一份努力。
“乡村教师公益培训计划”是 2013 上海城开·万源地产提出的“万源星火”公益

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万源地产还将围绕“关爱儿童·关注教育”这一公益理念，继续

于今年 9 月开展针对民工子弟学校的“小小摄影家”公益课堂活动。上海城开集团也

将于 8 月底赴安徽六安参与援建城开希望小学新校舍的落成典礼。

安徽六安城开希望小学是 1996 年由上海城开集团援建，设立在安徽六安县也是

大别山区域中心城市。这片土地山青水秀，绿意葱葱间，人文艺术景观也为这个地方

平添更多姿色，成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同时，也记载着英雄事迹的洗礼，但发展文化最

为重要的基层教育最为核心的教师素质和教师资源在社会一步步发展中仍然明显的

力不从心。

十七年来，当地教育硬件基础在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下得到了显著提升，城开

集团也将继续坚持社会公民的企业责任，力所能及地为乡村教育作出自己持续的努力，

用这样的方式也可以培养他们对社会的一份责任，也是类似援助的一份心愿，可以让

远在贫困线以下的孩子们在社会的关怀下用心学习，安心成长，将爱心传递，使星火

在点点滴滴下用心栽培，闪耀、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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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儿子在同样的拍摄地，用数码相机，记录下了当下上海这座时尚之城、

魔幻之都的现代繁华和生活水准……这种视觉和感官的冲击，让作为新上

海人的我，得以对这座城市的文化演变和市民的秩序井然，有了更深的理

解。

提及这段印象的引述，是在我的记忆里，几乎没有看到城开关于其项

目的展览、展示及相关宣传。在那一次短暂的邂逅过后，我的心中形成了

对城开企业公民意识的初步认识——大爱之心，不在当下。

后来与城开一同参与公益活动，不得不再提及一个小小的片断。一

作为上海城开的公益序列之一，2013 万源城“乡村教师公益培训计

划”已于 8 月 22 日顺利举行，本人有幸以“牵线人”的身份，参与了本次

公益项目的初次筹备和“2013 万源城皖黔沪教师座谈会”，作为万源城

的公益常客，感动之余，感触颇深。

作为媒体人，首次接触万源城的公益活动，是在 2006 年的一次城市

摄影展上，每一张黑白、彩色的“同景图片”，刻画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历

史变革和城市变迁。她们邀请的一位上海摄影爱好者、一位老先生，用胶

片镜头记录了几十年前上海的城市旧貌和弄堂里的市井文化，多年后，他

爱心之城  开往未来
2013 万源城“乡村教师公益培训”感受

IMPRESSIONS OF URBAN CRADLE “RURAL 
TEACHER PUBLIC TRAINING PROGRAM”

CITY OF LOVE 
TOWARDS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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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张嵩 上海天天新报传媒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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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上实城开集团执行董事兼副总裁黄非女士在与我的交谈

中，得知我在贵州黄平县重兴乡的一些贫困儿童资助活动，

黄总颇有兴趣，甚至萌发了将她的儿子交付给我，带到贫

困山区体验生活的愿望……虽未成行，但从这个小小的片

段开始，让我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感受到了这位大姐、

这位城开人，带领着她的万源团队，在公益的路上执着前行。

我参加过上海城开·万源地产的“孤残儿童助跑”、 “上

海城开世博日”、“ ‘万卷有源 全城有爱’爱心捐书助学”

等活动，在万源地产的一系列公益活动中，我有两点感受

最为深刻：

一是上海城开·万源地产，一直秉承并践行着企业公

民的责任，企业获取合理、合法的商业利润的同时，不忘

企业所应承担的社会职能，那就是合理回馈社会，当然，

城开选择了孩子的教育和成长，这是可以涵盖过去、现在

和未来的课题，城开非常看重这个公益领域的可持续性。

其次，企业的文化创建和员工公益意识的塑造，和企

业带头人是密不可分的，上实城开集团执行董事兼副总裁

黄非女士，作为万源城超大项目的企业舵手，既是一位慈

爱的母亲，又是一位友善的大姐，更是这么多年来，这一

系列“万源星火”公益活动的领头人和执行者，在她的感

召和感染下，万源的团队成员每一个都是践行大爱、乐善

好施的“小伙伴”，无论是四川泥石流、雅安地震，还是

贵州那一次爬山涉水的捐书活动，都能看到黄总和小伙伴

们积极行动的身影。

在多年与上海城开·万源地产的公益“零距离”中，我

一直认为，万源地产是一座“爱心桥梁”，她们集合了这

座城市最优质的企业力量和教育资源，把两个世界、两个

城市的景象，通过企业自身力所能及的方式，串连到一起，

比如：智障或孤残儿童，由于先天的疾病 , 缺失了父母给

与的温暖，不能象更多的孩子那样，拥有一个健康、积极的童年。城开人就通过结对子

的方式，让这些先天缺陷的孩子们，也能够像更多的孩子那样拥有着幸福的童年和温暖。

再比如，她们通过走出去、接进来的方式，把那些贫困地区的老师和孩子接到上海——

这样一个让全世界的小伙伴都无不惊呆的城市，让老师和孩子们能够看到国际化大都

市的琼楼林立、都市繁华，期望这些孩子们能够通过看到更好的世界开阔眼界并且更

努力的学习争取自己的未来，让老师们能通过企业本身的作用力——牵线搭桥，嫁接

上海最好的学校师资力量，让两个世界的教师们有交流和学习的机会，惠及更多的乡村

老师。

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做一次公益，易！常年坚持做下去，难！

一个企业不可能穷尽所有资源，参与到无限的公益活动中去，就像黄总说的那样：

我们其实也没做什么大事，尽企业的绵薄之力而已，但我们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相信，这次“万源城乡村教师公益培训计划”，如果有 10 位乡村老师在这次培

训交流活动中，获取的教育（方法）养分，必然就会有 20 位、30 位收益，甚至有更多的皖、

黔两所贫困地区学校的老师们能够得以分享、借鉴，以点带面，只有老师们的教学方法

得以科学的升华，才能让当地更多的孩子们获得更多、更科学的教育养分！

万源城就是一座“爱心之城”，这列以孩子成长和教育为培育重点的公益列车已

经开了很多年，衷心祝愿这股爱的源泉，源远流长！

最后，我作为来自贵州的新上海人，谨代表这次来沪参与培训的贵州籍乡村老师

们，向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市委员会、闵行区教育局、万源城协和双语学校表示最由衷

的感谢，我坚信，即便是几天短暂的交流培训，这些老师们已经收获良多，他（她）们

一定会带着上海人满满的关怀和爱，带着最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为当地更多

的乡村教师和孩子们带来福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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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开少年，大师梦想
—— 上海 ATP 球童选拔赛

URBAN DEVELOPMENT 
YOUNGSTERS PURSUING A 

MASTER DREAM 
SHANGHAI ATP TENNIS TRYOUT

网球 .indd   2 13-9-10   下午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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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西奇从球童生涯中找到自己

的梦想；布雷克同样由球童开始登

上世界排名第四；甚至费德勒也花

费了十年时间，完成了由球童到大

师的转变。如今一群城开少年们正

追逐着巨星的脚步，从球童做起，

向着自己的目标前进。

8 月 28 日下午，由上海市体

育局、上海城开集团主办，“城开会”

