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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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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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1 年成功收购上海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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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建达

傅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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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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营等综合业务为主要投资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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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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辗转而过，又到年关。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诚挚地感谢您在整个 2013 年对《优享家》

一贯的陪伴和支持，正因为有您，我们才能不断坚持和进步。我们满怀感恩之心，始终努力为

您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年关即至，我们将总结这一年的功过得失，以拳拳之心面向全新的

2014，让人憧憬的 2014，充满期待的 2014。

感恩，让我们学会成长，让我们彼此珍惜。公益，更是一种执着的感恩，它是信仰，是尊

重，是发自内心的倾情与明悟。有爱的冬天，并不寒冷。本期杂志的“优角度”板块，将带您一

起回忆关于“公益”的文化旅程，回忆在冬季来临时送出的暖暖情意，回忆在寒夜的烛光里储

有的温馨和感动。希望我们的文字，能让您体味到生活中的正能量，让您忙碌的心灵得到些许

平复，平添更多积极的心念和与前行的力量，拥有更多直面挫折的勇气和向往幸福的信心。如此，

便足够。

当然，也别忘了跟随我们“优乐派”板块的步伐，前往天鹅堡来一次冬日神游，或是足不出户，

在家享受多肉植物给您带来的温馨与满足。

同时，《优享家》编辑组在这期还为您贴心准备了一张可以书写寄语、传递情意的卡片，

您可以寄送给思念的父母，敬仰的师长，久违的好友，倾慕的佳人……不要让距离和时间在人

与人之间划出沟壑，在特殊的日子里，用这份祝福将彼此牵连。2014，我们不见不散！

《优享家》全体编组
                    

Seasons flit, and the New Year is again around the corner. Here we sincerely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With your company, U+ has continued throughout the 

time and made progress. We are full of gratitude and always strive to bring you 

more and better works. As the New Year draws near, we are now evaluating and 

summarizing the past year and preparing for the new chapter of 2014, a year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We learn to grow up and cherish by expressing our thanks towards others. 

Charity is a persistent thanksgiving, a belief, a respect, a heartfelt emotion and 

understanding. In this issue, we will take you to recall not only a cultural journey of 

charity, but also the warmth sent during winters and the warm and moving moments 

reserved in the candlelight during cold nights. Hopefully our words will deliver some 

positive energy in life to release your pressure, fuel your heart and give you strength 

to step forward, with the courage to face frustrations of life and the confidence to 

obtain happiness. Maybe that’s enough. 

Of course, don’ forget to follow the steps of our U club and treat yourself to a 

fantastic trip to the Swan Castle; or you can just stay at home, and enjoy the coziness 

and satisfaction brought to you by succulent plants.

Meanwhile, the editors of U+ have prepared you a card, through which you can 

deliver your messages and affections to your beloved parents, respected teachers, 

friends afar or the girl you love… Do not let the distance and time to draw you apart. 

The special regards will help you connect each other in the special days. 

EDITOR'S NOTES

上实城开网站：www.siud.com 

上实城开微博：weibo.com/siud  @ 上实城开 

上海城开网站：www.udcn.com 

上海城开微博：weibo.com/udcn  @ 上海城开

扫一扫 , 关注城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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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 VIEW 
善，总是体会在日常的平静处，善意汇聚，便会在社会的理智总结下，变为公益的行为。人说，

最美的生命意义，便是人们真诚地帮助别人之后，同时也帮助了自己。当又一个年关到来，

回忆温暖的公益行，从与牵手上海在海滩的保护海洋之行，到一路关爱六安孩童的逐渐成长，

再到白领爱心的爱心捐献，还有更多作为企业公民在这条素色之路上的默默前行……不管

是从哪个角度完成自己作为公益使者的愿望，都会让我们慢慢相信，平凡处的公益，心先

行的善良，可以温暖他人的若干寒冬。

优
角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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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INARY CHARITY AND KIND-HEARTED 

ACT WILL WARM PEOPLE’S HEARTS THROUGH COLD WIN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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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以外，慈善公益也源于多种外在原因。国外奉行的基督教认

为富人“生来罪恶”，要想进入天堂只能将全部财富都捐赠出去。

正如钢铁巨头安德鲁·卡内基所说：“人死富有，死而蒙羞”。而

在国内有佛教教义“普度众生，行善济人”，以至于在古代做慈

善最活跃的人群是出家人。在制度上，美国高昂的遗产税。不断

使企业家放弃让子女“克绍箕裘”的机会，转而投身社会福利。

而我国对企业和个人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也使得各类企业

与明星加入到公益慈善的事业中。

公元前 387 年的“柏拉图学院”规定为：一切收入都要用

于资助他人。柏拉图的乐善好施，让当代学者认为“柏拉图学院”

是最早有记录的公益慈善组织。而在我国，春秋时期便开始兴

起“施粥”——“为粥于路以食之”。一直是官府与慈善家首选

的慈善行为，这种民间慈善行为直到晚清依旧为民众钟爱。如今

的影视剧中也常见这样的片段：善人支起大锅熬粥赈济饥寒交

迫的民众。

公益反哺社会，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除去人性固有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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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Jericho 图 /Zezo 设计／ Tina

PUBLIC WELFARE 
    STARTS FROM THE HEART 

公益，心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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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最美丽的补偿之一，就是人们真诚地帮助别人之后，
同时也帮助了自己。——美国哲学家艾默生如是说。而事实上，
这位 19 世纪巨匠肺腑之言的背后，是美国欣欣向荣的慈善与
公益事业的现实。

PUBLIC WELFARE IN THE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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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州 98 岁的麦唐纳，平日给人印象

极度节俭，2013年9月泯然长逝前却留下1.876

亿美元的信托基金，捐给三个不同的机构。除

去一般的美国民众，比尔·盖茨、巴菲特等名人

均奉行“再富不能富孩子”的理念。《时代》

杂志曾如此描述：在每一位比尔·盖茨的身边，

都站立着数以百万计的普通美国人。美国乐于

奉献的背后，除去严苛的遗产税与税收减免外，

还有政府对于慈善事业的“顺水推舟”。在美

国注册一个慈善团体非常容易，只需要向所在

的州提出要求。正是这些微弱的私人基金汇成

公益的洪流，让美国成为世界上慈善捐款最兴

盛和按人口比例志愿者最多的国家，乃至 2010

年慈善机构手中掌握着占GDP近10％的财富。

以公共慈善机构为主的我国相反，美国私

人基金会占核心地位。除去红十字会等传统公

益组织，美国还有种类繁多的公益援助组织。

以救助动物为主的“Hope For Paws”、主打

“随机慈善行为”的“ARK（Act of Random 

Kindness）”、主打“城市与人”的“LVI（Life 

Vest Inside）”——而后者由于一部长镜头

公益广告，点击量更是在 YouTube 上居高不

下。上海电视台也曾有过《和谐城市，心灵乐章》

的公益 MV，以同样的方式传达城市中人与人

之间的正能量。

美国公共慈善机构独立于政府之外，需接

受第三方机构审计，每笔捐款清晰可查。不仅

财务公开，还要接受民众、媒体及国会的监督。

而美国对于私人基金同样审核严格，除去要接

受政府监督还要接受非政府组织监督。美国慈

善信息局，制定了衡量基金会好坏的 9 条标准，

每年 4 次公布对全国几百家基金会的测评结

果。公众往往根据它的公报，决定给哪个基金

会捐款。

美国公益

优角度-12-24-.indd   3 13-12-31   下午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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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在我国

当谈到公益慈善，大多数人自然会想起 90 年代初希望工程的广告画面——1991 年 7 岁的苏明娟手握铅笔

头，眼神中流露出对知识的渴望。如今在希望工程的帮助下，让成千上万的孩子像她一样，圆了自己的梦。而我国

的公益事业也由 90 年代的“希望小学”、“植树造林”到现在的“节能减排”、“低碳出行”。然而公益之路在

中国并非一帆风顺。

郭美美事件的曝光，让民众对于公益组织的信誉提出质疑。而壹基金的慈善危机，也昭示着民间公益组织

的困境。据央视报道到 2009 年为止，从事慈善事业的人不到两万人，而美国慈善组织的从业人员超过 900 万。

2012 年美国接收社会捐款约为 3162 亿美元，占 GDP 的 2.0%。中国 GDP 约为美国 1/2，但美国的慈善捐赠总量

是中国的近 24 倍。与此同时社会上诸如“热心助人却遭诬陷”的新闻却常见报端，不禁让人产生“世态炎凉”之感。

PUBLIC 
WELFARE IN CHINA

优角度-12-24-.indd   4 13-12-31   下午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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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一句话所言：“你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你

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

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公益事业同样如此，

是由一个个具有善意的举动开始萌发，并茁壮成长起来。

行走在外国街道上，时常会遇到举着牌子的各色人，牌

子上写着“free hugs”。路人可以和举牌子的人热情拥抱，

这便是一种慈善，慈善无关贵贱更无关大小，它仅仅关

于爱心。

而对于公益，我们普通人可以做的很多，对陌生人

一个简单的微笑。对于企业，则需要在完成自己职责以

爱与公益

外更多的承担起社会责任。哪怕公益带有陈光标式的“作

秀”成分，也是值得肯定的。在国家层面，完善公益慈善

制度、逐步实现公办慈善账目透明化势在必行。

查尔斯·卓别林在《大独裁者》中有一段精彩独白：“人

都是这样的，要靠大家幸福而不是痛苦生活的。我们不

愿意彼此仇恨、鄙视。这世界容得下所有的人。”而公益

慈善的本源，便是怀着对他人的希望与感恩。“天下为公，

是谓大同”，不仅是儒家的理想，更是全世界的理想。

LOVE AND           PUBLIC WELFARE

优角度-12-24-.indd   5 13-12-31   下午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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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与旧，渗入几分现代的生活；原生态里，存有多少心旷神怡。

BREATHING THE  FRESH  A IR?
ARE  YOU  REALLY

ARE YOU REALLY  BREATHING THE  FRESH  A IR?

