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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 活
第16届双梅展
“
海湾”惊艳

2月1日上午，由中国花卉协会
梅花蜡梅分会、上海市绿化和市容
管理局、上海市旅游局、上海市农业
委员会、奉贤区人民政府、光明食品
（集团）有限公司、光明食品集团上
海五四有限公司主办，上海海湾国
家森林公园有限公司、上海市奉贤
区海湾镇人民政府承办的第十六
届中国梅花蜡梅展览会在海湾国
家森林公园隆重开幕。
中国梅花蜡梅展览会每两年
举办一次，至今已举办了15届。而作
为本届展会的举办地，上海海湾国
家森林公园凭借多次举办
“
上海梅
花节”的成功经验，以及拥有42000
多株梅花体量、126种梅花品种、
1000余盆缸栽梅花等独特的江南
园林风格等核心优势，构成了
“
一湖
三岭七道湾”的观赏格局，成为了华
东地区最大的梅园。 展会布置在梅
园区域的东西两侧。 全国知名的各
大梅园分别在室外室内展区中展
示了各具特色的梅花景观以及艺
术插花、新品展示、梅花主题艺术
等，其中以梅花蜡梅盆景为主题，相
关衍生产品展销，依托当地历史文
化和风土人情，向游客全面展示梅
花蜡梅养殖培育的水平与成果以
及当地园林风格和特色品位。
双梅展期间， 恰逢新春佳节，

为增加市民过春节的年味，海湾森
林公园将推出一系列精彩纷呈的
活动。 梅花庙会活动让游客在赏梅
的同时，增加互动体验，带你重温传
统节庆氛围；梅花传统演出有奉贤
传统滚灯、民乐齐奏、舞蹈；梅花艺
术交流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书画、摄
影爱好者，围绕梅花蜡梅主题，开展
梅花蜡梅学术交流展示和书画摄
影作品展览；还有手机摄影大赛等，
充分调动游客的积极性，让游客们
更多地参与其中。

交通
[公交线路]
1．轨交16号线（新场站）-新
芦线
（
原龙平芦线奉城站）-奉城3线
（
海湾国家森林公园站）
2．轨交8号线
（
航天博物馆站）
-海航线（民乐路站）-海湾3线（海
湾国家森林公园站）
3．轨交8号线（江月路站）-江
五线（奉城站）-奉城3线（海湾国家
森林公园站）
4．轨交1号线（莘庄站）-莘南
高速专线（南桥汽车站）-南燎专线
（
海湾国家森林公园站）
[自驾线路]
1．S4-G1501 瓦 洪 公 路 出
口—瓦洪公路—随塘河路—海湾
国家森林公园
2．S20-S2新四平公路出口—
五四公路/五四支路—随塘河路—
海湾国家森林公园
3．林海公路—平庄公路—瓦
洪公路—随塘河路—海湾国家森
林公园

倪超英

2018 年 2 月 8 日

2月1日， 由新鸿基地产倾力
打造的环贸iapm商场 (简称iapm
商场) 以高端时尚及潮流作为市
场定位，配合本地高端生活文化，
打造成为沪上首个糅合“
品味生
“
夜行消费购物”模式
活杂志”及
于一体的i世代高端潮流商场。 新
春时节，iapm商场将特别邀请英
国著名玩具雕塑艺术家罗伯特·
布拉德福特(Robert Bradford),以
“
福狗汪旺迎新春”为主题呈现华
丽春节景观装饰， 将国际潮流艺
术注入中国贺年色彩, 展出造
型别致、 形态各异的宠物狗艺术
雕塑作品， 为申城顾客营造喜庆
祥和、充满浓浓年味的节日氛围。

客玩到尽兴。 2月25日在陕西省体
育场的武术展演（太极拳、太极扇、
红拳、健身气功、翻子拳等）和文艺
展演（戏曲、演奏、朗诵、演唱）以及
二十四式太极拳百人展演、书画活
动等也颇具看点。 2月16日至3月2
日（正月初一至十五）将在翠华山
举行的
“
新春冰雪嘉年华,翠华山
首届滚冰节”，结合冰雪元素，通过
滚雪球、雪上龙舟、雪上拔河、猜灯
谜等传统雪地民俗活动，营造浓浓
春节气氛，将游客感受翠华山冰海
雪原。 2月15-21日（春节假期）的
“
美景在秦岭，冰瀑映太平”活动，
将设置许愿墙，推出
“
惠游太平，祈
福全家安康”，开展惠游太平，祈福
太平活动。 游客现场编制中国结，
还能赢取景区豪礼。在秦岭野生动
物园内，还将举行第六届旺长安新
春庙会百兽迎春、动物巡游、民俗
闹春、宠物市集、宠物才艺秀、流浪
动物爱心救助、金狗纳祥贺新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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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热闹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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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野生动物园
旺旺贺岁百兽旺春