会员专享的“城开少年 大师梦想”2013

国际网球赛事球童招募活动，在卢

湾网球场举行。此次招募活动获得

了上海市体育局竞赛副主任杨勇

先生的大力支持和网球 123 的鼎

力协助。活动将从所有报名参加的

12-17 周岁青少年中选取最为优秀

的 4 人，担任上海劳力士大师赛的

URBAN DEVELOPMENT YOUNGSTERS PURSUING A MASTER DREAM

球童，除了给予城开业主家庭的孩子们更多接触社会、开

阔眼界的机会外，也再一次地宣传、推广了网球这项国际

运动，让更多的孩子们了解、接触这项运动，储备更多的

网球人才。

此次招募活动是十分严格的，为确保入围的孩子能

胜任国际赛事球童这一职责，主办方开设了体能、反应、

喂球、速度、专业知识等专项测试及模拟赛事训练。测试

本身虽具有一定难度，但教练总是引导大家去体验其中

的趣味性，可谓寓教于乐于。“一场网球比赛的用球是几

个？”“‘towel’的中文意思是什么？”……有些问题的难度甚

至会让大人面红耳赤，而跳绳、折返跑这样的体能测试也

是实打实地考验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在模拟训练中，教练

员们更可谓下足了功夫，亲自上场示范、演练标准动作并

开展专业指导，“太慢了！边线球童赶紧喂球！”“比赛开始

时就不要进入球场捡球！”……教练威严的声音回荡在网球

馆内，指引孩子们的行动，城开的少年们也走出了起初的

腼腆不适、无所适从的状态，开始奋勇争先、独当一面，

这让在场边加油助威的家长们激动不已。

由于本次活动对青少年的成长经历具有不凡的意义，

受到了众多业主的广泛关注，不少业主希望能让他们未

达到年龄要求的孩子也能参加。对此，城开会在选拔场地

的另一侧，设置了一处体验区，让这些尚显稚嫩小朋友们

接受网球 123 教练们的启蒙指导，并观看大哥哥大姐姐

们的选拔过程，好好学习，为长大后做准备。

经过竞争激烈，最终四位少年成功地从众多选手中

脱颖而出，即将在星光熠熠的 2013 上海劳力士大师赛中

为大师们担当球童。而不论是否入围，参与的选拔孩子们

都对本次活动表示了自己的认可，在读初中的余书羿小

朋友：“这么难得的机会，即便和上课有冲突也会去体验

一下。”已经有过一年网球训练的陈嘉诺小朋友：“很喜欢

网球，这次活动学到了很多不知道的知识。”贾思玥小朋友：“没

入围球童队伍挺可惜的，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做的

更好。”活动结束后，城开少年们围绕这闪耀的“白玉兰”ATP

奖杯合照，也许若干年后，其中的某一人会再次捧起这象

征着网球至高荣誉的奖杯——以冠军的身份，让我们在

接下来的赛事中期待他们的表现吧！

上海城开多年来始终大力支持上海网球事业，今年

更以“公益网球”为切入点，着重推广这一国际运动在广大

青少年群体中的发展。通过运筹集团的资源，城开让更多

的孩子能与网球活动“亲密接触”，甚至与大师巨星们“同台

竞技”，在实践过程中提升综合素质，迅速成长，为他们

人生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是孩子们的荣耀，是网球事

业的荣耀，也是城开的荣耀！

在未来的日子里，作为拥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公民”，

城开将持续举办诸如此类的公益事业，欢迎城开会会员

及社会大众们的关注及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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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包飞扬，寻找城市正能量
“有一种情，叫做回家；有一种爱，叫做奉献；有一种回忆，叫做春运。春运志愿者义无反顾地

帮助帮助旅客，任劳任怨，那天的天气很冷，但我没有感觉到寒冷，在这看似冷漠的社会，是

你们送上了温暖，谢谢你们。”

SEEKING URBAN
POSITIVE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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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中一名志愿者背着一位老者在火车

站且缓且行，老人沧桑而慈祥地伏在小伙背上，

青年嘴唇轻启说着“饺子、今年收成、老父亲”。

上海火车站人头攒动、老者闻之泪眼婆娑，不

曾想到一个异乡人却能跨越年龄触及自己最柔

软的地方。“咔嚓”网友将这个画面定格，纵然

是朔风凛冽、温情却依旧可寻、“正能量”在这

个城市萦绕，浇灌着漠然的人心……

上 实 城 开 于 5 月 30 日 18:00 - 6 月 20

日 18:00，在微博平台上举行了 # 美丽红包 #

活动活动。拍下身边的“正能量”瞬间，以 # 美

丽红包 # 为标题，配予照片背后的故事。并将

这条相信发布在新浪微博上，让周围的人点赞

并参与进来。在活动结束后，城开会根据照片

的质量、照片的故事、照片的人气等维度甄选

获奖者。一等奖一名：分享着和当事人分别获

得拍立得一台。二等奖十名：赠人玫瑰手有余

香，二等奖每人获得资生堂的护手霜一支。参与者皆有奖：每位参

与者都将获得小勋章等贴心小礼。

老者碰瓷跌倒却拉好心人垫背、少女热心搀扶孕妇却造杀害、

好心拯救落水游客却无一句“谢谢”……这个社会虽然会有让人心

寒的事情发生，但却不能掩盖人心向善的基本出发点。我们需要这

样一些人，他们为日渐冷漠的世界注入阳光。我们需要这样一些人，

他们让我们相信这个世界的美好和真诚。

所以，让我们一起寻找这样一些人，寻找这些“好人好事”的

当事人，寻找热心公益的参与者，寻找志愿者们的笑脸 ...... 给他们

一个温暖的抱抱和一份美丽的奖赏。

为环卫工真诚地撑把伞而不是为了作秀，“爱心”从不需要有预

谋的导演而出。帮邻居顺手带下垃圾、自己遵守秩序为别人减少

不必要的麻烦、保持电梯开门状态直到一个行动迟缓孕妇顺利进

入电梯。大爱无言，那些正能量从来不需要言过其实的渲染，反而

是细节之处见真情。此次微活动中也不断涌现了许多让人感动的

画面。

“社区志愿者皮姐带着慰问金和端午节礼物看望孤寡老人陈婆

婆，临走时，陈婆婆拉着皮姐的手深情的说：‘我没啥文化，可是我

内心跟别人一样，被你们感动。我送大家一句最朴实的话吧——

好人一生平安……’”

“绿色给我们捎来了春的气息，带来了春的心境与期盼。绿色

大家庭的成员们以不同的形式，呵护着人类的生命；我们为何不献

出一点点爱心，去呵护一下在呵护着我们生命的生命呢？愿爱心普

照绿色，愿绿色充满世界！“

这些无言的温情不断传递着“城市与人和谐相处”，不管是慰问

还是植树，只要带着一颗炽热的心去帮助他人，总会收获良多。虽

然“红包”已经送完，但是正能量永不消逝！城开将代表正能量向世

上的冷漠宣战到底！

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 @ 上实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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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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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 CLUB 过健康、优雅的绿色轻轨生活，离不开环保、适合散步的静幽街道，逃不了街边美食的诱惑。

这期的优乐生活，我们将带着大家深入清淡世家天天渔港，品品粥品带来的清爽，喝喝

绿茶送您的清香；再溜达到附近的当代艺术馆，看看年轻艺术家们的创新与能量；奔波

过后，再来到商业区域的奢侈品地带品味它的精髓，转身又想念在家难得的清净；最后

拉上年轻的故友们随着地铁沿线踏进潮流的前行线，串门城开会联合商家，无论是乐活、

街面、美食、艺术、奢侈、声色都找到属于你的轻松生活姿态。

优
乐
派

卷首语.indd   4 13-9-10   下午9:32



THE TASTE OF CASUAL LIVING 

FILLS EACH MOMENT OF BREATH.

卷首语.indd   5 13-9-10   下午9:32



柏林、夏季某日、零碎急促的阳光，凌乱闪过的街景。一个德国女孩在街

头奔跑，火红头发点燃沉默的人群，用运动原欲驱使身体前进，摈除一切

世俗纷扰。人们退让至一旁，嘴里默念：罗拉、快跑。

撰文 /Jericho  摄影 /Joey  设计／ kris

城市测绘家 : 用脚征服世界

URBAN MAPPER
CONQUER THE 

WORLD WITH FEET
conquer the world with feet

STREET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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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少年一样飞驰
RUN LIKE A TEENAGER

影坛中最经典的跑步桥段要数《阿甘正传》，“Run 

Forrest, run!”这句话曾经百转千回激励着处于低谷的

人们。从越战战场到橄榄球球场，阿甘用自己的步伐、

汗水丈量着自己的价值。当片头那片轻羽飘然而至时，

娓娓道来的不仅仅是享受生活的静谧，更多的则是永不

妥协的抗争。跑步始终给人激昂澎湃、血脉喷张的感觉，

这大概由于我们继承了太多祖先“不安分”的因素。从

直立行走的那一天，我们就必须用两只脚跑得过四条腿

的动物，只有这样才能猎食、活命。

而热爱跑步的人，也会比普通人更有魅力。他们纤

细健康的躯体不单单承载着紧绷有致的肌肉群，更多的

则是内在坚韧的品性。他们眼神时刻能保持锋利、他们

步伐时刻稳健毫不迟疑、他们处变不惊游刃有余。如果

你在街上遇到这样的人，他多半热爱跑步，不用问他年龄，

如此一般飞驰的都是“少年”。

虽然大多数人无法像专业运动员一般追求极限，但是慢跑还是许多城市人的选择。为何要慢跑？它

让你减肥、防止骨骼肌肉退化、抵抗疾病……虽然跑步伤膝，人们依旧能列举出一百条慢跑的优点，让天

平向着“有利”倾斜。

古人有云“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而当一个人能认真思考思考跑步这件事时，只有两种情况，一

