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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跑领袖”齐聚
共商环保大计

本报讯 解敬阳 第3届家
居产业联合峰会近日举行。经
过历时 8 个月，对参选品牌检
查、检测、专家综合评审等环节，
红星美凯龙推荐家居绿色环保
领跑品牌评选收官，60个企业获
得荣誉。据介绍，3年来，参与
绿跑品牌的企业对自身的环保
建设有了更多更全面的提升。
无论是从生产工艺的改革上还
是生产环境的环保指标上，都更
加注重绿色保护。有的从原材
料选择采购上加强了科技智能
的环保要求，给消费者带来新的
健康产品。

黄渤回馈粉丝
定制手机上市

本报讯 邵炯 日前，黄渤举
办从影十周年的“感恩家宴”，在
新作《寻龙诀》上映前夕，黄渤回
顾了自己从影十年的点滴回忆，
感谢粉丝、观众多年如一日的陪
伴支持，携手手机品牌ZUK为粉
丝限量定制手机。从开机、相册
到铃声，每一个小细节都深深地
烙上了从影10年路，以及一路
上粉丝的追随和喜爱。

据了解，此次定制手机中的
10份独具特色的卡通形象均为
粉丝绘制，取材这10年来的经
典作品角色，让黄渤格外感动，
将这些素材统统收录进手机中，
并在俄罗斯拍戏间隙，为定制手
机录制了来电、信息提醒、闹钟
等语音铃声，让用户无论是清晨
起床，还是日常电话沟通时，都
能听到来自偶像的“暖心而乐趣
十足”的嗓音。此次ZUK的CEO
常程就是黄渤粉丝，在带领团队
定制手机的过程中，听到花样百
出的铃声时，为其敬业精神所感
动，大赞“快乐影帝的定制铃声
简直就是耳朵的盛宴”。

2014年，黄渤主演的《心花
路放》、《痞子英雄：黎明再起》和
《亲爱的》制霸国庆档大银幕，首
次开创明星个人套票模式，创造
了华语明星的电影票房奇迹。在

“霸屏”今夏的综艺节目《极限挑
战》中，黄渤则以爆表的魅力圈粉
无数，一跃成为综艺人气王。

随着银幕新作《寻龙诀》即
将登陆贺岁档，主演黄渤也迎来
从影十年的时刻，从默默无闻到
备受喜爱和瞩目，十年间黄渤经
历很多，也收获颇丰。一部部优
秀作品记录着黄渤的成长，也见
证了他的努力与拼搏。无论是
电影、电视剧、话剧还是综艺节
目，黄渤都可谓好评不断，逐渐
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气王。

青年报 解敬阳

本报讯 近日，“老绍兴，醉
江南”2015绍兴（上海）旅游推
介会在上海举行。绍兴市旅游
委员会和上海旅游局相关领导、
近100家上海旅行社以及绍兴
景区相关负责人出席了本次推
介会，双方就绍兴旅游新旧景点
进行良好的沟通与交流。

绍兴市旅游委员会和上海
旅游局相关领导对此次推介会
开场致词。主持人为现场嘉宾
介绍绍兴越城区、柯桥区、上虞
区等主要特色景区以及2015年
的新增景点。绍兴著名越剧演
员、莲花落演员为大家带来的
《十八相送》、《越剧联唱》、《回娘
家》等精彩的戏曲表演贯穿全
场，赢得现场嘉宾的一致好评。

此次推介会让大家在欣赏
绍兴传统戏曲的同时，对绍兴的
旅游文化有了更深一层的解读，
成功地将绍兴文化推向上海。

亮点1
新河弄 如同置身水彩画中

新河弄位于越城区府山公
园北侧，与胜利西路交汇。它不
是旅游景点，风景却远胜于景
点。一条小河，穿行其间。谢公
桥将西小路与新河弄连接起
来。水边人家的生活起居，和这
条小河是连接在一起的。

这里的河水平静如镜，能映
出蓝天白云、河边的民居、河岸
边劳作的人们、河道两边茂盛的
树木，亦能将远处的府山映入河
面，远处悠悠漂来一艘乌篷船，
坐在河边长廊下，看着这样的景
致，就如同置身水彩画中一般。

有时候游客欣赏美景，按动
相机快门之际，突然阵阵凉风扑
面而来，转眼，大雨倾盆而下，在
大雨水汽的作用下，刚才的水彩
画已然变为水墨画。坐在长廊
下，伴着凉风，听着雨声，喝喝冰
饮，赏赏美景，按按快门，这感觉
真教人心旷神怡。

亮点2
大佛寺 感受冬日一分静谧

冬季到绍兴旅游是一件十
分美妙的事情，如果有缘遇见雪
后的绍兴，你都会为这份冬日美

景而赞叹不已。新昌大佛寺亦
是这个时候值得推荐的旅游地，
新年上香拜佛，年底祈福，在古
寺里漫步感受这个季节五彩的
颜色。

新昌大佛寺位于新昌县城
西南，在南明山与石城山之间的
山谷之中。寺内有大弥勒佛石
像，寺外有隐鹤洞、锯开岩、濯缨
亭、俊貌石、石棋坪、放生池及一
些摩崖石刻等胜景。寺院依山
而建，寺内高大雄伟，巨大的弥
勒佛石像正面趺坐于大殿正
中。这座巨大的石像，雕凿于悬
崖绝壁之中，历时约30年才全
部雕成，为江南早期石窟造像代
表作。

初冬的浙东，并不十分寒
冷，也许是秋天迟迟不愿离去。
被南朝著名文艺理论家刘勰赞
为“不世之宝，无等之业”的那尊
具有1500年历史的石弥勒佛依
然趺坐着，目视着前来参拜的芸
芸众生。