S E A R C H  F O R  O L D  B U I L D I N G S  A N D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P R O T E C T I O N

文 /Yolanda  图 / Sam  设计 / kris 

你在呼吸
古旧建筑与环境保护的追寻

别说 空
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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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D  FORE IGN  BU ILD INGS -CULTURAL  PRO TECT ION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郊区，Bagnato 和他的妻子在 2012 年设

计完成一栋住宅。与以往不同的是，它由一座 1892 年的教堂改造而

成。推开那扇大门，室内豪华和充满魅力的现代居住风情，巨大的客厅、

餐厅及休闲区，四周环绕着由 Nero Tempesta 大理石建造而成的壁

炉，铺设了石灰岩地板、欧洲赤松天花板……从包含地下酒窖与独立

健身室的侧厅攀岩而上，会发现特别设计的教堂阁楼，从圆拱形窗台

望去，自然风光尽收眼底。

老建筑的价值在于保存那些历经岁月磨砺的建筑物，使它可以

从一代人传承给另一代人。当翻改教堂的房子，使得别人能够享受教

堂建筑所有的空间品质。在这之前，没有人能够想象自己可以住在教

堂中，体验现代生活，又可以让信仰者幻想揭开守护者的面纱，沉静

在一番建筑奇遇中。

老洋房 - 文化保护

老洋房.indd   3 13-12-31   下午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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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篇进入中国，现代都市中的上海老洋

房，是这个城市中风华绝代的一抹笔画，也

是这个城市关于文化与包容的诠释，保存至

今，有老洋房自身建筑的文化价值保存，也

有更多国外人对于这片土地的殷切留恋。

上海的老洋房是上海最经典的住宅，每

一幢都承载着一个当年上海滩的传奇故事。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破产的比利时人老费穆

尔卖掉自己心爱的洋房，万分失意地离开了

上海，机缘巧合的是，六十多年后，他的孙子

费穆尔被派到上海工作。费穆尔很想找到并

买下祖辈当年的旧居，这时他遇到了亨利，

一位专门在上海从事洋房经纪的美国人。

老洋房.indd   4 13-12-31   下午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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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洋房蕴含的价值绝非一砖一瓦所能砌成。在上海的西南角，徐汇区和卢湾区的交界处，几条幽

静的马路边上一幢幢房子红瓦粉墙，尖尖的屋顶，椭圆形的钢窗；透过花园的栅栏，你可以看到大片浓

绿的植物，几棵参天大树从栅栏顶上探出头来。到了晚上，一扇扇窗户映出温婉的灯火，隐隐约约飘出

轻曼的钢琴声。这就是代表老上海身份和地位象征的花园洋房。上海的“洋房生活”不但是上海市民的

梦想，也是一些生活在上海的老外们的梦想。

除却花园洋房的现代实用，中产阶级或小资人士们选择在武康路、新乐路等洋房中的一间开设自

己的茶舍、甜品店、手艺小所与各式私人会馆，观赏自己与他人的心情。在位于五原路由地下防空洞

改造的私人葡萄牙酒窖 AZU+，经过设计师的重新设计，购进老洋房中摒弃的二手家具，再配合上叫

Fado 的莫桑比克小调，私密且别有一派姿调。上海，一直不缺有味道之处，还经过精致的人细致打磨，

吴侬细语，道不尽的古朴与时尚并行的话语。

老洋房.indd   5 13-12-31   下午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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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于环保生活的向往没有纳入像当年伦敦整理雾

霾的决心。但，古人有桃花源的追溯，好山好水间，自有它

的清净之处。

有古镇概念的人群，一定知道中国的江苏一带一个叫

做周庄的地方，在这方土地的人心里，还有一个地方与它

一同出现在古镇的花名册上，这就是处在乌江之畔的江西

流坑。相对于周庄，它保存了更朴素的民风与原始的习俗。

它与周庄同名，如一个大家闺秀般被保存在江西乐安的一

个地方，自仪自赏。

村落面积 3.16 平方公里，整个镇子都铺满了鹅卵石，

走起来脚底有按摩的效果却是其次，重要的是颗颗石头遗

留下从西汉至今的时间步伐。远处的青黛色群山围绕着这

里，古建筑的完整保存与生活至今的痕迹，古今交叉像奏

着安静的古筝，在天气好的时候，总愿意坐在一个石墩上

发起呆、想着不大不小的事儿；天气不算好的时候，会更

加深镇子的情绪，青砖、古字、鸡鸣、窄窄的巷子，偶尔出

门溜达的骨瘦老人、奔跑村子中的孩童、随风摇动的晾晒

衣装……几笔电线懒散地连结着一间一间的屋子，走出去望

见长长的集市熙熙攘攘，这样动静互动的画面，像是水墨

晕染的瞬间，不知道哪一笔的不经意，便打动了心。

流坑 - 古镇情结
L IUKENG -ROMANCE  OF  AN  OLD  T 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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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流坑的东北走，便是深山，深山有翁，常寻淡然。天还没有完全透亮，远

处寥寥山间，渐渐有了炊烟的缭绕，山景便完全呈现在了眼前。

山不算陡，亦是土山。几代人生活在这座区域的当地农人带着我们顺势而上。

密竹林散布在高低起伏间，清淡淡闻听鸟鸣，除了农人们提醒着路况之外，清晨

的时光，难得的安静。

等到山顶，便开始绕道山的另外一面，泉水便顺着山势与凹谷流下来。由于

是秋末季节，暗黄色的一整片已经收割过的稻谷痕迹，随着山谷的走势一直延伸

到远处，在还没有散的晨雾下，一阵炊烟袅袅之色。身的侧边便是野果与花香，

走下去的田埂，便可以自取泉水之甘。延绵几百亩地，找不到如何下手污染的途

径。而早早便食到这片土地给于的“山坑山泉米”，没有想到出自于此，原始的路、

原山的水，用他们的话讲就是，想来污染这片地方，也非常费劲。

畅心间，还可以喊上一嗓子，用朋友的话说：是洗洗肺。或许

翻山越岭，只是来看看那久违的环境，听听还存在的桃花源野，与

当地居民聊聊天，与静山净水来一次邂逅。往东行驶，有一群人，

开辟了另外一种华人式农庄。他们更多的是华侨，或看中这片原生

态种植的健康声色，选择在一片寂静村庄里建立了一个新型的现代

农庄。常年生活英国的 James 与早年生活澳洲的 Jane 与 Ray 一

起经营着这片较有谈资的山间排下农庄，结合当地生长的农产品、

水果、畜牧供城市食用。驱车赶往附近的山林饮走泉水、散步在千

年的樟树林下、体验流坑民居的百年生活状态……于是，完成一次

与自然环境心灵之约，那时便会明白，国人们愈加体会到资源的珍

贵，或者是有责任去发现、保护这片土地。原始的生活状态，才是

对于环境最安静的切勿打扰，万物有灵，自有它的循序渐进。与生态，

唯一做的就是享用赐予，摒弃索取。

原生态 - 与自然对话

ORIG IN AL  ECOLOGY
A  CONVERS AT ION  WITH  THE  N ATURE  

老洋房.indd   7 13-12-31   下午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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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风吹拂的绿色草原，候鸟飞过的蔚蓝天空，潺潺的清澈流水……这些对大自然最简单的希望和想念警示并挑战着人类最基

本的需求——生存。对于海的印象，有深沉与博大，有浪漫身姿、有清透呼吸与遥远的海风。或许人对海有太多眷恋，一次次地

吸引着人群不断地涌向海边的生活，这些对于海的依赖与眷恋，却随着海洋垃圾的增多、海洋环境的日益严峻，让人们望而却步，

环保问题也成为了社会所关注的热点话题。

WALK HAND IN HAND 
UNDER THE BLUE SKY

撰文 /Yolanda  图 /Mika  设计／ Yaya

天蓝色下，牵手行
—— 牵手公益岁月，回忆城开有爱

THE MEMORY OF PUBLIC 
WELFARE,  THE LOVE OF 
U R B A N  D E V E L O P M E N T

12.17 公益.indd   2 13-12-31   下午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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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很难清理的垃圾，海鸟们会误认为

是食物，越细小便越会被它们吃掉，这些垃圾

因为无法被消化而可能使海鸟致命。”妈妈的

讲解让九岁的 Benzo 在南汇的海滩边度过了

自己不同寻常的六一儿童节，与爸爸妈妈一起

在海滩搜集了近 6 公斤的海洋垃圾。Benzo

向镜头举起垃圾袋，自豪的展示着这些 “战利

品”。“我以后要带同学们一起来！”对于身边小

事的注意，将这样的习惯带到自己的日常生活，

增加更多对弱小的关爱，从点滴做起改善生活

的环境，也是我们举办这次“牵手上海，城开有

爱”海滩清理志愿者活动的初衷。

关爱海滩一周行

ONE-WEEK TRIP TO THE BEACH

非盈利性的“牵手上海”公益组织，隶属于

牵手国际组织（Hands on network）的中国

分支，也是国际影响最大的志愿者组织之一。

城开集团的陈颖，是“牵手上海”的理事之一，

这样的相识开启了很多份缘。其中一个，便是

这次 5 月 25 日到 6 月 8 日的上海关爱日活动。

1 周的时间，10 公里海岸线，1118 名志愿者，共计 1455 公斤，43400 件垃圾。公

益让更多的人懂得生活的意义。方晖女士回忆着当天的活动时，最为深刻的便是志愿者们

的积极响应：从企业白领到管理人士，从生活在上海的原住民到外籍人士，此刻都有同样

的名字：志愿者。穿上统一的蓝色 T 恤，与大家一起投入其间。志愿者们一天的海滩清理，

可以改变世界——带来一整年的环保启示。除了比预期的人数增加之外，还有更多不同的

感动。“印象中有这么一家老小，从爷爷奶奶到小孙子、孙女还有爸爸妈妈们一起来体验这

次行动，分享亲情的同时，现场家人之间和谐融洽的交流与互动，影响着周围的人，这样

类似的经历也会悄悄蒂固在孩子成长的路途里，从而自小树立环保的概念与养成保护大自

然的习惯，我觉得这样特别有意义，也非常感动有更多年龄层的志愿者加入我们。”

一周清理的数据整理已提交给国际海洋保护基金会，协助他们进行海洋保护的研究，

进一步改善海洋环境。海洋清理，在于每一个小小力量的付出，改变最小的行动，从点滴

保护海洋环境，以传达人类对美好环境的祈愿。

12.17 公益.indd   3 13-12-31   下午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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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应当参与到你想看到的社会变化中去！本着这样的理念，牵手上海在上

海社区搭建志愿者平台，希望居住在上海的每一个人，不管你是繁忙的工作人士，

还是学生，退休人士都能在牵手上海找到适合你的志愿者机会，从而为你心中

的那个梦想而行动起来。

怀抱着公益心和对旅行的兴趣，方晖参与了为期一年的非洲公益项目，也

正是这样的机缘，开启了她关于公益的素色之梦。现在已经成为“牵手上海”公益

机构理事长的方晖，仍然会在各类组织中扮演着小小的志愿者角色，一个帮老

人梳头的子女，一个教孩子画画的姐姐……，从不同的角度观察着不同角落里的

缺失，用自己可及的力量去分享这股正能量，这是方晖所认为的志愿者的心态，

“传递快乐，首先你自己要是快乐的人。”

“牵手上海”的门口印着大大小小的手掌按印，呼应着组织的 logo，掌印旁

是各国家语言的名字，显然，这些人都曾在这面墙上留下支持与友爱。走廊里，

各种大大小小的照片墙，那些欢乐的、富有关怀情节的、笑容满面的画面便会

如影片放映般浮现在脑海中。分享与传递，成为这里的主色调。牵手公益，始

于十年之前的岁月，方晖说没有太久，9 年。或许 9 年的岁月现在回想起来转

瞬即逝，但回忆起来充满点滴。

你有多少牵绊，不如投身到需要自己的地方。“就是在一份成长和快乐中，

体会公益的概念，难的虽然是坚持，但还有更难的：一个人一直保持初心的勇敢。”

而传递温暖，最实际莫过于温情的传递。或许你还在感叹上海的雾霾和北京的

沙尘暴，向往宽广的草原和澄澈的海水，不如带着这份初心，改变我们生存的

世界，将自己的一份关怀化作公益能量，一起参与和传递美好生活的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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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滴改变，从志愿开始