种是喜欢跑步，另一种则是讨厌。大多数人对跑步都是心怀恐惧的，因为这种运动了然无趣。即便如此

许多人仍时刻思考着“奔跑”这个字眼，乃至跑步已成为治疗心理疾病的一种方法。“跑步者高峰体验”

研究证明，在跑步过程中会释放一种物质让你产生一种幸福愉悦感。

世界上有许多知名的慢跑城市，迈阿密海滩上慢跑的比基尼女郎、香榭丽舍大道上晨跑的上班族、

滨江大道上快步疾走的年轻人。从小说家村上春树到前总统小布什，都是狂热的跑步爱好者。每个城市

都能找到热爱慢跑的人，他们不相信互联网可以带来切身的愉悦；宁愿让汗水浸湿衣衫，而不愿坐在电

视前嗑瓜子；喜欢用自己的脚丈量城市的尺寸，而不是看一张简单的“城市地图”。

GO TO BED LATE AND GET UP 
EARLY; OFTEN TAKE A WALK 
OUTDOORS 夜卧早起，广步于庭。

美食族.indd   7 13-9-10   下午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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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下的地图
MAP UNDER FEET

属于上海的专属地图，如今在许多跑步爱好者的“丈量”下越发显

得完整。最佳慢跑地点当属塑胶跑道，而开放性大学是绝佳的跑步地点，

容易掌控的里程数加上地面缓冲可谓跑步者的圣地。其次公园也成为慢

跑者的不二选择，大宁灵石公园里面有非常适合跑步的跑道，路上还标

上了方向和距离，有 2.85 公里和 3.2 公里两种路线可供选择。此外光复

西路领事馆区：梧桐树参天、车流量少、环境优美，在这儿跑步还能遇

到不少外国跑步爱好者。喜欢小资情调的话苏州河沿线是个不错的选择，

从祁连山南路北翟路交叉处一直跑到外白渡桥，共 16 公里。苏州河连

同微风，你大概不会愿意停止你的脚步。

如果你在闵行区，属于你的慢跑地图就丰富多了。做为摩根大通企

业竞跑赛场地以及 NIKE“Lunar Run”疯狂夜跑的聚集地，徐汇区滨江

大道绝对是慢跑者的天堂。没有高楼大厦的视野阻隔，浦江之景让人心

旷神怡。而到晚上，两岸灯火通明，游轮循着水流来回穿梭。偶尔的汽笛声，

刺破宁静的黑夜。倘若跑累了就在江边寻一个木凳，看看你不曾留意的

城市，想必也会颇有所得。

美食族.indd   8 13-9-10   下午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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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距离城开中心不远的闵行体育公园，同样是不错的选择。公园内

跑步环境优美，空气质量好。更重要的是有不同规格的跑道，小圈 2 公里、

大圈 5 公里，能让不同体能的人都得到满足。如果懒得出门不妨在莲花

路上慢跑，上海市以花命名的最长道路——莲花路全长 19 公里。如果

每周跑三次，持续一段时间后，就可以考虑参加马拉松了。

城市夜跑是夏夜的运动，星空下，夜跑族们头戴耳麦，肩挂毛巾，

腰间别着计步器，脚蹬专业跑鞋，有节奏地匀速跑步。不把自己禁锢于

健身房跑步机上，感受奔跑在城市的夜景中，享受风和速度带来的激情。

跑在江边，一边享受清风徐来的惬意，一边与跑友们海阔天空聊天，

心血来潮时比赛一下，体验速度的快感，是生活中最简单和纯净的快乐。

（一）你是不是超重十磅或十磅以上？ 

（二）你抽烟吗？ 

（三）你希望永远减轻体重，永远停止抽烟或两者都做到？ 

（四）你是否担心你有一天会得心脏病？ 

（五）你是否希望减少得心脏病的风险？ 

（六）你是否感到身体不如以前了？ 

（七）你是否希望恢复过去的样子？ 

（八）你是否希望你在进行目前数量的锻炼的情况下感到更舒服？ 

（九）你希望睡得更香吗？ 

（十）你是否希望能够在减少睡眠的情况下生活得很好？ 

（十一）你是否希望感到更轻松？ 

（十二）你是否更愿意单独一个人或者同一个密友度过一个夜晚，

而不愿意参加一个大集会？ 

（十三）在大集会中你是否感到自己象一个外人？ 

（十四）当你是单独一个人的时候，你通常感到高兴吗？ 

（十五）你是否足够自信，使你在自己似乎跟其他人有所不同的时候，

毫不介意？ 

你的回答如果有十二个或十二个以上“是”字，跑步对你来说是适

宜的；如果你的回答有八个到十一个“是”字，你大概能够享受跑步的

乐趣；如果你的回答有五个到八个“是”字，那就不保险，但是值得试一试；

如果只有四个“是”字，或者更少，那么成功的机会就很少了。

02: 耳挂式运动型耳机01: 运动型手表

TIPS 跑步测验表 

美食族.indd   9 13-9-10   下午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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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久前，你听着姥姥吟唱着老上海轻棉的小调，修长的银筷夹着老巷子里的

味道；也有这样一群拥有浓重怀旧情节的人，晨起听歌，海边漫步，一说起味

蕾，总记起那时渔港飘香。

你从桥对岸走来
天天渔港，茵茵清淡世家

－与黄楚清先生小聚

撰文 /Yolanda  摄影 /Joey  设计／ kris

 YOU COME FROM 
THE OTHEREND OF 
      THE BRIDGE

美食族.indd   2 13-9-10   下午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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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式小调——自由芬芳