自2月8日起至4月8日，上海动物园将举办以
“
国
泰民安玉犬来”为主题的
“
狗年生肖文化节”，由企鹅
漫步辞旧岁（鸟类动物训练展示项目）、众犬欢聚闹
新春（犬类动物保护教育项目）、国泰民安玉犬来（绿
化主题景观项目）、欢天喜地迎狗年（生肖民俗系列
活动）等四个部分组成。
企鹅漫步作为2017年动物园鸟队新开发的训练
项目，参加了2017年上海市丰容比赛，同时，这个项目
在每周六、日都进行了实际测试，经过20多次的测试已
经全面过关。公园将结合饲养展出的犬类动物种类，完
善儿童动物园狐展区丰容及周边氛围布置，开设生肖
文化学堂与趣味科普知识展览，编印犬类动物图谱，并
在此基础上，开展游客自主探索和亲子课堂等活动。同
“
玉犬迎春”主
时在公园占地300平方米的西草坪设置
题花坛300平方米。 欢天喜地迎狗年（生肖民俗系列活
动）将以游园会的形式展示与狗有关的知识、文化、民
俗、游戏等内容，从而达到寓教于乐、雅俗共赏的目的。
主要内容有：新春对联、贴狗鼻子、福犬添彩、犬形折
纸、吉犬拼图、沙包游戏、成语积木、趣味套圈、益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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谜、VR体验、犬言犬语、狗年剪纸。

今年春节期间， 上海野生动物园将隆重推出
“
旺旺贺岁 百兽旺春”主题活动。 游客一进入园区
就会有边境犬、格力犬等犬类携大象、金刚鹦鹉、羊
驼、斑马等动物明星现场迎接；当乘坐大巴进入车
“
狼群出没”觅食捕食的场景，一
入区时，有幸看到
睹犬科动物之一
“
狼”的风采；狗年新春当然要去小
动物乐园看看比熊犬、腊肠犬、约克夏梗、法国斗牛
“
汪
犬、松狮犬等十几个犬种，二十多头憨态可掬的
星人”聚集在一起，摆着可爱的模样，
“
汪、汪、汪”叫
唤，原来这是
“
汪星人”给游客
“
旺旺贺岁”传达吉祥
的方式。
园区内每天多场风格迥异、精彩纷呈的动物行
为综艺秀在各表演场内隆重上映。 特别是跑狗场内
激烈的格力犬
“
竞速赛”；国际马戏剧场内
“萌犬逗
乐”综艺秀，以及百兽山广场内的边境牧羊犬飞盘
秀和贵宾犬才艺秀深受游客们的喜爱。 除此以外，
—大熊猫龙凤胎
一定要去看看园区内的人气王——
“
月月”和
“
半半”，以及代表了
“
吉祥”的非洲象和亚
“
鸿运”的火烈鸟大种群，以及代表
洲象家族、代表
“
机智”的金丝猴、节尾狐猴大种群和小浣熊家族。

润田翠·天然含硒矿泉水
登陆上海
广告

日前， 润田·翠天然含硒矿泉
水登陆上海。 该公司与瀚耀国际集
团达成润田翠·天然含硒水产品的
申城战略合作并正式推向申城市
场。 据介绍，润田已经历24年发展，
是江西省旅游集团旗下的一家国
资控股企业。 公司拥有三大优质矿
泉水水源地和11个现代化生产基
地，销售区域覆盖24个省、自治区
及直辖市。 其中，润田公司成功树
立 起 的 “天 然 含 硒 矿 泉 水 ” 品
牌——
—润田翠天然含硒矿泉水，源
自中国宜春明月山长寿之乡温汤
镇地下470米， 为客户提供健康高
质量的矿泉水。

绿化是
绿金含

金
广告

环贸iapm商场举办“
福狗汪旺迎新春”艺术展
新春期间更有新春鸿运礼遇、情
人节甜蜜换礼及浪漫礼遇等活动
让您满载丰盛，喜迎狗年。
新鸿基地产(中国)执行董事
冯秀炎、 商场推广总监李少芬先
后介绍了展览情况。 iapm商场不
断推陈出新， 为传统的主题展览
融入更多新媒体互动装置及丰富
的线上游戏，顾客轻点指尖，即可
轻松体验前沿科技魅力， 如商场
特意引入的春联打印站， 让顾客
自由订制个人化的生肖春联，进
一步提升e世代顾客无与伦比的