A SMALL CHANGE STARTS FROM BEING A Volunteer

12.17 公益.indd   5 13-12-31   下午5:01



P2
6 

 U
 V

IE
W

优
角
度

在中国，由于完善的儿童福利制度尚未形成，还有数以千万计的儿童因为贫困或者家庭变故而陷入

困境，有的上不起学，有的无人照顾。如果一次助养，可以让他们健康生活，如果一台电脑，可以让他们

联系到远方的打工父母，如果一个教室，可以让他们重回学堂……

A SINGLE SPARK 
STARTS A FIRE OF 
LOVE 星火下，懂得燎燃

——爱心助学，放飞希望六安市
上海城开希望小学专访记录

撰文 /Yolanda  图 /Mika  设计／ Yaya

A REPORT ON SHANGHAI URBAN DEVELOPMENT 
HOPE SCHOOL AT LUAN

12.17 公益.indd   6 13-12-31   下午5:02



初印象的面庞

FIRST IMPRESSION
-LOVELY FACES

看望了多次六安孩子们的张丽说，淳朴与天真是她对于这些孩子们最深刻的印象。

琅琅的读书声回响在还没有进村的路上，你或许会自然地想象孩子们会规矩地拿着书本，

挺直着背，明朗的光线，舒服的座椅——这些属于六安之外的教室。真正踏进六安孩子们中间

的时候，会不自觉被一种叫做淳朴的心念感动到，面对这些穿着破旧、读书条件困苦的孩子们，

他们对我们最热情而又兴奋地欢笑着，这是他们唯一最为珍贵的财富。

你也许会想象这样一幅画面，当城市中的叔叔阿姨带着自己的爱心物品送到孩子面前，或

者举着相机拍摄时，他们会自然地簇拥围成一层又一层的弧线，每个孩子们脸上天真、烂漫又

羞涩的表情，不会如城市中被礼仪束缚的彬彬有礼，也不会着急翻阅书中多少未解之谜，也不

会端茶倒水或者聊自己的学业……你却最容易被这样的纯真感动，被孩子们的热情与发自内心的

开心感染，以致于很多随着张丽一行的年轻员工们，在现场便已经有了助养孩子们的愿望，不

仅仅是看到环境带给他们的约束和限制引发的爱心感悟，而是直接地觉得，与这样一群质朴的

心在一起，什么时候都会倍觉微暖。

A REPORT ON SHANGHAI URBAN DEVELOPMENT HOPE SCHOOL AT LUAN

A SINGLE SPARK STARTS A FIRE OF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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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走来的时光

A JOURNEY FOR ALL

上海的 9 月份已开始降温，当城开集团在重建的六安市上海城开

希望小学完成揭幕仪式时，张丽也会回忆起初到这片学校时的影子，

迎接他们的是在山上还算平整的土地上那叫做“操场”地方，孩子们拿着

上课用的长板凳放成一排一排……如今的新校区已经拥有了平整、规划

齐全的操场，有孩子们梦想的篮球场，也有他们不用踮着脚尖便能看

到人群的主席台，或许还欣喜有一束升起的国旗——那些从前在电视

里看到的画面……9 月份学校建成的时候，由城开八个党支部分别与希

望小学的 8 名困难学生结对，集团 9 名领导也助养了 9 个孩子，在经

济上、感情上帮助这些品学兼优但生活困难的孩子们顺利完成学业。

17 年来，450 名学生，12 个班级，建筑面积 2000 余平米的新校舍。

我们早已把六安的希望小学看成公司的一份子。不仅每年组织青年志

愿者赴六安帮扶支教，在迎奥运、迎办世博期间多次邀请师生到沪参

观学习，每年职工艺术节也邀请希望小学共同参与，先后有 180 多人

次教师与孩子们受邀来到上海。现在的六安市上海城开希望小学已经

成为当地师资力量、学生人数、教学环境、教学理念都较为领先的学校。

2012 年，集团又出资 200 万元与裕安区政府合作，高标准迁址重建希

望小学，新校区占地 16 亩。

若问起现在他们的状态的时候，张丽想想说：孩子们没有我们想

象中自怨自艾，或者是觉得自己生活很艰苦，他们很富足很快乐，这样

的状态，其实都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尤其是付出的一方。我们更希望

这样正能量的传递能够保护他们的纯真，在他们的世界最好地成长。

在中国高楼林立间或者青山碧水中，都还存有为数不少的贫困群

体，杨彪书记助养的家庭年收入在几百元钱，孩子们读书也是奢侈的

事情，冬季的寒冷与夏季的酷热这些外在的约束已不在他们关心的范

畴之内，更多的仅仅是温饱。聊起这些的时候，参与过多次志愿者的杨

征帆会自己陷入沉思，他会聊起从深山田埂中穿着老式军绿色衣服走

来的老人，推着自己觉得最方便接送人的自行车，或许已是自己觉得最

干净的服装，来迎接着关心他们的热心人士。淳朴中的热情与孩子们

羞涩的躲闪，让在场的人无不动容。赠送给孩子们的《十万个为什么》，

是他自己孩童时期非常喜欢读的图书。在细微处播种扩展知识的概念，

对孩子的启蒙不但有益，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到一个孩子的人生定

位，或许才从本质上逐渐树立他们对自己人生的自信心，这份“星星之火”，

也许能够改变很多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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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幕后，无英雄

HEROES BEHIND THE SCENE

电脑，书本，校舍……这些都是在硬件上的完善，怎样才能帮助孩

子们软件上的提升呢？乡村教师们，走进了我们的视线。

我国的乡村教师有 500 多万，占全国教师的一半；他们任教于 33

万多所乡村学校，承担着约 l 亿乡村学生的教育任务。然而，相关数据

表明，乡村教师得到的关注、资助和培训依然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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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万源地产携手民进闵行区委和万源城协和双语学校一起开

展了“乡村教师公益培训计划”，邀请了安徽六安、贵州黄平的八名教师

来沪参加为期六天的教师交流，给教师带来广阔的视野、接触前沿的教

学理念，上海城开和万源城协和双语学校准备建立长效机制，把“星星

之火”的公益努力，扩展乡村教育理念、提升乡村老师的技能，这样的 “燎

原之势”，把教师培训、送课下乡、远程教育等有机融合，全面提升乡村

教师的综合素质，真正地相扶相助。

集团团委根据乡村小学的实际情况，面向师生开设了安全教育讲

座，普及防震减灾及消防的安全知识，提高他们面临突发事件自救自护

的应变能力。教师们在与万源城协和双语学校的交流中，会吸收到新的

教学方法，更有一部分孩子们成长的过程中的问题的讨论。很多的山区

孩子们受到地域、国家硬件设施的局限，没有足够的视野接触到更广泛

的知识，这样的情况下，提高乡村教师的素质与层次、知识水平，是何

其重要。

在多年持之以恒的投入之下，“公益”和“责任”已经成为城开企业文

化和品牌内核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不仅以自身的实际行动积极参

与慈善事业，同时努力影响和带动各方面的力量共同投身公益。员工们

也在每一次集团对弱势群体的关爱中感受到奉献的力量，如杨征帆这样，

最终自己身体力行地对教育、孩子们赋予关心。

或许“幕后英雄”已经不是公益前瞻者们需要达到的要求，而体验期

间获得的心灵改变或重生，则慢慢变为值得分享的故事，与记忆。

杨彪书记
看望受资助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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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晖说，“在公益里不存在高尚的定义，

不存在这样做有什么样的目的，看到需要关

心的去关心，觉得可以分享的温暖去一起交

流，或许就够了。”这也许不是 NGO(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一 般 仅 限

于非商业化、合法的、与社会文化和环境相

关的倡导群体 ) 提倡的社会责任，国家职责，

但也许就是每一个志愿者们做公益的初心。

就如一份稳重的力量，让大大小小的需求者

慢慢靠拢，伸出手，温暖他。

SMALL CHARITY, WARM 
WINTER 微小公益，温暖冬季

——“Memor y Share”
青年公益市集撰文 /Yolanda  图 /Mika  设计／ Yaya

MEMORY SHARE YOUNGSTERS’ 
PUBLIC WELFARE F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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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腻浪花

MEMORY SHARE

企业白领们就是公益长流里的朵朵浪花，用细微处的公

益之行，触碰身边的你、我、他。

分享回忆，分享爱心。《记忆共享》MEMORY SHARE 

城开青年公益跳蚤市集，是一段为乐于分享的青年人们设计的

爱心、公益集市。2013 年 9 月 13 日，城开国际大厦的一层，

集市红红火火的展开。衣裤裙包帽，字画工艺品，首饰化妆品……

一切可以供与大家分享的收藏品都可以拉上来晒晒。而参与的

条件也非常简单，只需要到团委“公益市集服务中心”免费申领

市集护照，便可以光荣获得在实际中买进卖出的资格。在交易

成功后，缴纳 10% 的爱心税，便可以为安徽六安城开希望小学

的贫困学生提供生活补助，让 MEMORY SHARE 传递下去。

很多慈善、公益是与明星大腕们联系在一起的，通过拍卖自

己的奢侈品作为一个途径来维持公众形象。而“Memory Share”

青年公益市集，是为大众人士们、更重要的是为有多重才艺的人

群提供将自己的收藏品变换为一份爱心的途径。这里包含每一

位手工 DIY 的精致做工、每一次旅行回来分享的独特纪念品、

还有生日收到的精美礼品……自己未必有用，而分享给需要的人

群，还可以换一份爱心奉献的机会，换一份感动的记忆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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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深冬

ABOUT DREAM

热心青春的韩莹赟在 08 年进入城开时便开始随着公司的步

伐关心公益，从参与自闭症儿童到爱心残疾孩子的助跑活动。对这

次分享的回忆颇多，类似活动经常的号召者，年轻人士有着更多新

颖的思考和对公益的热情，“对于 Memory Share，是让年轻的我

们分享生活中的爱好，还可以换取一部分资金，让孩子们感受到哥

哥姐姐们的关怀，这种转化了的公益，更可以让生活忙碌或者没有

找到合适机会的年轻人，找到一个分享的途径，我接触到的朋友都

很欢迎，还会问寻下一次类似活动的日期。”

 “Memory Share”公益市集，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小时，“装潢”

更是简单朴素，类似于高楼大厦中的白领跳蚤市场，让每一个人都

简单的分享与关爱，便

可以温暖孩子的整个冬

天，若知道自己偶尔旅

行携带而来的记忆，一

部 分 变 为 另 一 个 人 的

收藏，又有一部分换为

孩子绘画青山绿水的画

笔……很多梦想，就这

样慢慢接近。

释放了自身的个性。活动圆满结束时，一个半小时成交将近

10000 元，自觉缴纳爱心税将近 2000 元，800 多位来来往

往的白领爱心人士们，一起分享了美好的记忆和 shopping

的快感，也为安徽六安希望小学传递了不同公益形式的关爱。

慈善和公益不仅是捐款捐物，更是亲身参与和体验。公益模

式会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生活方式的转换， 而不断发生变

化，分享快乐与传递爱心同在的小型公益中，同样见证了细

微公益里的温暖，在遥远地区聆听老师教课的孩子们，会听

到这段故事，同样也会感受到这么多善意的关爱。

眼看着，中国的冬季已经来临，寒风阵阵中，或许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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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期优城记，只是想用最简单的方式，传递祝福。新的一年即将来临，我们邀请黄非女士为

本期书写跨年话语，回忆我们过去的一年，期待崭新的 2014。并附带贴心卡片，为您传递

亲友间的祝福和问候。寒冷季节来临，一定不忘记将温暖的手套与帽子送到需要温暖的孩子

手中，一席暖冬计划开启明年的关爱之旅；还不忘记在这深冬中一起回忆初冬时节时的网球

比赛，过程的热闹人心虽悄然落幕，运动与热爱生活的美好，也会一直伴随您，并延续下去。

优
城
记

U -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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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JUST WANT TO DELIVER OUR BLESSINGS IN THE SIMPLEST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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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寄语

转眼间，2013 已成过往，2014 旖旎而来。岁末年初，端起一杯暖茶，

暂且寄下忙碌一年的事业，这个月份，应是与家人、亲友一起享受温情、

回顾收获，让心灵调整休憩的时节。

对城开人而言，给予城市与人更多关爱，是我们不变的工作准则，潜

移默化中，已成为所有城开人的追求。为大家带来更舒适便捷的城市生活，

是我们矢志践行的城市理想。随着年历翻开新的一页，我们将竭诚为您奉

献一个更满意的 2014，与您携手相依，一同期盼，一起进步，走向我们共

同的美好未来。

诚挚地祝愿您阖家团圆！新春愉快！

In the blink of an eye, this year is to be replaced by the new 

year of 2014. At the turn of the year, let’s take a cup of tea and 

flee away from the career we’ve been busy with. This month 

should be a time of reunion with our family members and friends, a 

time to look back at what we reaped in the past year and a time to 

give our souls a rest. 