虾仁蒸饺

怀旧情结——海派“咪”道

HONG KONG
STYLE FREE AND 
FRAGRANT

TASTE COMPLEX 
SHANGHAI STYLE 
LIGHTNESS

香港因为其特殊的历史，以其包容开放式的

国际心态，讲究礼数的尊贵心理，形成越来越融

合的典雅氛围。生活上的细腻与精致随着物质的

越来越满足，而愈发讲究。而 80 年代的香港如瑰

丽的夜色玫瑰，以其饱含多姿的面容着急地伸展

自由的芬芳。

香港土地，容纳着来自不同区域的人，容纳

着不同国家的不同品味。世界各地的美食于香港

均十分常见。但乐观的民族自然有它自信的优雅

方式，香港人的机敏让他们懂得以最知性的方式、

体贴的表述方法、融洽的和乐氛围、较为细致的

平和心理经营着他们的世界。经商氛围浓重的港

人，讲究推陈出新与融合贯通，一如香港的饮食

文化，这个被视为东方和西方饮食文化交汇的地

方，发展出了一个揉合中国粤菜和西餐的饮食习

惯，于是，在香港人的餐桌上，也会出现粥品与

刀叉同局一锦的妆扮。

80 年代的上海，莺莺软语，包容的开始。

对于现在提起上海的饮食文化，大多数人都充满了怀旧的思绪。因为国际化的充

斥，上海越来越丰富的佳肴满足世界不同地区在这片土地定居的人。然而，最有上海

饮食最为新鲜的年代，还是出现在 80 年代。

如今的黄楚清先生依然保持着清晨起早的习惯，依然拥有年代初创业者的开放

气度。天天渔港作为首批在上海“定居”的外来饮食，遥想当年，黄先生依然乐此不

疲的提及，那是属于年代的记忆。中国餐厅自始至终以味蕾取胜，取不尽的食材搭配，

想不尽的药食同疗，让“进口有益”也成为美食追求的一部分，却很少对环艺装饰、

步调秩序加以修正，港台文化正好弥补了这一点。

很多“老克勒”们现在还保持着清晨在天天渔港吃早茶的情节，早上携着老伴儿、

子孙们到厅堂里坐一坐、聊聊天、喝喝茶，再吃口富含弹劲儿的面皮虾饺，喝上一碗

精心熬制的虾仁粥，服务员还不忘及早地递上一杯山茶香味的绿茶……当年上海滩上

多有优越感的姿态又环绕在心间。许多有过资质的人都记得初到上海的天天渔港，装

饰华丽、服务亲切，还有直接取材可以看到新鲜海鲜的大型玻璃鱼缸、精致的推车上

可以招手即取的粥品，快速、健康、新颖的港式方式曾经作为上海有名的谈资，让街

坊们翘首以盼，总想过来享受一把的餐厅。

黄锋华是天天渔港的第三代厨师，在天天渔港已经 25 年，因为资质与他随和的

性情，周围的人都会唤他为“锋哥”。每一代的精华延续、每一盘菜式的创新更替是

否保持传统又存有突破，已经成为总厨需要常常挂心的事情。由于我们没有事先通知，

便突然袭击厨房，却没有让任何一位工作人员惊诧或者忙乱，井然有序地做自己的事

情。整洁、干净、毫无油腻是中国餐厅难得的卫生，但若要看到凉爽、国际化、新鲜

蔬果的色泽，更让人眼前一悦。

天天渔港创始人黄楚清先生

美食族.indd   3 13-9-10   下午9:40



一直新颖——创新并延续

咖哩蟹

KEEP NOVEL 
INNOVATING AND 

CONTINUING

如今快节奏的生活，让年轻的人慢慢从众，开始品尝日式料理的清净，

也会坐上较有看姿、事业开阔的市中心大厦品味西餐厅的优雅，还喜欢在越

来越集中的美食快餐立等可取的便捷，依然不忘手机平台里扫描优惠的新鲜

感。即便一直信奉做实业、拥有固定上海顾客的天天渔港，也避免不了迎合

趋势的时尚趋势。

轻翻起身旁的精致菜单；若你喜爱清淡饮食，这里的每一种菜式都可以

契合你的味蕾；若你讲究快速，落定便可喝上一碗的推车粥品便可解决你的

顾虑；若你钟情汤品，“鲜而清”的味道与色泽让你彻底清除汤品营养过剩

的言语；若你还在周折选取哪家海鲜品种，从广州直运的海蟹正等你挑选；

若纠结刚从苏梅岛归来，仍然想念那里的美食，纯正宗的东南亚风味，并以

58 种进口原料酿制而成的咖喱蟹实属让你忍不住分享、与朋友们欢声笑语间

炫耀的话题；若你钟爱上海旧时菜品，回味小笼包给于自己的情节，这正是

从事 20 年的面点师傅最为拿手的品质；讲究养生？每一道菜品的精致搭配、

熬制的药物传承，还会给你创意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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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夏余味——夏季推崇新品

冬瓜盅

UMMER AFTERTASTE
NEW FOOD FOR SUMMER

夏日莅临，一直以每一位顾客朋友为中心的天天渔港，依然如往常

推出新品，供食客们观赏、品尝。

以汤类取胜的餐厅，精心备至的冬瓜盅，以雕刻精美的冬瓜当作盛

放馅料的“容器”，蒸制后食用，冬瓜容器亦是可是食用；成菜后的汤

中有冬瓜的清香，冬瓜肉里有馅料的味道，互相映衬。小冬瓜盅的改进，

让食客们不仅食用方便，还可以精心品尝高汤里加入鲜虾、果仁、蘑菇，

回味中还带有冬瓜的养生去火的功效，带给自己的五味具品的爽朗感。

清掉了暑气，一定不忘记面食补充能量。小笼虾饺以晶莹剔透的面

取胜，面点师傅使用拍皮刀拍练而成，内含 3 颗新鲜虾仁，形成爽口的

夏日主食；而称为“谢霆锋包”的天下第一包，也以其英式土司面粉、

猪筋肉的特殊风味成为必点风味。

而闻名遐迩的咖哩蟹，色泽纯正，咖喱的原料也是全部源自进口，

主料海鲜的虾与蟹也是可以随客户的口味精心甄选，或青蟹或红毛蟹，

口味鲜嫩的同时，丰厚的东南亚口味与海鲜的爽口，满足众多食客的味

蕾选择；而另外一款迎合年轻者品味的“深水炸蛋”，朗朗上口的名称

与精心搭配的色泽，深水的海鲜品种包裹鸡蛋之后如油，使用过水的新

鲜生菜外包，蘸酱入口，焦嫩具备，给人意外惊喜；秘制的手撕盐焗鸡

也是众人推崇的纯正天天渔港传统菜系，选用 2-3 斤的清远鸡，以古法

制作、手撕伴盐的最后摆盘让这道菜成为来“港”必品的味蕾情节。

最后饮上一杯解暑茶，专配的服务生提醒食客在用餐之后适度休息

的亲切，满足食欲又品尝了一番港式饮食文化。

耳边恰好环绕着旧上海的留声机音乐，优雅间轻挺身肩，若似一位

被怀旧情绪包容的时空穿行者，历经数时，回到某一个午后的下午茶时光，

尽是桥对岸来自港湾的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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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焗鸡

天下第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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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极限，溢于言表 

——纵览潜水表

WATER LIMIT
AND LONELINESS

DIVING 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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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表.indd   48 13-9-10   下午10:00



潜水表是各家品牌争相探研的永恒主题之一，

亦是运动型爱表人士所热衷的一款。跃入洋中那一瞬，潜水表如同海底英雄一般指点左右。

随着各大品牌对于深海的不懈开拓，潜水表的深度，也逐日更近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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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款沛纳海的Submersible潜水腕表犹如大海鲢般身披工业

化外型，让“表”外人士也在乍一看后，也能发现其实用性。这款47

毫米腕表显然是专为海洋活动量身打造的。沛纳海的庞大尺寸，堪

称是带动超大表款潮流的先 驱之一，依循着上世纪30至40年代沛

纳海为意大利海军潜水腕表的规格，在所有状况下都清晰可读，并

且具备绝佳防水性。同时表款带有1980年代科幻色彩的蒸汽庞克

（Steampunk）美学，模板雕刻风格的夹层表盘，和半月形表冠防护

装置看起来别致、有型，且具备毋庸置疑的实用功效。

BREITLING超级海洋世界时间腕表    
防水深度 500米

一款BREITL ING百年灵 旅行腕 表，犹如将世界系于腕间，非

凡卓越的性能与迷人出众的外观，成为旅行者和梦想家们不可多得

的杰出旅伴，同游世界。无论是一望无际的天空，广阔无垠的大地，

还 是 浩瀚 深 邃的大 海，都 是冒险家渴望随心所欲去 探 索的迷 人世

界。BREITLING百年灵为钟情海洋的旅行者推出超级海洋世界时间

腕表（Superocean GMT），卓越非凡的防水性能，精密实用的三时

区时间显示功能，无愧为最佳旅行潜水腕表。精钢表壳坚固可靠，防

宝玑Marine Royal 系列
玫瑰金闹铃潜水表  
防水深度 300米

沛纳海 
Luminor Submersible1950
青铜潜水表300米 浪琴康卡斯潜水系列  

防水深度 300米

OMEGA Planet Oecan 
防水深度600米

BREITLING
超级海洋世界时间腕表  
防水深度 500米

宝玑Marine Royal 系列
玫瑰金闹铃潜水表  防水深度 300米

由于氧气的限制，倒计时提醒对于潜水者来说至关重要，因此，

旋转式表圈与时间定点是在海底非常实用的一项功能。此款的闹铃

功能，实为潜水者们的上上之选。当预定时间响起时，便提醒潜水者

到了该返回地面的时间了。此实用功能被爱表者戏称为:提醒美人鱼

起床的闹铃。

浪琴康卡斯潜水系列  防水深度 300米
浪 琴 将 优 雅 与运 动完 美 融 合，推 陈出新康 卡斯系 列(Hydro 

Conquest)腕表在今年巴塞尔上演绎出更为绚丽的水下世界。每一款

时机均配备不可或缺的安全装置：单向螺旋式表圈呈现红色、黑色和

蓝色三种绚丽款式；指针涂有SuperLumiNova ®夜光材料以确保

佩戴者在任何条件下均能读取时间；表链附带有双重安全潜水折叠

扣和潜水延展设计。

沛纳海 Luminor Submersible1950
青铜潜水表 防水深度 3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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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性能高达500米，橡胶模切表圈更为这款经典硬朗的旅行潜水腕表