最令人眼前一亮的是寺庙
内外种植的各种树木，在这初冬
季节呈现出五彩绚丽的颜色，很
难描写摹状这种自然景色的。
相信看到照片，大家都会有“于
吾心有欣欣然”之感吧。与其他
寺庙不同的是，这里不仅有松柏
之青苍、竹林之翠绿，更有枫叶
之火红、桐叶之深赭、桂花之牙

白、银杏之亮金、腊梅的鹅黄，加
上梵刹的黄墙黛瓦、红柱青石，
让人觉得目迷五色，心胸也随之
豁然开朗。

亮点3
直通车 探索新型旅游模式

为迎接上海迪士尼明年春
季开园，绍兴市与沪上旅行社合
作开通散客直通车，直达柯岩、
大香林、龙华寺等景区，如今每
天能为绍兴带来三四百名游客。

散客直通车早上7点从上
海火车站附近出发，下午4点30
分左右从绍兴城区返回。

“真没想到，在离繁华的上
海不远的地方，还藏着这美的景
区。”上午10点半左右，一辆“上
海至绍兴”的散客直通车停在柯
岩风景区门口，70多岁的上海
人张先生和老伴下车后在景区
走了20多分钟，就被柯岩风景
区的景色吸引了。听说附近不
远处就是有千年桂花树的大香
林和江南首屈一指的弥勒圣地
兜率天宫，二老充满了期待。

张先生和老伴是“上海至绍
兴”散客直通车的首批游客。除
了张老先生夫妇，当天还有另外
3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乘
坐直通车，来到柯岩、大香林、龙
华寺景区观光游览。

“早上出来傍晚回去，一站

直达，能看到好几个景点。”下午
4点半，当直通车启程返沪时，
游客李先生依旧对柯岩、大香
林、兜率天宫的景致恋恋不舍。

散客直通车是为扩大绍兴
景区在长三角的辐射力，积极探
索的一种新型旅游促销模式。

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条专线
旨在对接上海迪士尼的巨大客
源，打造以“绍兴旅游第一站
——柯桥”为中心辐射周边景点
及城市。

据统计，迪士尼为上海带来
每年不少于1600万游客。按照
这个数据预测，从2015年 9月
开始到2016年3月、4月，运作
大半年后，柯桥正好平稳对接迪
士尼开园的客流，预计直通车第
一年带来的客源总人数不少于
1万人次，并逐年递增。

冬日游绍兴 陶醉在一片绚丽中
■资讯

青年报 邵炯

本报讯 伴随着“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口号的兴起，针对小
微型创业公司打造的“创客空
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不仅催
生出优客工场、Founder这样的
专业运营机构，甚至连SOHO中
国、万科、瑞安等知名房企都纷
纷涉足。那么，目前国内的创客
空间有何特色？究竟是什么吸
引开发商和投资人看好这种办
公形式？前景真的一片光明吗？

仲量联行中国区研究总监
周志锋介绍说，这种形式并不新
鲜，“创客空间”的鼻祖WeWork，
在美国经过 7 年运作，多轮融
资，估值已高达百亿美元。在上
海、北京等城市，也早就有“服务
式办公”这种形态，如雷格斯、

TEC等。目前国内创客空间的
运营主体，一类是开发商，另一
类是优客工场、Founder等运营
商。运营商自己并不开发物业，
更像“二房东”，与业主方签订租
赁年限，经过装修和包装，再以
工位为单位租赁给创客，从形式
上更接近WeWork。事实上，不论
是开发商还是“二房东”，背后都
有一个上市融资的梦想。对开发
商来说，这是转型的方向之一；对
于运营商来说，其本身也是创客
之一，或许就是下一个WeWork。

创客空间与普通办公楼最
大的不同在于，一个人就可以租
赁一个工位进行办公，最短的可
一周起租。从租金上看，一般创
客空间的租金水平会比普通办
公楼要高。与雷格斯为代表的

“服务式办公”相比最大的不同

在于，创客空间能够提供更自由
开放的交流空间，能为创业公司
提供与不同行业、人群交流的机
会，创意的火花或许在此产生。

更重要的是，很多开发商或
运营商都会为租户提供增值服
务。例如万科旗下“星商会”以及
Founder，可为入驻租户提供注册、
法务、财务、协同办公等配套服务；
SOHO中国的3Q也会利用其董事长
潘石屹在投资界强大的人脉，围绕
着创业邀请投资界人士前来讲座；
他们会为创业企业聘请领袖企业
创始人，提供导师服务；甚至会对
处在种子期的租户进行投资，引入
资金进行资源对接。

对于开发商来说，涉足这种
办公物业形式亦有无奈之处。周
志锋表示，一些开发商会拿出办
公楼中位置较差的区域作为创客

空间。“这些空间本来租金水平比
较低，附加上一些服务和概念后，
反而会得到相对较高的租金回
报。”据周志锋透露，上海也有几
家购物中心酝酿引入创客空间。

不过，周志锋也指出，这种
办公物业形式，只能走小众路
线，未必适合大规模复制。“这在
大多数二、三线城市并不适合。
很多城市都有产业园区和产业
孵化器，政府给予一定的补贴，
创业企业更愿意选择园区。”此
外，创客空间的租金水平也很难
走高，小微企业能够承受的租金
水平有限，而一旦做大做强后，
就会选择搬离。周志锋表示，像
WeWork虽已有大笔融资在手，但
迟迟没有加快拓展步伐，只在
美、英几个核心城市布点，想必
也是受到市场空间的局限。

开发商缘何频频涉足“创客空间”？

绍兴著名越剧演员的戏曲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