For the Urban Development people, extending love and care 

to the city and the people has always been our guidelines and has 

subtly become the pursuit of all people here. Bringing all a more 

comfortable and convenient urban life is the ideal we’ve been 

pursuing in this city. As we turn to a new page of the calendar, we 

are committed to delivering a more satisfying 2014, to take your 

hands and be your company, to look forward and make progress 

together, and to walky towards a better future. 

We wish you a great family reunion and a happy new year! 

NEW YEAR MESSAGE TO YEAR END 

黄非

上实城开执行董事、副总裁、上海城开副总裁

Huang Fei

The Executive Director and Vice President of SIUD , the Vice 

President of Shanghai Urban Development 

优角度-12-24-.indd   6 13-12-31   下午5:33



时间流转，思念如初，我在这里，你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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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关注城开会，更多温馨生活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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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初冬，在结束春季、秋季与区域选拔赛的历练，年终决赛季揭开序幕，球友们已然做好了瞬间点燃它的热情。11 月 16 日， 2013 上海市

民体育大联赛的热点赛事之一，“上海城开”杯业余网球年终总决赛在上海国际网球中心激情上演，作为城开集团赞助的贯穿全年的公益网球比赛，

其年度收官赛，吸引了来自全市 13 个区县的选派代表团和春季、秋季赛的获奖选手总共 160 名业余网球高手参与，争夺属于自己的年终冠军。

PASSION FOR THE 
EARLY WINTER

2013 SHANGHAI URBAN 
DEVELOPMENT PUBLIC WELFARE 
TENNIS FINALS 释放情怀，初冬

—— 2013 相约上海 网聚城开，上海城开
“公益网球”年度收拍

ATP 年终网球大师赛近期落幕，人气天王德约科维奇最终夺

取年终总冠军，沪上的网球爱好者们的热情却没有随着 2013 网球

大幕的落下而有所减弱。11 月 16 日上周末，属于上海业余网球爱

好者的市民体育大联赛网球项目总决赛在上海国际网球中心激情

开赛，来自全市 13 个区县的选派代表团和春季、秋季赛的获奖选

手总共 160 名业余网球高手在这里争夺属于自己的年终冠军。

本次比赛由市体育局、解放日报、市市级机关工作党委、市总

工会、团市委、市妇联主办，市网球协会承办，上海网球 123 推广

计划、《网球大师》杂志协办，上实城开附属公司上海城开（集团）

有限公司冠名支持，HEAD 佩雷罗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富豪环

“上海城开”杯年度收拍
人气之旺堪称市民“ATP”

SHANGHAI URBAN DEVELOPMENT CUP 
TENNIS FINAL DROPS SCENE 
“ATP”THE LOCAL ATP FOR SHANGHAI CITIZENS

球东亚酒店、国际网球中心俱乐部支持。在总决赛开幕式上，上海

市体育局局长、上海市网球协会会长李毓毅，解放日报总编辑陈颂

清，上海城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杨彪等共同启动比赛。

比赛中，各代表队选手激情挥拍，全情投入精彩纷呈的网球盛

宴，在积极、友好、快乐的氛围中交流技艺，分享网球运动带来的乐趣。

经过一天的激烈角逐，分别决出了青年男女单、双打、混双和常青

组男女单、双打、混双冠军。

对于赛事人气之高，气氛之热烈，现场一位观摩比赛的市民直

言，“上海城开”杯业余网球赛就是为上海市民和业余网球爱好者自

己打造的“ATP 大师赛”，年终决赛更是点燃了秋冬全民运动高潮。

P3
9 

 U
 C

IT
Y

优
城
记

12.24网球&球童 .indd   2 13-12-31   下午1:10



为了更好地开展该项赛事，上海市网球协会计划明年引入

“ITN 国际网球等级测试系统”，推进选手分级制度，使竞赛分组

更合理。

 “ITN”是国际网球联合会认证的衡量选手网球水平的工具，

它用简单易学且客观的方法衡量网球运动员，特别是业余爱好

者水平，让每个人都能拥有自己的网球水平等级。在测评系统

体系下，选手依照水平从低到高被分为 10 到 1 不同的等级。10

代表网球基本入门，选手可以在正规球场做基本的接发球。1 代

表网球最高水平，通常是拥有 ATP 或 WTA 排名的网球运动员

或者有同等水平的选手。“ITN”为所有网球爱好者及专业选手更

好地给自己的网球水平定位提供了很大的便捷，将来用于选手

的分组竞赛也将更为科学与合理。在当天的比赛现场，市网协还

进行了系统演示。

此外，作为大联赛网球项目的主办单位之一，解放日报全

程参与了“上海城开”杯网球赛事的活动策划和新闻报道，其与市

民体育大联赛宣传信息部共同举办的“我和网球的故事”有奖征文

活动业已启动，广大网球爱好者和参赛选手都可以在赛场之外，

通过这个活动进行交流，分享自己的网球心得和故事。

ITN 专业测试引入在即
有奖征文球友互交流

ITN IS COMING
ESSAY CONTEST FOR FANS

作为上海市民体育大联赛的系列项目之一，“上海城开”杯以营造“美丽上

海、健康人生、幸福生活”为理念，以“人人喜爱一项运动、人人学会一项运动、

人人参与一项运动”为目标，贯穿全年成功举办了春季团队赛和秋季单项赛以

及刚结束的年终总决赛，为沪上众多的网球爱好者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

并对提升申城市民业余网球的竞技水平，推动业余网球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

上海城开赞助网球 123 实行全民网球推广计划已经有 12 年，主要从社

会、高校和青少年 3 个层面普及推广网球运动。今年城开集团以“公益网球”

为切入点，着重推广青少年网球的发展，走访了宝山网球特色学校虎林三小，

并向学校赠送网球器材和网球教学服务；而“城开少年 大师梦想”的球童招募

活动也逐步培养了更多的青少年网球专项人才；不久前举行的城开杯上海市

大学生网球锦标赛，作为本年度最重要的高校网球赛，则在高校中掀起了一

股网球热潮，吸引了 25 所高校和 300 多名大学生参加。而今年在社会网球

相约上海  网聚城开
上海城开 12 年情系“公益网球”

MEET IN SHANGHAI, ENJOY TENNIS WITH 
URBAN DEVELOPMENT 
THE 12-YEAR STORY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PUBLIC WELFARE TEN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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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组男子单打：冠军 叶乃桐（嘉定）亚军 刘炎斌（徐汇） 季军 庞倪恺（宝山） 

第四名彭翀（徐汇） 第五名 关烨（秋季赛） 第六名姜子鸣（宝山）

青年组女子单打：冠军 赵小鸥（嘉定）亚军 王玥（徐汇） 季军 李思佳（静安） 

第四名周映红（秋季赛） 第五名 俞梦洁（松江） 第六名 冯娜娜（崇明县）

青年组男子双打：冠军 张雨 / 石锐（嘉定）亚军庞倪恺 / 姜子鸣（宝山） 季军文闻 / 彭翀（徐汇） 

第四名曹金荣 / 唐彦直（金山） 第五名关烨 / 余东亮（秋季赛） 第六名贝申 / 彭明贤（静安）

青年组混合双打：冠军石锐 / 李婉榕（嘉定）亚军 周洋 / 莫祎（秋季赛） 季军张雪峰 / 赵欣瑶（杨浦） 

第四名肖云洲 / 史融（静安） 第五名陈文浩 / 张丛容（松江） 第六名李仲杰 / 周娉婷（普陀）

常青组男子单打：冠军 刘谦（秋季赛）亚军 何卫名（地铁） 季军 冯家庆（宝山） 

第四名苏证唐（松江） 第五名 史浩（金山） 第六名 姚海波（黄浦）

常青组女子单打：冠军 潘铮（秋季赛）亚军 涂海云（杨浦） 季军 杨爱萍（普陀） 

第四名刘奇（普陀） 第五名乔蔚（静安） 第六名 徐莹（普陀）

常青组男子双打：冠军 郭一民 / 姚海波（秋季赛）亚军 张智毅 / 林建明（闸北） 季军 王晓光 / 费家褀（杨浦） 

第四名冯家庆 / 孙富华（宝山） 第五名 史浩 / 陈青松（金山） 第六名 苏证唐 / 盛励（松江）

常青组混合双打：冠军乔蔚 / 胡雅欣（静安）亚军张立 / 潘铮（秋季赛） 季军刘谦 / 周禾（秋季赛） 

第四名杨爱萍 / 毛之海（普陀） 第五名郭一民 / 陈虹（秋季赛） 第六名张佳法 / 江林（闸北）

Tips:

年终总决赛奖项名单

方面，更是携手市民体育大联赛，将

传统的城开杯赛打造成为上海业余网

球比赛中，参与人数最多、影响最大、

效果最好的网球活动之一。

对此，上海城开负责人表示，开

展“公益网球”活动，致力于推广该项

运动，在于网球运动所传达的理念与

上海城开提倡的“优享品质生活”是非

常契合的。企业作为社会的一员，理

应担当起推广体育运动的责任，将健

康运动、全民健身的意识传入每一个

公民的心里，让群众享受体育带来的

快乐，让城市生活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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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THER AMAZING 
JOURNEY IN THE YEAR 

《ERA- 时空之旅》
万源城年终答谢专场花絮 马年飞至 

又一场时空溢彩之旅
HIGHLIGHTS OF “ERA – A JOURNEY THROUGH TIME AND 
SPACE”, A YEAR-END THANK YOU PARTY BY WANYUAN TOWN

OF 
THE 
HO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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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对于万源城·尚郡来说，又是一个胜利年、

丰收年。基于各方共同的努力，尚郡产品在这一年里继续

得到市场高度认可，不仅提前超额完成年度目标，而且

整个项目已接近完美收官。尚郡国际公寓在市场掀起热

销浪潮的同时，也以其高端国际品质，不断赢得良好的口

碑。年关将至，为答谢新老业主一直以来的厚爱和支持，

向市场传递万源城强劲销售、生活氛围日渐成熟的信息，

近日，上海城开 • 万源地产与“城开会”联合举办了“《ERA-

时空之旅》万源城专场”客户年终答谢活动。

“ERA 时空之旅”是上海马戏城长演不衰的保留节目，

融杂技、舞蹈、戏剧、音乐和世界一流多媒体技术于一体，

中国元素、国际制作，打造全新舞台艺术样式，原创音乐、

现场演奏、电子投影、数字舞台、超大水幕、巨型镜墙，

如梦似幻……感人、神奇、震撼，给人以超凡享受，堪称“中

国娱乐第一秀”，有极高的观赏性和艺术性。

12 月 21 日下午 2 点整，在上海马戏城 2013 万源

城年终业主答谢会如期隆重举行。现场约 1400 个座位，

几乎座无虚席。提前精心录制的感恩祝福在开演前播出，

同时现场 LED 屏滚动播出表达深情谢意的文字，把万源

城对于广大的业主的感恩之情，传达给每一位到场的来

宾。随后的 100 分钟演出中，惊险刺激的节目编排、精

湛造极的艺术张力、完美醇熟的演出效果让全场惊呼与

掌声不断。叹为观止的柔术、惊险刺激的高空翻滚、铁笼

摩托车狂飙等等，现场高潮迭起。活动结束后，我们曾在

现场随机与几位到场客户短暂交谈，大家纷纷表示本次

演出艺术性之高、表演之专业都出乎意料，让人印象深刻、

意犹未尽！由于客户报名踊跃，加之活动场地有限，本次活动名额采取随机

抽取的方式产生。未来，万源城还将继续不定期举办多种形式的活动，回馈

各位业主，希望大家保持参与热情、积极参加活动。

值此 2014 新年即将到来之际，上海城开·万源地产再次向一路陪伴我们

走来、给予我们厚爱与支持的广大业主们，表示深深的感谢！明年，万源城将

好戏连台，万源城压轴之作——精装大平层豪宅 “御璄”将隆重登场，万源城

生活品质与品牌价值将再上一个台阶。未来，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把

我们的家园建设得更宜居、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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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开“暖冬 100”爱心活动"WARM WINTER 100" CHARITABLE ACTIVITY LAUNCHED BY URBAN DEVELOPMENT