增添一抹时尚，活力动感。

OMEGA Planet Oecan 
防水深度  600米

海马系列俨然成为OMEGA水系列招牌，此款Planet Ocean计

时码表通体湛蓝色彩，十分符合表款驻足在表迷印象中活力充沛以及

与海洋连结性高的运动本色。充斥表款外观的亮眼蓝色调，由结合蓝

色陶瓷材质与特殊液态金属的表圈、蓝色烤漆表盘、蓝色橡胶表带，

甚至包括计时按把侧的蓝色表层互相搭配形成，相得益彰，由合金金

属装载，轻盈无负重,绽放的蓝色萤光清晰可见，协助佩戴者有效判

读不同指针时间信息。

Oris Col Moschi 防水深度 1000米
Oris与意大利全地域特种部队Col Moschin跨界合作，以创新

的Oris ProDiver为基底，悉心打造出海底精英。Oris自行研发并拥

有专利的旋转安全系统（Rotation Safety System），从而成为置身

漆黑海底世界的一项安全保障。精密的抗磁性特质宛如防护罩般地

为机芯阻挡外来影响。位于7点钟方向的动力存储指标，以意大利国

旗的颜色：绿色、白色、红色醒目排列。此设计正是Oris向意大利特

种部队的致敬之作！海底精灵，目前全球限量2000枚。

积家 Master Compressor Diving
Chronograph  防水深度 1000米

此计时腕表直径为44毫米，表盘外圈是能够计算每分钟心跳次

数的脉搏计。运动员能通过这项功能来记录自己心跳频率的极限，借

此达到最佳的训练效果。同时深入浅出的此款潜水计腕表拥有强大

的65小时动力储存，且一并推出限量1,500只五级磨砂钛金款与磨

砂玫瑰金款。它由内而外流露出计时工具的专业与钟表名家的创意

风范，相得益彰的气质，如同其在瑞士汝拉山谷中源远流长的创新精

神，不断地呈现积家延续近两个世纪的优良传统。

芝柏 Sea HAWK潜水表 
防水深度 1000米

全 新Hawk腕表系列凝聚品牌的所有专才技术及设计美学特

色，昂然迈向21世纪；44毫米不锈钢表壳气势十足，轮廓峥嵘动感

浪琴康卡斯潜水系列  
防水深度 300米

Oris Col Moschi 
防水深度1000米

积家 Master Compressor 
Diving Chronograph  

防水深度1000米

芝柏 Sea HAWK潜水表 
防水深度10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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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DOR HYDRO 1200海洋王子    
防水深度1200米

IWC Aquatimer2000
防水深度2000米

澎湃，Sea Hawk潜水表防水深度达1000米，无惧汪洋深渊环境，强

悍个性傲然而立。Sea Hawk 装配减压排氦阀门，确保腕表可抵御

1000米水深超过1500公巾的压力，而这防水功能水平亦符合了ISO 

6425的认证标准。表壳构造，尤其是旋入式表背具有极佳的抗撞击

性能；4时位的表冠有整合式护肩设计，佩戴腕上更加舒适。

TUDOR HYDRO 1200海洋王子    
防水深度 1200米

这个名字源于英国都铎王朝的率性品牌，与劳力士堪称亲密无

间的父子关系。就是在这样的精湛技艺传授下，HYDRO海洋王子由

此诞生。如所有TUDOR表款一样，TUDOR Hydro 1200由瑞士日内

瓦原厂制造。表壳防水深达1200米，3毫米厚的水晶玻璃面可以承受

来自于深海的强大压力。该表款还特别配有排氦活瓣，潜水过程中所

渗入表面的气体便可在减压时通过排氦活瓣排出。缎面及抛光不锈

钢表壳，不锈钢及黑色陶质组合表带，配有安全扣或伸展式橡胶表带

及锁扣。流线型设计的指针充分体现了航海风格，将整体的深海气质

表现的淋漓尽致。黑色单向旋转外圈，黑色表面，动感十足且深邃而

经典。

IWC Aquatimer2000 
防水深度2000米

在坐拥工程师与飞行员系列的同时，IWC Aquatimer系列，

亦是其各表款中一大水中瑰宝。从1967年首款Aquatimer面世以

来，IWC一直在不断向深海拓进。此新款，顾名思义，便是可直达海

底2000米，让热爱探险之人一窥深海奥秘。Aquatimer海洋时针

2000自动腕表有两款表盘：黑色，首15分钟的四分之一旋转式外圈

为鲜黄色，黄色分针及黄色中央秒针末端。这套颜色组合让人一望而

知它与海洋时计系列的关系。

HUBLOT King Power Diver 
防水深度4000米

“ 宇 舶 表 深 海 探 秘 4 0 0 0 米” 已 然 达 到 了 瑞 士 制 表 国 际 标 准

（NIHS）近乎苛刻的规范要求。蓝宝石表镜仅有6.5mm厚度，虽然比

普通腕表的镜面稍厚一点，但对于承受4000米水下巨大压力而言，

却是恰大好处的。

为确保在深海黑暗的环境下走时自如，在25cm距离以内阅读时

间依旧清晰可见。“深海探秘4000米”的表盘、凸起以及指针都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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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LOT King Power Diver 
防水深度4000米

劳力士 Deepsea Challenger 
防水深度 12000米

积地使用SuperLuminovaTM夜光涂层。同时专门设有一个氦气阀

门，在潜水过程中，氦气阀门能确保潜水下降过程中渗透至腕表内的

气体在上升过程中顺利排出。

劳力士 Deepsea Challenger 
防水深度 12000米

美国著名电影导国家地理协会驻会探险家詹姆斯·卡梅隆曾驾

驶独家定制的潜水器DEEPSEACHALLENGER成功下潜35,756英

尺，抵达地球最深处——位于马里亚纳海沟（Mariana Trench）

的“挑战者深渊”（Challenger Deep）。劳力士由此为这一特殊的深

海探险之旅特别设计并制造了一款实验型腕表蚝式恒动DEEPSEA 

CHALLENGE，防水深度达到令人惊叹的12,000米！此枚划时代腕

表被安置在潜水器DEEPSEA CHALLENGE的机械臂上，随同探险家

詹姆斯一同潜入挑战者深渊，并保持走时精准，再次印证了劳力士

在机械腕表防水性能领域无出其右的领袖地位。

琳琅满目的表款，已然让人挑花了眼，更好的消息是，上海城

正在打造莘庄地铁的上盖项目。届时，更多世界知名品牌即将入驻此

地，彼时彼刻，高级感美学即将为您打开。

 

奢
侈
族

P6
7 

 IU
XU

RY

T I P S

辨识潜水表几大重要特性

1.  表壳结构需密实

（e.g.：爱彼皇家橡树拥有多达6层表壳设计）

2.  强化材质的选用、耐于海水腐蚀

3.  异材质与装置与计时表圈的特殊性

4.  夜光显时效果清晰可见

5.  表冠双重保险——即使在深水中不经意间被拉开，

     亦能将之有效隔绝

6.  排氦功能——潜水表必备

7.  安全扣确保稳妥佩戴

8.  表链长度可调整，符合潜水用具的佩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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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直 行 走

未 能 停 歇
专访 188 当代艺术机构严诸平

上海的 8 月，还正处在炎热中，访问那天却凉风习习。

脑海中勾画的严诸平，有一副艺术家的距离感；初见时，

觉得他很严肃，不免有些紧张；聊及艺术，他侃侃而谈，

反而让人异常放松，进入他的世界，还有他一路携及

的当代艺术机构——188 艺术仓库。

撰文 /Yolanda  摄影 /Joey  设计 /kris

KEEP WALKING
AN EXCLUSIVE INTERVIEWWITH 
Y A N  Z H U P I N G  F R O M  ! 8 8 
CONTEMPORARY   ART INSTITUTE

ART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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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八艺术投资机构
上海市莲花南路 1500 号麦多生活广场 8-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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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约定的时间，严诸平准时到了展厅，如往常一样与周围

的工作人员聊着工作，完全没有架子，儒雅中略带果断的气场

是第一印象。

严诸平早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专业，同很多那个

年代对待艺术的态度一样，对艺术绘画的热情持续至今。也同

那时很多奔波生存的人一样，刚毕业的时候便从事于前辈名下，

做为绘画助手留在工作室。平日里的空闲画自己的画作，也用

来出售，后来涉及到更多丰厚报酬的广告行业的工作，辗转逐

渐有了自己的工作室。

“您绘画的时候是什么状态？”“很安静。”