焱

上海动物园
举办狗年生肖文化节

西安过年最中国 上海市民欲出发
为了更好地让华东游客感受
2018年西安浓浓的年味， 让更多
人了解西安、走进西安、热爱西安，
受西安市人民政府委托，曲江新区
旅游文物局代表西安市， 组织雁
塔、蓝田两个区县和曲江各旅游单
位于2月1日在上海市上海宾馆召
开
“
到西安·过中国年”（上海）旅游
主题推介会。 曲江各景区和雁塔、
蓝田等区县就促进两市旅游界的
交流与合作进行了深入的洽谈。
189场有着最为璀璨的
“
中国年”灵
魂的节目在那里恭候上海市民，也
让上海市民跃跃欲试准备出发。
据介绍，189场活动都充满了
“
西安中国年新春盛
中国味道，如
典暨新时代民俗文化年展” 将于2
月16日-2月21日（正月初一至正月
初六）在西安曲江大明宫国家遗址
公园举办，六天的舞台演出包括综
艺、秦腔、豫剧、歌舞、儿童剧等剧
目；六天的社火巡游以及西安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展示精彩纷呈，让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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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购物乐趣。 商场更透过微信
平台推出新春抢红包活动， 与粉
丝互动一起抢红包。 展览将持续
至2018年3月4日， 主景装饰结合
东方传统的生肖文化， 设计以狗
年为主题的艺术园， 展出多件别
具一格的宠物狗艺术雕塑， 当中
包括身高1.8米时髦高傲的
“
巨型
花花贵宾犬”、为迎接新春时节特
别采用传统的中国红和金色主调
创作的
“
巴哥犬普戈·罗摩”及
“
富
贵吉祥犬”、以大量花朵拼砌并配
上逗趣飞龙的
“
花美犬”、闪闪光

亮的
“
经典傲娇贵宾犬”等精巧作
品， 巧妙地将现代艺术雕塑融入
玩具艺术。 另外，艺术家罗伯特·
布拉德福特更首次利用各种彩笔
修饰出光滑肤质， 并加入蝴蝶设
计来展现动感活力的“
腊肠犬达
什”，而以他幼时亲密无间的宠物
狗伴为概念打造的“
狗狗凯蒂”，
是艺术家最喜欢及别具意义的作
品。 每件作品平均采用了超过
3000多种材料特制, 精致流畅的
线条和细腻缤纷的色彩搭配,造
型生动逼真，呈现独有的魅力。

上海沪太奇石市场
引进徽派建筑
打造文化市场
上海中心城区规模最大、品
种最全、 全国知名的以奇石为
主，汇集红木家具、珠宝玉石、古
玩、景泰蓝、水族等多元经营的
上海沪太奇石市场，日前引进徽
派建筑的方案正在优化确认中，
届时将在徽派建筑内经营我国
四大名石灵壁石、太湖石、戈壁
石、大化石以及玉石，打造具有
文化特质的文化商铺近60家，并
向市民免费开放观赏。 整治和调
整期间照常营业。
据上海沪太花鸟奇石市 场
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
理芦茂森介绍，已有近17年历史
的市场，在上海市甘泉路街道、警
署、区消防、城管、环保等政府部
门的帮助下，去年下半年顺利完
成了市场内的各类整治工作，为
优化环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市
场在整治的重点区域即西南部，
引进了具有历史文化感的徽派建
筑，徽派建筑作为中国传统建筑
最重要的流派之一，以砖、木、石
为原料，以木构架为主。 梁架多
用料硕大，且注重装饰。 还广泛
采用砖、木、石雕，表现出高超的
装饰艺术水平，这与赏石瘦透漏
皱等文化表情有着很大的相通
点， 让人们更多地阅读到石文化
与建筑文化碰撞融合的魅力，打
造沪上赏石休闲的文化空间。
另据介绍，上海沪太花鸟奇
石市场建于2001年9月， 占地面
积4万多平方米，拥有15000多平
方米的商铺和交易场所，入驻商
户300多家， 其中全国各类奇石
经营占70%以上。 市场地处沪太
路中环内环南北交接之间，周边
毗邻大华、甘泉、大宁国际、歌林
春天等20多个大中型住宅区，是
北普陀地区重要的文化地标和
收藏文化基地。 2014年12月8日，
经国务院公布，赏石文化艺术正
式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市
场每年举办各类展览，其中名家
红木底座展等活动已 列 入 2016
年上海市民文化节苏州河 （普
陀）系列春季活动。 2017年5月8
日市场被命名为
“
上海市收藏协
会活动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