WARM THE 
COLD WINTER BY 
NUMEROUS LIGHTS 
IN OUR HANDS

手中灯 
融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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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时褪去一身的疲惫，于万家灯火最明时，在暖气充足的房间中，孩子抱于膝头，妻子在旁边守候。热腾腾的饺子在嘴里经过咀嚼，

散发出幸福的味道。电视播放着《爸爸去哪儿》，孩子们穿着名牌服装，在风景秀丽的村庄里跟爸爸们一起体验生活。情至深处不禁莞尔，

客厅中便充盈着铜铃般的快乐微笑。此时闭上眼睛许下新年的愿望：希望家人幸福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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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刻的某个地方，有个孩子正点着如豆般的烛光，

用皲裂的小手握着寸尺长的铅笔在纸上做算术。为了维持

这个贫困脆弱的家，他的爸妈去了城市工作。朔风呼号，钻

进破败的家，同样撕扯着孩子身上破败的棉絮袄。他望向

黛色远山，那边有他的父母，他当然希望爸爸唱《小星星》

给自己听。但此刻他只能望着烛台许下新年的愿望：爸爸，

我可以去你家吗？

冬天美丽吗？毋庸置疑。这个季节有圣诞礼物、有欢

乐的假期、有全家齐聚的团圆饭、也有声声爆竹。但总有那

么一群孩子，对他们来说冬天是苦痛：既不能带来自己的

爸妈、还让他们唇角干裂、手脚冻疮……当城市中的孩子们

期冀着父母买的新装时，某个角落中依旧上演着类似《卖

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在我们每年讨论着要争取南方供

暖的同时，他们唯一的要求，不过是有副手套、有条围巾，

有双不漏风的鞋。

世界银行将极端贫困定义为每天生活费低于 1.25 美

元。尽管过去 30 年来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大幅下降，但截至

2010 年仍有约 4 亿儿童生活在赤贫之中。中国、印度等中

等收入国家在减贫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低收入国

家进展十分缓慢。希望工程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不

可否认的是中国依旧有一群在贫困中挣扎的孩子。

此次，城开集团携手《地铁锋尚》共同发起名为“暖冬

100”的冬季关爱贫困儿童爱心计划，为贫困儿童献出我们

的关爱。“城市之光”不仅要闪耀在城市，也要照射到远方，

“让城市聚集光，把温暖传向远方”，我们在此号召，给贫困

儿童一个温暖的冬天，你的 1 条围巾、1 双手套……都将成

为这个冬季的一份温暖的爱。

“暖冬 100”活动中的“100”不是一个既定的数字，而是

我们对于这份爱的愿景。它可以指代 100 个捐助对象、也

可以指代 100 次捐赠行动、还可以指代这份冬天的温暖将

会覆盖 100 个学校、更可以指代范围将会延伸至 100 个地

区……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一定代表着，我们百分之百真诚

的心。

电灯与蜡烛虽不相同，但它们都能给人带来温暖。“城

市之光”纵然璀璨，但倘若无法给更多的孩子带去温暖，还

不如一根岌岌可危的火柴。因此不仅要有光，更需要温暖

远方的孩子，在此希望汇聚您的爱心，一起点亮他们的冬季！

关注 @ 地铁锋尚、@ 上实城开，关注活动，关注暖心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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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步入寒冬，优乐派也相对为新年做了沉淀和铺垫，先提醒您选择健康的原材料

制作美食，调养身体；再领着您回忆天鹅堡上的魅力传说；邀请时尚大师雅恩分享

些时尚的哲学；请侦探小说家文泽尔告诉你身边时设计师的居住环境；又一个清

晨醒来，还会发现伴随自己多年的多肉植物胖乎乎的身材和逗趣的表情，再走到

AZU+ 红酒酒窖品尝甘甜的葡萄牙纯酿，一切都在静待着春季的含苞，只为温暖你。

U -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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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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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THING WAITS SILENTLY FOR BLOOMING IN 

SPRING JUST TO BRING WARMTH T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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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日耳曼民族，“刻板、乏味、无趣” 这种词汇

会先入为主占据脑际。德国人讲笑话或许不可笑，但

是“听德国人讲笑话“这件事大概会让你会心一笑。黑

格尔、马克思这些儿时壁挂在教室外墙的伟人们，或

许生来便是严肃的思想家而不屑于小打小闹的欢愉。

然而除却德国这种严谨的“大众面庞”，他们就果真整

日过着“有板有眼、不苟言笑” 的生活？

据说德国城堡 14000 座，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

的城堡数量超过德国。甚至美国迪斯尼城堡、卡普空

游戏《恶魔城》都以德国城堡为蓝本进行场景设计。

而此中的佼佼者 “新天鹅堡” 甚至可以印在德国明信片

上，这座城堡集溢美之词于一身都不为过。当所有关

于王子和公主的故事来此续写剧情，我们大概要重新

审视德国人沉闷面庞下隐藏的笑意了。

名为“天鹅”的童话

A FAIRY TALE OF SWAN

A TRAGEDY 
OF THE SWAN KNIGHT

天鹅骑士之殇

撰文 / 尚志  图 /zezo  设计／ Yaya

10.18旅游 .indd   2 13-12-31   下午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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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之君治得了天下却大多抵不过美人。轻者“长安回望绣成堆，山

顶千门次第开”重者则大兴土木构建夏宫。印度泰姬陵、巴比伦空中花园，

这些惊诧世人的艺术品的背后都寄托着帝王难以觉察的儿女情愁。新天鹅

堡同样摆脱不了这种 “不了情” 般的宿命，“失宠”于表姑——茜茜公主。建

造者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花费 17 年时间 620 万马克，躲藏于阿

尔卑斯山麓中醉心于构建自我世界。据说新天鹅堡在建筑时甚至不需要景

观设计，因为路德维希二世早以在心中完成蓝图构建。他天才般的将景色

与建筑结合，仿佛诗人的即兴创作，使得城堡四季风景轮转而不同。

城堡风格结合了哥特式与拜占庭式，甚至略带神秘主义的哀婉气息，

让人一口咬定这是德古拉伯爵的官邸。然而周围郁郁葱葱的中欧丛林连同

阿尔卑斯融雪湖泊，让人生疑这是柴郡猫用幻术营造出来的仙境。萨尔斯

堡大理石、木质鹰架、城堡内部所有细枝末节都有着建造者的匠心独运。

日常用品、帷幔、壁画，甚至水龙头都是天鹅的状貌。路德维希二世内敛

的浪漫好似一个中年男人一般，虽不言却深邃。包裹着繁杂感情居于无人

一个叫 “天鹅” 的城堡

A CASTLE CALLED SWAN

之境，用一砖一瓦构建自己逝去的爱恋。

城堡主体象牙白，春秋时节会傲然居于山林之中，然而最妙的却是

冬季辅以苍雪之时，西风带触及不到的小镇此时银装素裹。削弱了的哥

特式尖耸塔楼，点缀着深蓝的塔顶和巴伐利亚枯瘦的枝桠，舞动在银白

色的荒原上，成为小镇上不可多得的风景。而清晨时分倘若雾气蒸腾，

城堡便似居于云端，仿佛一切都是阿尔卑斯山之众神为了掩人耳目从而

创造出来的假象。他们在云雾中翩然而下，悄然降临在无人苏醒的街道

上，随着山雀吟唱清晨的赞美诗。

10.18旅游 .indd   3 13-12-31   下午1:54



路德维希二世显然不是一个好国王，他厌烦宫廷国事却钟情于浮华歌剧、

外交乏力却时常挪用国库资金、国家内忧外患却无所作为。当普鲁士铁蹄碾压

欧洲之时，路德维希二世却心门紧闭做着自己的梦。当威廉一世开启德意志帝

国的大门时，巴伐利亚孱弱身躯在欧洲版图上飘忽不定……山雨欲来风满楼，

路德维希二世结束了他的梦，国破后人们在湖边发现这位国王的尸体连同他未

完结的天鹅堡。

倘若要评判这位国王，在政治学上大概会是零分，但他在艺术上达到的造

诣却不可小觑。其对于歌剧的迷恋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为了让瓦格纳剧目得

以发扬，甚至建造专门的剧院上演瓦格纳的剧目。路德维希二世对于艺术的追

求无人能懂，他曾和茜茜公主一起吟诵诗歌自喻老鹰和海鸥，曾发明飞行器却

被认为是精神障碍。他的创意超脱于时代和政治而存在，格格不入地镶嵌在皇

室这片棋盘中。

路德维希二世 Ludwig II

（1845 年 8 月 25 日—1886 年 6 月 13 日

一个叫“天鹅”的国王

A KING CALLED S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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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想成为那个天鹅骑士，却始

终做囚徒之困。新天鹅堡大概便是他

心灵得以慰藉的平台，如今的菲森小

镇游人如织，大多人慕名而来循迹自

己童年的“公主梦”。进入城堡的“红色

回廊”，能一睹这位建造者的风采，讽

刺的是：路德维希二世生前从未在新

天鹅堡里摆放自己的肖像。

还有，这位孤独的国王仅仅在离

开城堡的第五日便溺死于湖边。也许

他的灵魂在那时便化为了真正的天鹅

骑士。

天鹅之死

THE DEATH OF S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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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E&FOOD 
 PICK-IT-YOURSELF 

 FROM THE FIELD TO THE DINING TABLE 

酱油的红、咖喱的黄，酸甜

的酱汁、辛辣的香料，食物每天

以各种颜色进入我们的眼帘，刺

激我们的味蕾。无所顾忌的烹饪

已然可以把它们变成任何口感与

味道，我们越来越少关注食材本

身。发现新鲜蔬果最本真的美，

享受亲力亲为的新种植模式，便

是食材的新都市田园主义，一起

发现手边的好食材。

ENJOY THE PICK-IT-YOURSELF
 FROM THE FIELD 

TO THE DINING TABLE 

慢慢享用“随手摘”
从田园到餐桌

撰文 / 人土土  摄影 / Joey  设计 / kris 

NATURAL SCENTS 
NATURE IN YOUR H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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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IN YOUR HANDS