如今大部分时间在经营艺术机构的严诸平依然拥有创作时

闲适的心绪，也不缺乏内心的不浮不燥、散淡、沉静。绘画时

间越少越容易很珍惜，“我会在整个绘画期间，在一个安静的、

熟悉的环境里完成。这个过程已经很放松，是一种惯性的热爱。”

严诸平如在说很久之前或者一直持续的状态，心绪平，欲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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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PAINTING 

I’M V E R Y QUIET

188 艺术仓库成立将近一年，就策划了一场规模宏大的艺术展览

《发现 . 重建——中国青年艺术家优秀作品展》。《发现 . 重建》艺术

展征稿历时 7 个多月，由 188 艺术仓库行程万里，在全国范围内，走

访了 9 大美院以及 20 多所重点大学造型学院、诸多艺术家的个人工

作室，并在大学校园进行了长达 4 个多月的宣讲，从 6800 多件作品中，

由组委会层层筛选，再三割舍，最终选定了 189 件作品，涵盖国画、

油画、雕塑、版画、装置及影像艺术，在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隆重展出。

同年 6 月，该展览获得“AAC 艺术中国 -- 展览”奖项提名。

“对于作品，你是怎么选拔的，只是看技法和主题吗？”“看作

品呈现的综合表现力，看年轻人对色彩和构图的敏感和突破，看他们

对新技术的把握和运用，或者是对作品的表现有新的独特理念。耳目

一新的。欣赏像达利那样有天分和想象力的艺术家，当然，还要有对

待艺术创作的用心”。

国内的年轻艺术家，在严诸平的眼里，既是有全新创造观念的，

又是意志力很脆弱的群体。面临毕业面临生活抉择，内心的浮躁和不

安定，择业的困境、对生活方式不断的否定，都是对青年艺术家成长

中的历练。不经历生活的洗练，不剔除浮躁，就不能真实的面对自己

的内心。在这个阶段，将会大量流失掉很多青年人对艺术的梦想。“如

果想继续前行，就要坚持自己，就要放弃很多原本可以寻常化的生活”。

绘画时，我很安静

YOUNG ARTISTS SHALL 

  AVOID IMPETUOSITY
青年艺术家，切忌浮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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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艺术仓库坐落在莲花南路 A4 艺术群落所在区域，这里

从前是一片荒蛮的外环之外，如今处处都是简洁明快的现代建筑

群，选择在这片区域，一是远离喧嚣的闹市，二是周围聚居了百位

之多的当代青年艺术家。严诸平希望机构和这里默默创作的年轻

艺术家内心一致，那就是 188 艺术仓库的标志的延展内容：艺术、

人文与梦想。希望最为单纯执着的梦，存在于年轻群体的内心。

188 艺术仓库定义为当代艺术家的一个梦想归宿。严诸平希

望通过自己对这个项目的理解和努力，同时，通过与私募基金的合

作，通过创立 188 艺术仓库大型在线交易平台的搭建以及国内外

的展览、送拍，创立了一个属于青年艺术家的理想之境。从而支持

坚持自己个性化创作的年轻人，可以通过上传自己的艺术作品，在

一个更大的虚拟空间里，获得更多藏家以及机构的发现和援助，

获得交易的达成、个人线上线下展览的申请。

艺术家也可以在越来越多机构不断创新的商业和学术结合新

模式下，获得藏家的亲睐，并获得机构的在展览和送拍方面的全

程支持，能够得到更多的机会继续坚持创作不放弃。

严诸平坦言，一个机构如果从发现艺术家开始到免费全程做

展、进入拍卖市场直至商业和学术推广，会有大量的人力、物力成

本输出，但是，当看到很好的艺术作品和艺术家那种坚持不懈的努

力，有时候放弃一些商业的收益也是应该的。作为一个专业的艺

术推广机构，他还是希望能更多的从艺术本身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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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希望更多是从艺术本身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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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的时候，正好赶上 A4 艺术家群展撤展，展厅在重新布置之后又会迎

来 9 月 7 日新的展览——西安美术学院教师群展。

188 艺术仓库成立时间不长，便有了大小二十多次艺术展览和学术研讨，

从《洪流》、《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的 6 人艺术展》到《发现·重建 - 中国青年艺

术家优秀作品展》、《有容乃大·重现 - 门青个人油画展》、《寻道 - 一位航海者

的心灵终结》、《无极之梦 - 赵永泉写意油彩个展》、《浮生·生旦净末 - 吴晓申

个人作品展》、《再出发 - 殷实个人作品展》、《转身 - 徐婕和黄赛峰油画联展》，

直至今天的《沉淀的力量 -A4 艺术群落 10 年回顾展》、《学院精神·裂变》，从

每一次作品与展览的名称来看，都能看出严诸平内心拥有着传统审美和推崇唯

美新观念的双重心境。 

“A4 艺术群落是上海艺术圈商业气息下的一片奇迹，它聚拢了近百位来自

全国各地的艺术家，在银都路及周边地区工作、生活。他们几乎清一色拥有学

院的背景，但却一直在寻找不一样的创造方式，从布面油彩到装置、到影像，从

技法到材料到观念，他们的努力和坚持让观者始终看到他们全新的背影。”或

许这样的坚持，才赋予上海艺术圈独有的大家气质。”

“就像在沙漠化的土地上，倔强生长的芨芨草和骆驼刺，标示在上海的艺

术圈。他们是松散的，自由的，他们又是独立的。他们用敏感的生活化触须，摆

弄着他们的思想。用油彩、丙烯表现他们的情绪和对周遭世界的理解”。

“透过他们的作品，我们依然看到了不同的个性语言，虽然他们的经历与

生活状态俨然不同”。

“A4 艺术群落是不可忽视的群体。他们假借理想和内心的翅膀，生长、生

发。无论去留，无论变迁，他们的作为都是当代大美术的探索和进步，学院的围

墙在这里悄然垮塌，我们看不见规则和框框，看见的是跳动的色彩和沿途的风景，

188 艺术仓库的首展，旨在给太阳的光芒装一面凹凸镜，燃烧是一种必然，观者

看见的是万丈光芒。透过这些文字，我们看到了一个从心出发的策展人。

同时也是艺术评论家的严诸平，说起艺术与批评，满是理智。很多人都说，

现在中国的“批评家”慢慢演变成了“表扬家”，一时间，批评丧失了立场，

变为了包装与媒体的恭维，甚至还有偏向文字堆砌的无用言语，虽然说的苛

责了点，但不失真。

“我会从创作和生活的关联上去分析每一位艺术家。” 

“怎么理解？”

“艺术家的内心世界，只能来源自自己的生活和对价值观的理解。生活

的磨砺改变你的处事态度、改变为人方式、改变创作情绪和方向。”

“你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很简单，一直做事情，顺其自然的生活。”

“品茗、烟斗、咖啡，会有这些嗜好吗？”

“没有，那是一种非常放松的状态，现在还达不到这种心境。”

严诸平坦言的确会比较包容自己认可的艺术家，也会从人品、作品的个

人偏好上存在言语宽容，但不是敷衍了事，纯粹发自内心的。未了，对于更

多的现实的艺术家，“更加客观，力求！”他变的斩钉截铁，如陈丹青给人

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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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LOW THE HEART

         CRITICS NEED TO BE OBJECTIVE

WHILE LIVING EXPERTS SHALL BE NATURAL

展览，一直听从内心

批评家需要客观，生活家需要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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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E OF “UNITY OF MAN
                 AND NATURE”

M E D I T A T I O N

     静  心
天人合一的修行

“静能生慧，静能正道，静能开悟。”古代圣贤认为：“一切大成就皆

从静定中来”。静下来，去除我们内心的浮躁，去拥有真正的智慧。

撰文 / 靳辰婴  图 /Zezo  设计 /kris

THE PRACTICE OF “UNITY OF MAN AND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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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坐、冥想都是静心修行的好方法，也是“认识自我，开发智慧”的根本途径，而这样的

修行不一定要跑到海之滨、山之巅，只要能静下心来，即使在喧嚣的城市中，也能在脑里开辟

一块属于自己的宁谧净土。

打坐是一种修炼，祛除杂念，认清自我。每天留一点时间给自己，让纷乱的思绪回归自我，

暂时忘却工作，放下烦躁，进入一种全新的忘我境界，将沉睡着的心灵逐渐激活。

冥想是一种静思艺术，如同大扫除一般，将自己心灵慢慢净化。通过专注自身的呼吸和意

识，冥想可帮你实现身心的阴阳平衡，并连接到宇宙的本源，从中汲取源源不断的能量。而这

些，在自家中一方小天地中就能实现。甘地的一句名言说到：“地球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 , 但

不能满足所有人的欲望。”面对现实生活的忙乱和压力，我们无暇自省，更很少审视内心深处

的自我，以致我们会时常感到迷惑、烦躁，而充满禅意的静心冥想，一旦潜入其中，也许你会

发现一个美丽的、水晶般纯净的世界，而这一切，还仅仅是开始……

被全世界无数“果粉”如信徒虔诚地顶

礼膜拜的苹果之灵魂，正是乔布斯与“禅”

的结合。据说，乔布斯终生保持着静坐的习惯，

他的传记中记载，当苹果公司即将发布某款

新产品时，乔布斯并不像很多大公司的领导

者一样，通过市场调查或集体讨论最后拍板

决定产品，他更多地依赖他个人的直觉，去

预见到公众对产品的未来需求。他会一个人

呆在宽大的办公室里，地板中央放一只坐垫，

开始静坐。而他的基于冥想而来的产品选择，

一再被市场证明是明智正确的。静心，不仅

会将我们的内心带入平静，也让我们变得更

加敏锐和富有创造力！

STAY ALONE FOR A WHILE EACH DAY

ZEN HAS CHANGE THE WORLD

每天和自己独处一会

“禅”曾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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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ODY 
KEEPS STILL

YET THE HEART 
IS FAR AWAY

身不动，心已远

如果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已经让你疲惫不堪，那么不妨停下

忙碌的脚步。坐下来，在打坐和冥想中与自己进行一次深刻的对话，

幸福的秘密或许就潜伏在你日渐疏离的心灵深处。当身体和心灵

都准备就绪的时候，可以想象自己躺在一片绿茵茵的草地上，软

软的，阵阵青草香扑面而来，在不远处，有小溪缓缓流过，有叫不

出名的野花争相开放，或许还有一只蛐蛐在草丛里蹦来蹦去，还

有那树上的鸟儿不停地呼朋引伴。或是用心去听远处瀑布的一泻

千尺，溅起朵朵水花；深吸一口气，恍惚间有玫瑰散发的幽香；忽

而漂浮在安静的湖面上，忽而又深入到葱郁的山谷中；身体变得

很轻很轻，轻得几乎能在空中飞，然后又变得很重很重，重得就

要沉入地下。

THE PRACTICE OF “UNITY OF MAN AND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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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S

还有一种办法也许更艰难，但也更直接，只是打坐，纯粹的打坐，不依赖任何冥想，

只是关注自己的呼吸，在自己的一呼一吸间，渐渐让心安定下来。也许你坐上去刚一分钟，

就思绪纷飞、烦躁不安，短短十分钟，你就看了无数场电影，没关系，当你回过神来，继

续回到呼吸上，慢慢地，就会增强自己内心观照的能力，你就会发现自己的生活有多少时

候都被自己的思绪牵扯控制着，我们不是活在过去，就是活在未来，而很少活在当下。如

果我们静心的时间够长，也许会进入禅定的状态，在“前念已过、后念不生”的状态中，

领略到自性现前的一刻，那也是我们智慧、圆满的本心向我们全然敞开的时候。静心，就

是那条通往光明的途径！

THE PRACTICE OF “UNITY OF MAN AND NATURE”

1: 起床后、入睡前都是好时机

早上：起床后，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做一下伸展操，然后就可开始打坐冥想。

晚上：关掉手机，抛开所有杂念，让自己完全放空，也让大脑终于可以关机。因为，

大脑工作一整天，连睡觉都还要做梦，只有冥想，才能让大脑真正休息，和心链接。

2: 时间不必长，二十分钟就够

打坐和冥想并不是非得条件整备之后才能做，不必非得买个专业坐垫。即使坐在床

上、椅子上都可，而且时间不必长，二十分钟就够。或是只要面对一扇向阳的窗，

一盆绽放花朵的盆栽，都可以感受一花一净土，一土一如来的宁谧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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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陋室的一刹那，会有一种穿越时光的感觉。目光所及的一切都是老上海的风

情，古朴中是精致，浓烈中显优雅，置身其中，仿佛能闻到空气中那带着陈旧岁月的

香。作为一名室内设计师，小柯对上海老洋房情有独钟，他能读懂那旧时的一砖一瓦，

并为它们注入新鲜的活力。

上海没有太浓重的历史，能看到的那段都体现在了坐落于各处的旧建筑上。洋房、

石库门，是旧上海的缩影，它们的主人多为当时的各界名流，岁月已逝、人去楼空，

那一段段传奇人生便印入了每一道梁每一根柱、卷入了盘旋而上的楼梯，附着于静立

一隅的壁炉。上海老洋房多为旧时租借，带着浓郁的异国风情，却也挥不去深厚的中

国传统文化气息。老上海本就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地方，不断地吸纳与创新，慢慢沉淀

出属于它特有的海派味道。

钟爱着老洋房的现代人重新买下它，并期待着一次完美的革新，那种保留着一定

原有风貌的焕然一新。岁月更替，昔日光彩华丽的老洋房都变成了表面风光、内里腐

旧的老房子。但即便是颓败了的老洋房，却仍然像是旧日的淑女名媛，在许多细节之处，

你还是会寻找到她们昔日的幽雅身影，比如做工精细的把手、屋顶的石膏雕饰、卫生

间的马赛克拼画地板等，这些都是屋主们不忍舍弃的。老屋翻新是项极其浩大的工程，

如何在拥有属于自己的旧上海梦同时，拥有一个温暖舒适的家，这着实需要经过专业

的精心考量与设计，小柯便热衷此道。

缘起上海老洋房

旧饼干盒创意台灯设计复古英式小兵

手摇磨咖啡豆机

复古陶瓷水壶

01

02

04
03

A HUMBLE ROOM FULL 
OF EXCELLENT EXHIBITS

小柯
室内设计师，主攻上海老洋房
老上海家具狂热粉丝
收藏或进行创意改造

南昌路浑身散发着悠然自得的味道，虽跻身于繁华的淮海路

商圈，却闹中取静，与喧嚣无关，只一派风轻云淡。在一片

法国梧桐的掩映下，不期然遇见一扇暗红色的门，上头闲散

地卧着两个字——陋室。推开门，便是一室书香，一室收藏，

一室咖啡时光。笑盈盈望着我们的是陋室的主人——小柯。

陋室设计书吧：上海市黄浦区南昌

路 145 号

上海老家具展厅：上海市嘉定区丰

华公路 558 号一号楼 3 楼整层（近

新福路）

撰文 / 人土土   摄影 /sam    设计 /kris

陋室之泽

furniture coffeedesigner
interior

Karma with old foreign 
houses in Shanghai

上
海
老
洋
房
瓷
砖
花
型

My Old Foreign Houses

TREND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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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柯收集了许许多多的“老古董”，有各种各样的老家具和家居生活用品，桌椅橱柜、风扇吊灯，它

们有的原汁原味，有的经过了设计师的再创作，风格迥异，古色古香。小柯对这些宝贝如数家珍，说起它

们的来历、材质、工艺头头是道，透出真切的倾慕与欢喜。这些大小藏品，有些被安置在小柯开在嘉定的

展厅，静候知音，有些悠闲地守在南昌路的陋室设计书吧，自有一见倾心之人买了去，如获至宝。于是会

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每隔几周再去陋室，可能就坐在了不同的沙发上，就着不同的古灯微光品尝咖啡，