边工作边可以伸手采摘办公桌上的蔬菜，等到

它们成熟时候，还可以在午餐时分做成一道沙拉犒劳

辛苦浇水的伙伴。在市中心的写字楼里建造小型农场

则实践了真正的零距离新都市田园主义。仿佛瞬间颠

覆了钢筋水泥丛中的紧张与灰白。

近年来，世界各地的摩天大楼里出现了许多“空

中花园”、“绿色屋顶”，郁郁葱葱的蔬菜瓜果成为

了写字楼内的另类景观，西装革履的白领们换下一身

的束缚，在藤蔓间收获累累硕果，也收获一分绿色心

情。也许，“慢工作”不是工作量很少，而是虽然有

着忙碌的工作，却依然有条不紊、不急不躁，有一分

安然笃定的“慢心情”与沉着冷静的“慢态度”。充

满田园气息的工作环境无疑是好心情的催化剂，变身

农夫，在举手躬身间释放压力，也为健康亲力亲为，

自食其力。如生菜、韭菜、新鲜的香菜等简单绿植，

只需要将种子洒进花盆，每日浇水，待到成熟日期慢

慢等待它由翠变青，娇艳欲滴，也是美妙的事情，连

总是被嫌弃的大蒜，也可以挺起胸脯，为办公室增添

一摸绿意气息，同样是乐事。

著名的日本东京保圣那集团大楼，就实现了在

大楼内种植的蔬菜瓜果以及各种植物的梦乡。种植的

种类多达 200 多种，就像是一个小型的植物园。员

工们很喜欢这些植物和蔬菜，他们把自己的办公室称

为“都市田园”，在其中工作如同置身于美丽的乡间。

大楼雇用的园艺工人很少，许多种植和管理工作靠员

工轮流来完成。据介绍，一层的稻田一年可收割三季，

约产 150 公斤的稻米，楼内一年的无土栽培可收获 2

万余棵生菜等大叶蔬菜，再加上其他的瓜果等，全部

经公司的食堂成为员工们的盘中餐。从田园到餐桌，

这真是最好的实践。

NATURAL SCENTS  

没 有 农药 化 肥，没 有 转 基

因和激素，却有着比一般蔬菜高

很多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有

机蔬菜确实有着受人追捧的“有

机理由”。它们天生丽质，即便

是生的都很好吃，清新的甜温柔

地在味蕾间扩散，营造着舌尖上

的浪漫。当然，有机蔬菜可谓出

生金贵，较小的生产规模、较大

的人力投资以及高昂的运输成本

等因素造就了它们的价格不菲。

这些年，上海周边新建起了不少

有机农庄，远离城市的喧嚣，在

蔬果的世界里徜徉，贪婪地呼吸

与品尝，最美的味道便是不加修

饰的纯粹。

蔬菜瓜果自然香手到擒来“原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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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端 ——飞行腕表之旅

UP IN THE AIR
——A JOURNEY OF FLIGHT 

撰文 / 施晓燕 图 /zezo 设计／ Yaya

随着电影《Gravity（地心引力）》国内热播，又唤起了人们不灭的飞翔梦想，而飞行员们飞行仪表前的手中腕表，更是不可或

缺的飞行工具。一如George Clooney与Sandra Bullock在寂静的太空中为生命而倚靠腕表争分夺秒。

12.17 手表.indd   3 13-12-31   下午5:05



IWC 全新飞行员系列特别腕表
IWC 万国表为进一步扩大其倍受欢迎的飞行员系列腕表阵容，全

新推出了三款专卖店特别版腕表，为其飞行员系列 TOP GUN 海军空战

部队麾下再添新战员。

TOP GUN 海军空战部队万年历腕表
大型飞行员系列 TOP GUN 海军空战部队万年历腕表专卖店特别

版采用高科技陶瓷表壳的腕表威风凛凛，功能一应俱全。腕表配备了多

种复杂功能，如具备四位数字年份显示的万年历，永久月相显示以及 7

TOP GUN海军空战部队万年历腕表

TOP GUN海军空战
部队计时腕表

TOP GUN海军空战部队腕表专卖店特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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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Ross BR 01 
Heading Indic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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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动力储备显示。所有的显示均可通过表冠操作设置并自动运行。设于 12 点钟位置的小视窗可分别显示南北半球的月相状态。该腕

表是沙夫豪森 IWC 有史以来制造的最复杂的飞行员腕表之一。

 

TOP GUN 海军空战部队腕表专卖店特别版
大型飞行员系列 TOP GUN 海军空战部队腕表专卖店特别版完美融合了 20 世纪 50 年代的简洁风格与 21 世纪的顶端科技。腕表

搭载 IWC 自制 5111 型机芯，该机芯由 311 个零部件构成，上满链后可持续运转 7 天。表镜可承受驾驶舱内的骤降气压而不致松脱，

是名副其实的“适航”腕表。

TOP GUN 海军空战部队计时腕表
飞行员系列 TOP GUN 海军空战部队计时腕表专卖店特配备了蓝色指针和时标，具有防磁保护装置以及可抵御骤降气压的玻璃表

镜，是进行复杂空降演练的理想之选。此外，此款腕表还以其内在价值深受表迷好评：搭载 IWC 自制 89365 型机芯，可提供 68 小时

的动力储备。表盘采用经典驾驶舱设计，日期显示亦与测高仪的外形十分相像。

Bell&Ross BR 01 Heading Indicator
有趣而时尚的外表造型，此款想不吸引飞行腕表爱好者都难。Bell & Ross 设计师撷取飞航指示器的结构特色，创作出这个独具

原创且革新的时间显示时计。

表面由三个独立的同轴圆盘组成，由外及内的两圆盘各代表时、分刻度；最外圈的小时盘由黄色双三角型指示时间，中间圈盘则

作为分钟读时使用。中央秒盘，没有刻度显示，取而代之的是鲜明亮眼的黄色 Bell&Ross 品牌标记。WES( 西、东与南 ) 指示，模拟既

有的飞行仪器，依旧保留在面盘上。唯有 N ( 北方 ) 显示由黄色双三角型标志取代，作为小时指示。整体表盘最突显的莫过于印于表面

玻璃内侧的标记 – 黄色飞机轮廓，忠于飞航仪器的原始设计。防眩光的黑色雾面碳纤维表壳采用与航空飞行仪表盘相同的色调，运用

颜色的对比强弱，将表面刻度及细节都突显得清晰易读。除却外表，BR01 AVIATION COLLECTION 飞航系列，严守顶级工艺的四大

要素：清晰易读、功能性强、精确度高、以及防水性。颠覆传统的设计，让人着落之余，想摘下都难。

12.17 手表.indd   5 13-12-31   下午5:05



百年灵蒙柏朗小型计时腕表
Montbrillant 01限量版

Zenith“TYPE 20飞行器”

格拉苏蒂飞行员世界时腕表

百年灵蒙柏朗小型计时腕表 Montbrillant 01  限量版
20 世纪 50 至 60 年代，民用航空技术重新回归人们的视野。著名的波音 707、DC-8 和“快帆”飞

机相继问世，它们在大幅缩短世界距离的同时，也以最卓越的速度、舒适与安全性成为了现代航空业的

三大标志。此时百年灵成为了现代航空发展史中此类重要时刻的见证者。著名的百年灵航空计时腕表

Navitimer 于 1952 年刚一问世，便迅速获得了飞行员及飞行爱好者的推崇。此后，百年灵还推出了最

初为螺旋桨飞机驾驶舱而设计的计时器，其后更被广泛应用于众多厂商和航空公司的喷气式飞机中，凡

此种种为专业领域而打造的精密仪表，使得异军突起的百年灵更为声名远播。1958 年，百年灵再接再

厉，推出了一款名为 Transocean 的越洋腕表。Transocean 越洋腕表不仅防磁、抗震且拥有超强的防水

性能，同时还采用经由天文台认证的自动上弦机芯，在众多腕表中可谓独树一帜。凭借低调而精致的设

计，Transocean 越洋腕表很快便大获成功，备受好评，并以其不断更新的设计面貌见证了人类以飞行器

跨洋旅行的繁荣时代。

 

Zenith“TYPE 20 飞行器”
此款是真力时早期飞行员系列的尊贵代言人。内里配有 El Primero4054 B 型高精确度机芯，每小

时振动频率高达 36000 次，腕表配有年历功能，每年只需在二月过渡到三月时进行一次调时。这项复杂

功能的设计极为精妙简洁，只有 9 个活动部件（大部分年历则需 30 或 40 个部件）。直径宽达 48 毫米，

腕表包含了所有的视觉特效：硕大的洋葱头锁入式表冠，大号阿拉伯数字时标覆有白色超级夜光涂料。

宽阔的黑色哑光表盘清晰衬托出缎光黑色钌金属超级夜光涂料指针。底盖的图案为一枚镌刻有布莱里奥

飞机的纪念章以及“Montre d’Aèronef Type 20 – ZENITH Flying Instruments”（Type 20 飞行器腕表 

– 真力时飞行仪器）字样。表壳侧面可见瑞士民用航空注册码“HB”字样以及腕表序号。此款表壳侧面可

见瑞士民用航空注册码“HB”字样及腕表序号。

浪琴“Lindbergh”飞越大西洋”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浪琴便拥有了技术与设计皆臻成熟的 Weems 和 Lindbergh 两大系

列飞行导航表，且二者均以航空史上声名显赫的人物作为命名。作为航空史上最早的飞行导航表款之

一，浪琴以美国著名飞行家 Charles Lindbergh 名字命名的 Lindbergh 系列，与 Weems 系列也有着

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Charles Lindbergh 早年曾师从于 Philip van Horn Weems，并将 Weems 所

发明的导航系统予以改进和优化，且最终在 1935 年为之申请了技术专利。而除在航空技术领域有所

建树外，Charles Lindbergh 更在航空史上屡次缔造壮举。早在 1927 年时，Charles Lindbergh 便

独自完成了从纽约至巴黎的第一次不停站飞越北大西洋的航程；并于随后的 1933 年偕同其妻 Anne 

Lindbergh 从纽约起飞穿越 47000 公里，在经过 17 个国家和地区后重新返回美国，最终完成了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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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琴“Lindbergh”飞越大西洋”

航空史上令人瞩目的飞行传奇。在其合作伙伴浪琴的通力协作 下 ，

Charles Lindbergh 所佩戴的腕表拥有一个带 30 分钟累计表盘的计时 机 芯， 它

可测算的时间达 1/5 秒，并有一个可测量 500 公里 / 小时速度的转速计。

格拉苏蒂飞行员世界时腕表
格拉苏蒂制作的飞行员系列世界时腕表的外形充满着 20 世纪的复古风格，运动和硬朗的外形设计，

仿佛只要看一眼手腕便能拥有全世界。腕表的表壳上有一个可旋转的标有世界城市名的圆环，能轻易界

定出不同时区的时间。特大尺寸的时标指示，让时间取得更为清晰。设置在 6 点钟方向的大日历视窗位，

是格拉苏蒂引以为傲的标志性设计。整个表盘在视觉和使用上，让佩戴者能轻松掌控全局。蓝宝石水晶

表底揭示了 39-47 机芯的构成，21K 金镂空摆陀、鹅颈微调装置以及精细打磨的格拉苏蒂 3/4 夹板。

精密的运转之美，带来视觉享受的同时，也是格拉苏蒂优越制表工艺的典范。

Oris Swiss Hunter Team
1994 年，瑞士巡逻兵特技飞行队的主战机型 Hawker Hunters 最后一次执行任务。之后，虽然它

已经从瑞士空军退役了，但由一群瑞士前空军飞行员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团队（Swiss Hunter Team），

以延续这一经典传奇战机的辉煌历史，更得到了以制作军用表著称的 Oris（豪利时）腕表品牌的大力赞

助。为表示支持，该品牌日前特别发表了 Swiss Hunter Team 腕表，从而充分表现出了飞机的力量和完

美设计。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设计，从高性能 Oris 733 机芯，到滚花表圈，表盘以驾驶仪表板作为设