实在别有一番风味。

小柯为他的家居生活馆取名叫“泽”。他说，泽是汇聚的意思。不论是宽阔的展厅还是静谧的书吧，

“泽”的空间有一种汇聚的力量。陋室中，志同道合的设计师们相聚在此，交流切磋，分享彼此的经验；爱

好影视的文艺青年们相聚在此，在主题派对上看一部独立电影人的小众文艺片，畅所欲言，思想碰撞；寻

找一个舒适午后的友人们相聚在此，或品茗看书，或漫谈轻笑。某些时间某些机遇，某些心情某些志趣，

不管是谁，仿佛总能在这里找到一个驻足的理由。

“泽，还有对自然恩泽的感怀之意”，小柯虔诚而认真地诉说，“在这里，我的所有装修选材总是尽

可能环保，有许多都是回收来的废旧材料，别人弃之不用，我却是爱不释手。”仔细环顾四周，再经小柯点拨，

发现真是有许多环保的创意设计，妙不可言。比如陋室的整个斜坡屋顶是用从包装箱厂家那里回收来的废

旧木料压制而成，古朴自然，小柯说用这种材质做成的屋顶吸音效果很好。如此美观性、功能性、环保性

一应俱全，真是匠心独具。

不经意间瞥见“泽”家的大大名片，普通名片只有它的四分之一，用的是牛皮纸，拿在手里颇有质感，

俨然一张复古明信片，会心一笑，果然是要将环保进行到底了。回归原生态，尊敬大自然，关注可持续性，

这也是现在的建筑设计师们不断思考的命题吧。

在小板凳上捧下橱柜上的饼干箱，那偷着乐的小馋猫一定觉得

这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了吧。小柯说这个作品来自一位丹麦设

计师，他喜欢将老上海的这些旧物件重新改造，制成有趣的家

居用品。其实，现在有不少西方的设计师被中国的传统文化所

吸引，在作品中融入一些中国元素。艺术从来都是无国界的。

小柯说，往后会更多地思考如何将老家具改造得不沉闷，

更自然地融入现代生活。比如创建一个年轻人非常推崇的时尚

LOFT 空间，而让海派风格的东西在其中延续。现代与传统并

不矛盾，中式文化元素可以与西式简约设计相得益彰。爱老家具，

却不拘泥于老家具，玩复古，却不脱离现代。

在店内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

台灯，底座是旧时上海产的铁皮饼

干箱，上面悬着一个光秃秃的灯泡，

温暖的光线照在斑驳的铁皮画上，

朦胧中仿佛回到那泛黄的时光，站

复古打字机

01

02
复古英式电话机

感怀自然，泽是汇聚

在现代中玩复古

Appreciating nature and 
gathering bounties

Retro style in 
modern days

My favorite antique

My cherished 
nostalgic sent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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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DEAR KIDS WITH OUR LOVE 
YOU CAN TAKE YOUR TIME TO GROW U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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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婚纱 - 优儿喜儿童写真馆，诚心邀请贵宾免费体验宝贝的欢乐时光（注：二选一）

A 方案：YOURS 天马馆项目（价值 1280 元）

·  享用天马乡村俱乐部 - 顶级摄影基地拍摄；

·  提供爸爸、妈妈淡妆发型服务；

·  提供小朋友主题服装造型二套；

·  6X 6 寸水果巧克力系列相本一本（内含 6 X 6 寸相片 4 组）；

·  档案光盘一份（内含入册之 4 张高阶精修档案）；

B 方案：YOURS 淮海馆项目（价值 680 元）

·  淮海馆 - 欢乐摄影棚拍摄

·  提供爸爸、妈妈淡妆发型服务，

·  提供小朋友主题服装造型一套

·  24 寸全家福相片一组

·  高阶精修档案一组

为提供最佳摄影服务，每日限量拍摄，敬请提前预约拍摄时间

上海市松江区天马高尔夫俱乐部内赵昆公路 3958 号  

TEL:021-59660606

上海市黄浦区淮海中路 775 号淮海青少年商厦五楼  

TEL:021-54666321/021-54651950

咨询热线：罗小姐（8621）24129873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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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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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会员专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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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婚纱 - 优儿喜儿童写真馆，诚心邀请贵宾免费体验宝贝的欢乐时光（注：二选一）

A 方案：YOURS 天马馆项目（价值 1280 元）
·  享用天马乡村俱乐部 - 顶级摄影基地拍摄；

·  提供爸爸、妈妈淡妆发型服务；

·  提供小朋友主题服装造型二套；

·  6X 6 寸水果巧克力系列相本一本（内含 6 X 6 寸相片 4 组）；

·  档案光盘一份（内含入册之 4 张高阶精修档案）；

B 方案：YOURS 淮海馆项目（价值 680 元）

·  淮海馆 - 欢乐摄影棚拍摄

·  提供爸爸、妈妈淡妆发型服务，

·  提供小朋友主题服装造型一套

·  24 寸全家福相片一组

·  高阶精修档案一组

为提供最佳摄影服务，每日限量拍摄，敬请提前预约拍摄时间

上海市松江区天马高尔夫俱乐部内赵昆公路 3958 号  

TEL:021-59660606

上海市黄浦区淮海中路 775 号淮海青少年商厦五楼  

TEL:021-54666321/021-54651950

咨询热线：罗小姐（8621）24129873

“一挥而就”的惊喜，要你与快乐一起成长。
“亲子时刻”，为您镌刻家庭每个爱意浓浓的瞬间！

YOU WILL BE SURPRISED BY "THE GREAT WAVE" FROM YOUR 
KIDS! HAPPINESS IS ALL THEY NEED TO GROW UP!

"THE MOMENT, JUST YOU AND US" CAPTURES EVERY 
MOMENT OF LOVE FOR YOUR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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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果生鲜——全球精选
EASY FRUIT FRESH
- GLOBAL SELECT
订购方式
在线订购：www.yiguo.com
电话订购：400-000-7788 021-22303030 8:30-18:00
团购电话：021-52196450 021-52193906 MISS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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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于 2005 年的上海易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搭建“易果生鲜”综合食品服务网络平台，致力于推广安全、健康的食品文化，

营造和谐、环保的品质生活风味。以“安全”、“美味”为准则，易果以专业买手的身份，精挑细选，所经营产品逐渐覆盖中国人饮

食结构的主要部分。同时，以上海、北京为圆心，建立起全国定时冷链配送网络，将“新鲜美味”延伸至客户餐桌。

7年高端生鲜经验、 365天冷链配送、 367个城市服务覆盖

城开会会员专享优惠： 登陆易果网注册-->会员中心-->企业入口-->输入代码SHCK

即可永久享受95折优惠

网球 .indd   7 13-9-11   下午6:32



SHANGHAI CITY 
THEATRE 上海城市剧院

"vibrant fashion classic brand modern"
to build Shanghai Southwest region's cultural arts center 
and cultural landmarks.

上海城市剧院  

由闵行区政府出资建造，由东上海国际文化影视集团受托经营管理，于 2009 年 11 月开始运营。剧院定位 " 充满活力、时尚经典、

品牌现代 "，剧院以展现国内外优秀演出剧目、开展艺术普及教育、支持社区文化建设、增强民众艺术修养、服务于西南地区居民、

政府及企事单位为目标，打造上海西南地区的文化艺术中心及文化地标。

9 月 -11 月 订票电话：54158976
官方微博：@ 上海城市剧院 邮箱：shcitytheatre@gmail.com 

城开会会员专享优惠：

城开会会员卡持卡人可九折购买上海城市剧院演出票（会员购票需主动出示会员卡及提供会员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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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brant fashion classic brand modern"
to build Shanghai Southwest region's cultural arts center 
and cultural landmarks.

上海芭蕾舞团 经典芭蕾舞《天鹅湖》

芝麻街音乐节 艾摩和超级英雄

2013 新西兰音乐节 新西兰的瑰宝

SESAME STEET LIVE-ELMO'S SUPER HEROES!

NEW SEALAND TREASURE

新西兰三重奏音乐会 NZ TRIO CONCERT

2013.09.30 19:30

2013.10.06 14:30/19:30
2013.10.07 10:30/14:30

2013.11.16th 19:30

精彩看点 :

富于浪漫色彩的抒情笔触，表现了诗一般的意境 磅
礴的戏剧力量

全球最受欢迎儿童节目

150 多个国家争先抢播

147 个艾美奖荣誉

《欧洲古典与巴西狂热》柯蕾莉娅钢琴独奏音乐会

2013.09.21 19:30

节目单：

肖邦 升 F 

大调船歌 2 首夜曲 

CHOPIN -Barcarolle Op.60 - Nocturnes Op. 27 Nos, 1 and 2 

舒曼 G 小调奏鸣曲 SCHUMANN- Sonata Op.22-So rasch wie m?glich  

小行板 -Andantino-Getragen 回旋曲 / 谐谑曲 / 快板 
-Scherzo-Sehr rasch und markiert -Rondo-Presto-Prestissimo

曲目以当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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