计灵感，秒针尾端以代表瑞士的”十字”造型平衡对称。表背饰以 Swiss Hunter Team 的官方 logo，彰

显腕表所代表的精神，也以此表达对一代传奇战机 Hunter 的敬意。

Oris Swiss 
Hunter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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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ASHION PHILOSOPHER
YANN DEBELLE  DE  MONTBY

雅恩的时尚哲学 
撰文 / 靳辰婴   摄影 / 朱晔  设计 / Kris

他曾入选 2006 英国《GQ》杂志“最佳衣着品位男士榜”，他曾是奢华品牌 Dunhill 的形象公关总监，Berluti 形象大使，是闻名全球的奢侈品文

化推手；他中意于艺术鉴赏，喜欢收藏名贵汽车和古董手表，被众人称为“天生的收藏家”，他就是 Yann Debelle de Montby，雅恩。

雅恩.indd   2 13-12-31   下午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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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恩并没有时尚人士常有的浮夸和傲慢。他给人的感

觉只有真诚、坦率和一点孩子气。他来到上海，在这座东方

时尚之都定居，在市中心开设了自己的工作室，过着属于自

己的大隐隐于市的生活。在一个阳光慵散的下午，我们走进

他的工作室，走到他的生活梦想中一探究竟。

很多人都说，雅恩的存在让许多人开了眼界，同时

帮助无数芸芸众生找到了提升品位的方式；他对于中国和

中国人民有着溢于言表的热爱，上海、北京都是他喜爱的

城市，他也梦想着更多中国的男士在不久的将来能拥有更

专业的时尚理念。正如他的名片上印的那样，“a dream 

manufacturer”，他是一个纯粹的梦想家。

WHEN YANN MEETS SHANGHAI  
雅恩结缘上海

接受采访这天，雅恩穿着一件质地舒适的白色衬衫，下身着黑色笔挺的西裤，

赤足穿着卡其色皮鞋，略有些凌乱的灰色短发，白灰色的短胡，这些低调而又冲

突的时尚元素，让人似乎一眼就能定义出他的身份，而这混搭风格在他身上显出

了完美的协调感。在他稍显混乱实际上却井井有条的工作室里，他暂时放下手头

的工作，与我侃侃而谈。

雅恩.indd   3 13-12-31   下午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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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 ABOUT FASHION
对话雅恩

优享家：你在世界各地包括如今的上海都有着许多优秀的室内设计作品，你认为在你的各项创作中，

最核心的理念是什么？

雅恩：我认为重要的是每一项创作的灵魂。我希望我的作品都能拥有自己的灵魂，很多美丽的东

西仅仅停留在表面，这对我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其实有的时候，运用一些小物件，就能使整个空间活起来，

因此我很喜欢从世界各地搜刮一些有灵魂、有故事的装饰或是摆设，去发现他们的美和历史。

优享家：你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设计师，最初你是怎么选择走上这样一条时尚道路的呢？

雅恩：你知道吗？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其实是与人沟通，我非常喜欢和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去仔

细聆听他们，后来，在我了解了人们对于空间、居住环境的要求之后，我便想为他们去打造这样的空间，

来满足他们的梦想。所以，老实说，有梦想真的很重要，把梦想分享出来，更重要。Yann Debelle de Montby

雅恩.indd   4 13-12-31   下午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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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享家：如果让你来定义，怎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可以称得上是时尚的呢？

雅恩：态度很重要且必须要时刻保持优雅，你可以花很多的钱去买奢侈品牌，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你买的是质量，而不是品牌的 Logo，所以，不

一定要把 Logo 秀给别人看，那些大牌并没有支付给你广告费。这也是我给大家（特别是男士）的穿着经验。男人其实并不需要非常的时尚，毕竟男人

不可能永远年轻并保持另类。男人只需穿得自信、舒适，就能不动声色地演绎出时尚。

优享家：你出生于摩洛哥，之后长时间在英国、法国工作，现在又把家安在了上海，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是否感受到了强烈的东西方文化差异？

雅恩：说实话，文化差异给我的影响其实并不大，我去过很多地方，接触过各式各样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他们把自己心目中的文化、时尚概念分享给我，

我同时也带给他们我的理念，这样的交流让我越来越容易接受新鲜的事物，无论去到哪个陌生的地方，我只有期待，不会有紧张和害怕。就好比现在，

我来到了中国，一个西方人眼中神秘古老的国度，我也同样非常高兴把我的热情和时尚心得分享给我热爱的中国人。

雅恩.indd   5 13-12-31   下午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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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VING OF DESIGNERS

设计师们这样住
撰文 / 文泽尔   摄影 / Zezo  设计 / kris

自己的工作，也只能勉强算是与艺术沾边，设计师倒意外认识一打。

有意无意间，总不免接触到他们的日常起居，也得以窥视到他们

各自的生活领域——如此这般，发现设计师这一总纲之下，其实

是存在着许多生态迥异的品种的。人与人之间差异千千万，这里

单就“设计师居所”这一小微课题，闲聊两句，谈设计师自家的装

潢设计，奉行如何如何的整体理念，以及平日怎样和家居互动等等。

T H E  L I V I N G  O F  D E S I G N E R S

文泽尔.indd   2 13-12-31   下午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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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设计师普遍崇尚简单又时髦的设计，提倡健康、环保、舒适、高

效的家居生活，家具和小物什选择上，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往往偏

爱原木、素漆、铸铁、棉布的材料组合，由设计师原研哉主掌的品牌“无

印良品”，可说是他们布置居所的首选。与 pottery barn 这种兼顾舒适与

装饰性的美式家具品牌不同，无印良品的一切都从生活品质和实用性出发，

装饰性作为附属，或者退居次席。不过，也有设计师朋友认为无印良品家

具的日系风格太浓，同一功能家具或物什造型往往单一，作为家居主打往

往一看便知，反而折损了家的独特性。另一方面，这些家具通常是针对日

本人体型来进行设计，对于国人体型考量欠佳：桌椅偏小、柜高尴尬的情

况时常出现。因此，不少设计师也会选择风格相近的国内独立家具设计品牌，

如梵几和木智工坊，算是其中典型。

也有些朋友偏爱明清家具，平日里熟读王世襄，家中陈设古色古香，

床榻都是黄花梨木雕花，椅子也全部四四方方，红木为主：或许他们平日

里接触太多现代设计，到了家中反而希望能多面对中华古风，达到此消彼长，

彼此中和的效果。

另一个极端则是完全摒弃舒适度，任意使用不锈钢、塑料、陶瓷等很

难使人感到舒服的材质，来追求形式上的艺术感——去秉行这一风格的设

计师家里做客，简直无异于观看一场现代雕塑艺术展览。在视觉安静的情

况下，安上去几张 Casamania，Driade Nemo 的桌椅，并随时期冀来客

造访的震撼效果 , 只是在价格上趋近艺术收藏品等级，实用性却着实堪忧。

A CHITCHAT ABOUT STYLES
随便谈谈，要的是风格

文泽尔.indd   3 13-12-31   下午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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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一群有强大行动力的设计师们，更喜欢自己亲自动手做家具——尤其建筑出身

的设计师，更是如此。

木工虽是一项需要长期磨练的技术活儿，但在设计师们“打造完全符合自己独一无

二需求的梦想家具”这一理想主义目标驱使之下，最终做到的人也并不算少。手工家具，

从草图设计到木料选择，开模刨花，最后抛光，上木蜡油，尽管费时费力，完成后却也能

得到极高的成就感。某个位居高层的设计师朋友，便利用了足有两年多的闲暇时间，精

心打制了自家的“原木王国”：从餐桌到茶几，衣柜到厨架，甚至花盆、衣架、窗棂……

无一不是亲力亲为、完全包办。

SHOW OF HANDYCRAFTS FOR
A WELL OFF LIFE

丰衣足食，手工行其道

家装设计这玩意儿，说穿了就跟裁缝做西服一样，

到处都能买到的品牌家具，恰如成衣，好看是好看，但

却不可能完美契合到每一个人，多少都会有缺憾；而定

制服装，则可以量身裁制，只要裁缝水平足够，花的心

思够多，就能让差不多所有地方都恰到好处，衣服穿起

来舒服无比。那位朋友的“原木王国”，连房间里每一

处拐角木扶手的尺寸和屈折角度，都根据自家人体型，

做出了精准布置——橱柜高度刚刚好，台阶宽度、椅背

靠感、桌面切割的几何形状……样样皆是妙不可言。只

可惜这样一套好设计，实在太难得，让设计师如法效仿，

给除自家人外的其它人再弄一套的话，有些不大可能。

文泽尔.indd   4 13-12-31   下午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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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有个十分有名的建筑装修改造类节

目，名叫《全能改造王》，主旨大抵是让专业家

装设计师们，仔细观察不同屋主们家居生活的

不便之处，兼顾各不相同的改造费用，对居住

条件进行改善。完成过程可谓绞尽脑汁，空间

不大的努力争取空间，采光不足的以各种方式

让光线辗转进来。每次看这节目时，都十足佩

服设计师们的灵动巧思。哪里知道，某位德国

建筑师朋友却直截了当地否定了这一改造模式：

“要我花那些功夫，还不如直接再建一座

屋子呢。”

说出这话，他是很有些底气，因为——这

位建筑师的屋子就完全是自己建造起来的：连

房间位置和楼层安排都完全依照自己和家人们

的需要来配置，所有家具也都是自己画了图纸，

专门雇工匠来制作完成的。这种对“家”的追

求已达到极致境界的执拗，一般人估计也是学

不来的。

文泽尔.indd   5 13-12-31   下午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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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过多肉的人，很少能不为所动。粉嫩的颜色，迷你的个头，尤其是看上去胖乎乎的长相，天然萌物的称号非它

们莫属。多肉已经频繁的出现在热爱生活的人们的家居生活中，进入文学青年们的相机镜头里，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

多肉风潮。萌态可人，又好养育，净化空气，让它成为适合室内种植的首选绿植。

撰文 /Anne   摄影 / Zezo  设计 / kris

SUCCULENT PLANTS 
WE’VE LOVED FOR YEARS

这
我们养的

些 年 ! 
多肉植物

植物.indd   2 13-12-31   下午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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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植物拟人化，多肉毫无疑问是婴孩，娇嫩、可人，仿佛总是处在初生时的状态，惹人疼爱。因为根、茎和叶三种器官中

至少有一种具有肥厚多汁的薄壁组织，而使其看上去圆润饱满，单颗的多肉植物个头也不大，甚至十分迷你，加上粉嫩的颜色，让

人心中顿生喜爱之情。

全世界的多肉植物有一万余种，它们形态各异，有的娇小、有的粗犷、有的拟态、有的诡异，比如兔耳系列，叶尖圆，上面长

着细细的绒毛，看上去就像小兔的耳朵；再如熊童子，叶片长的相极了初生小熊的脚掌，十分可爱；比如黑法师，黑色叶片厚重的

聚合成莲花的形状，透着丝丝诡谲之美。多肉最吸引人的一点在于，它的萌、美和怪都让你惊叹，惊叹它作为植物，实在有点不真实。

萌物总是有着天然的吸引力，所以你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加

入了多肉迷的队伍。单粒的种子或是现成的盆栽都可以轻松买

到，照料它们也不需要花费很多心力，因此非常适合忙碌的工

作族，多肉植物还因此被称做“懒人植物”。小小的一颗植物，

插在别致的花器中，放在窗台边有阳光的位置，不用多长时间

你再去看它，会惊觉：呀，已经不声不响长成这么有爱的模样啦。

内心瞬间被治愈。

相比较于其他绿植，多肉植物更加适合在室内摆放和种植。

因为大多数植物都是在白天进行光合作用，夜间则吸收氧气，

释放二氧化碳，所以不太适合室内种植摆放。但多肉植物却恰

恰相反，由于生长在干旱炎热的地区，白天为避免水分丧失，

关闭气孔，夜间气孔开放吸收二氧化碳。而且大多数多肉植物

能吸收空气里的杂质和有害物质，让空气更加清新

THE CHUBBY CHARMS 

RAISE YOUR OWN HEART  

胖乎乎 天然萌

懒人植物 养身心

植物.indd   3 13-12-31   下午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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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花草，莫若多肉。多肉的品种繁多，每一种多肉都有着

美丽的名字，而且百态的外形之下又各有习性，在照料它们时摸清

这些习性，就能把多肉们养的胖乎乎，更加招人喜爱了。

景天科 景天属

有点像石莲花，其实是非常迷你可爱的景天属肉肉。喜欢温暖干燥的

环境，对日照需求稍多，除夏季高温注意控水外，春秋时期可以大量给水，

充足的日照与水分能够保证叶片紧凑并肥肥的，叶片散发出淡淡的香味，繁

殖叶插与扦插都可以，自身非常容易爆出多头

景天科 银波锦属

受到广泛欢迎的人气植物，长相十分似初生的绒毛小熊脚掌，相当可爱。原生

长地在非洲的纳米比亚，同种类还有童子白锦与黄锦。阳光充足时，叶片会变得肥

厚饱满。水分控制需特别注意，过多水分会掉叶片，生长季节可 10 天至 14 天浇水

一次。繁殖方式主要是扦插，且以春秋两季为佳。

叶片有着像金蝉翅膀一样的纹路，属于个头较小的雨

露，对日照需求不多，除夏季需要严格控水外，其他季节

正常浇水即可，一次浇透。非常容易群生，可以使用较深

且平面较大的花盆，使用陶瓷之地的花器最佳，能够起到

保水作用，可以使它长得更加肥厚。

MORE ABOUT SUCCULENT PLANTS

SEDUM CLAVATUM

COTYLEDON LADISMITHEN
HAWORTHIA CYMBIFORMIS
VAR. TRANSIENS

花样多肉 连连看

凝脂莲

熊童子 蝉翼玉露

植物.indd   4 13-12-31   下午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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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多肉植物有生长期与休眠期。春秋季节是多肉植物

的生长期，夏冬季节为休眠期，但是因地域及气候条件，

某些地区夏季与冬季也是可以生长的。一般来说，多肉还

有“冬种型”（冬季生长）或“夏种型”（夏季生长）的区别，

但是在养护时没有太大区别。

2. 最适宜多肉植物的生长温度是 10℃ -30℃。夏季

若温度达到 40℃时，几乎所有的多肉植物都会进入休眠状

态（不再吸收水分）。低于 5℃时，部分多肉植物会进入休

眠状态。0℃是冰点，水分会慢慢结冰，植物主体不会再生

长了，此时一定要断水。

3. 注意控制好浇水，做到见干见湿。" 见干 "，是指浇

过一次水后等到土面发白，表层及内部土壤水分消逝后，

再浇第二次水，不能等盆土全部干了很久才浇水。" 见湿 "，

是指每次浇水时都要浇透，即浇到盆底排水孔有水渗出为

止，不能浇 " 半截水 "( 即上湿下干 )。

4. 不同多肉可以混栽，不仅漂亮，而且混栽的肉肉长

得更好更快。在养护方面，正常日照、浇水即可。但是要

特别注意一点：混栽组合多肉植物尽量选择同一科属栽种，

因为习性大致相同，所以管理起来也比较方便。例如：石

莲花一类混植、景天属一类混植。

景天科 石莲花属

非常漂亮的蓝色调多肉，适合用于组合栽

培。日照增多时会变为浅紫色，对水分需求不多，

底部叶片干枯会脱落。叶片上偶尔会生出小瘤，

但对植株健康不造成影响。繁殖方式叶插扦插

都可以，较易繁殖。

ECHEVERIA PEACOCKII SP
蓝石莲

景天科 石莲花属

非常漂亮的石莲花，与丽娜莲和静夜很相似，易被搞混。比较喜欢日照，对水

分需求不多，春秋生长季节晴天可以多浇水，增加日照时间及通风，就可防止因浇

水过多而造成的植株徒长。夏季温度过高时需注意减少浇水量。

ECHEVERIA LOLA 
TIPS

露娜莲

植物.indd   5 13-12-31   下午1:05



莫桑比克民族有一个传统民谣，叫 Fado。那是留乡的女人们渴盼战争

结束，想念家人的的歌调，幽怨的情绪，加上 saudade 的歌词，便会除去自

艾，变为永恒叹息。Fado 低沉的嗓音从角落的一台留声机里缓慢地流出来，

在此时，若找到一方舒服的座椅，便想一沉再沉，一直待下去……

找到一片旧上海老洋房，推开一面上百年龄的木门，Danny 在 Azu+ 

Global Inc 等着我们。虽说刚刚还在车水马龙，闻道边呼啸而过的忙碌，但

酒窖木质装饰带来的亲近感觉，还听着 Fado 小调送过来的岁月痕迹，心中

默想，仿佛错入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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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小调，闻窖香

FADO A TRIBE CULTURE

FADO AND WINE

撰文 /Yolanda   摄影 / Joey    设计 / kris

早早便听说，你很含蓄。去找你时，巷子很深，身边的人说这叫做私密。

可是你不是二锅头，又算不上是杏花村，何须深藏至此。

FADO 一族，走访私人酒窖

AZU+
FADO 

A TRIBE CULTURE
A VISIT TO A PERSONAL CELLAR

酒窖.indd   2 13-12-31   下午12:58



AZU 的主人来自澳门，拥有葡萄牙骑士勋章，是一位颇为低调的先生，

声音洪亮并侃侃而谈，言语间是对商业的熟络和轻松。

发现并拥有这片防空洞，还随性的改造为莫桑比克某一个群落模样，

空间被各类古色古香充斥，11 寸黑白电视机、80 年代华生风扇、旧式宽

大的门板做成的一面足够面积的长形西餐桌，再望彼处忽然就来一支青

铜剑放置在红酒箱打造而成的凳子上，还能发现国外某一位摄影大师的

影集放置连环画堆里，再有一个随处可见的雕塑便已经不觉惊奇……

这是一方酒窖，也是地下室，只是少了更多的红酒贮备装置。

品红酒历来品的是气氛，很多人对于酒窖含有天生的怪癖，或者对

口味尤其考究，讲究细腻，或者对酒杯的高、矮、宽、窄尤其挑剔。

葡萄牙酒向来以醇厚、朴素为噱头，如果你生长在 20 世纪 70 年代，

你最早喝的葡萄酒很可能不是马图斯就是兰瑟尔。这两种半干略起

泡型玫瑰红葡萄酒盛在外型别致的瓶中，在葡萄牙最为常见：而葡

萄牙最负盛名的大概要属深色餐末甜酒——波尔图了，但很多美

国人对它只是略有耳闻、很少品尝过正宗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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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DO A TRIBE CULTURE

旧家具下，文风

THE BEAUTY OF OLD FURNITURE 

上海有很多这样的“意外”，走过武康路、溜达到五原路，转

身到乌鲁木齐路的弯道，你不知道在哪个转身停驻的瞬间，就能发

现一个较有姿色的小店，进门发现一个颇有故事的主人，访问访问

才发现每一件物品的谈资。AZU+ 酒窖的随性而为中，满是生活的

姿调，或者说是这一群生活族里偏爱的曲风，只是从前曲终和寡，

如今，欣赏的人越来越多，这所私人酒窖也在悄悄演变为一家红酒

会所，来往着皆有故事，合着乐曲，闻着字里行间的风雅，愿意的话，

就叫它们 Fado 一族吧。

酒窖.indd   3 13-12-31   下午12:58



幼 儿 超 值 喜 全 家 福

VALUE HI FAMILY 
PORTRAIT CHILDREN

12.17 公益.indd   18 13-12-31   下午1:30



方案：赠送价值 1688 元 YOURs 优儿喜天马馆超值全家福拍摄！
提供服装
拍摄提供礼服各 2 套（全场任选）
自备服装一套
提供服务
专业摄影师全程创意主题拍摄 3 组
专业造型师全程化妆、造型设计各 3 款
拍摄全程随时补妆服务
免费项目
提供所有化妆品、饰品
提供拍摄过程中景点道具
产品内容
6X6 水果系列相册一本入册 6 张
12 寸年历一张
档案光盘一份（内含入册之 7 张高阶精修档案）
 
方案：赠送价值 598 元 YOURs 优儿喜淮海馆超值全家福拍摄！
提供服装
拍摄提供礼服各 1 套（全场任选）
自备服装一套
提供服务
专业摄影师全程创意主题拍摄 2 组
专业造型师全程化妆、造型设计各 2 款
拍摄全程随时补妆服务
免费项目
提供所有化妆品、饰品
提供拍摄过程中景点道具
产品内容
24 寸年历海报一张
档案光盘一份（内含选取之 1 张高阶精修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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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心邀请贵宾免
费体验幼儿超值
喜 全 家 福 时 光
（注：二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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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拍摄过程中景点道具
产品内容
24 寸年历海报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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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体验幼儿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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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二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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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见证您岁月的一瞬间，给家人一份礼物吧！
为家人留住那天使般的迷人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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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blzoom.com

城开会员专享滋补品优惠：

登陆百联股份网上商城注册  我的账户 
 企业认证  输入代码 SHCK
 城开专享价即刻显现，实惠看得见！

to Be On Sale
实惠马不停蹄，

  Can't Wait

抢购一马当先！  



www.blzoom.com

www.blzoom.com



SHANGHAI CITY 
THEA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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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2 月 订票电话：54158976  会员专线：54159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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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都市路 4889 号

更多演出信息敬请关注新浪微博：@ 上海城市剧院   邮箱：shcitytheatre@gmail.com 

    微信轻松扫一扫  更多活动资讯 

 上
实城开

城
开

会会员专

享

12.17 公益.indd   14 13-12-31   下午5:02



“谁成就了古典音乐”系列 16
捷克双雄——斯美塔那与德沃夏克

城市之光·艺术课堂

公益票价：20/40 元

“敦煌国乐”系列 20
2014 过年赏乐•东西乐齐响 （上）

2014 年 1 月 11 日 14:30

主讲：李严欢  ( 资深乐评人 )

鼓动我心
超级炫技鼓乐团——架子鼓

2014 年 3 月 9 日 15:00

主讲：朱宗庆打击乐团   徐启浩博士

2014 年 3 月 23 日 14:30

主讲：李严欢  ( 资深乐评人 )

2014 过年赏乐•东西乐齐响 （下）
2014 年 2 月 23 日 14:30

主讲：赵磊  ( 青年音乐家 )

“敦煌国乐”系列 21
华民乐纵横 XI  ——天地国乐，品乐风雅

2014 年 3 月 16 日 14:30

主讲：赵磊  ( 青年音乐家 )

奥地利古典爱乐乐团
新年音乐会

2014 年 1 月 3 日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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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渔港佛跳墙曾被上海市餐饮协会评为名菜名点，为了让大家都能品尝这一美味，特推出迷你佛
跳墙，选用海参、鲍鱼、花胶、瑶柱、甲鱼裙边等 10 多种原、辅料，精心制做。售价仅 68 元 / 位，
欢迎新老顾客前来品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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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TENDERS
佛跳墙

“佛跳墙”即“满坛香”，又名“福寿全”
福州的首席名菜

"Pretenders" or "full of incense altar", 
also known as " longevity whole," 
chief Fuzhou dishes.

部分特色菜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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