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于岳阳路独栋三层楼老洋
房内顶级火锅店。据说，岳阳路店
的灯具开关要2万一个，是法国进
口的24K金开关。盛锅底的锅也
是法国纯手工打造，一个造价6800
元，餐具则来自纪梵希……硬件
可用奢华来形容。据了解，洋房
火锅的老板孙惟以杭帮菜“南麓”
系列餐厅进入上海餐饮，从江南
风味小馆一步跳到高端火锅，其
自信的筹码大概是来自于长期积
累下来的高水准食材供应商。

店里面的装修非常古色古
香，感觉来到旧上海有钱的大地
主的家里。这里的双人包房最具

特色，感觉非常温馨，暖色调配上
复古的装修，有一种融入童话故
事般的情怀。两人包房适合情侣
约会，面积略显狭小但活动空间
足以，私密性非常好。

除了岳阳路，新天地店也继
承了“优雅火锅”的传统，老宅新
修后精致隐密，石库门情怀下低
调奢靡。虽然同为洋房，与岳阳
路店相比，新天地分店更显气
派，厅堂更为开阔些。只做了
10间包房和10张卡座，客人之
间的干扰度降到最低，特别是
二楼中央的休息区，甚至做了
一个酒店大堂一样的设计。

地点：洋房火锅

“腔调”美食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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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校园品牌
影响力峰会举办

本报讯 王娟 近日，由校园
O2O 服务平台——“俺来也”主
办的“重返十八岁”首届中国校
园品牌影响力峰会成功举办。

“俺来也”创始人孙绍瑞表
示，“俺来也”将继续衍生出更多
形式，通过“俺来也+优质的生
活态度或生活方式”的模式，聚合
俺来也、商户、校园用户的三方服
务平台，深度嫁接优质社会资
源。目前，已有极装、上海汽车集
团、黄太吉等多家知名品牌入驻，
后期“俺来也+”还会与演出票务、
旅游度假等更多产业进行全面嫁
接。用户可以通过“俺来也”定购
服装、观看演唱会、制定出行计划
等，轻松享受休闲的生活。

与此同时，“俺来也”将通过
与学生用户的高度黏性，建立从
校园到商务CBD的对接延伸，为
用户设置终身资产价值体系。
四年大学生活的结束，并不意味
着“俺来也”服务的中止，毕业生
可以通过“俺有才”寻找到人生
的第一份工作，也能用“俺有金”
缴付房租，购买人生的第一辆车，
未来更可以通过“俺来也”招募自
己的员工。当然，更可以选择继
续成为CBD门店中的顾客或者服
务提供者，终身享受“俺来也”带
来的服务和便利。”孙绍瑞说。

松下育英奖学金
资助在校大学生

本报讯 王娟 日前，2015
年度同济大学机械与能源工程
学院松下育英基金颁奖典礼及
松下理念讲座在同济大学举
行。10名品学兼优的同济大学
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学生荣获
2015 年 度“ 松 下 育 英 奖 学
金”。同时，同济大学近百名学
生现场聆听了松下电器机电（中
国）有限公司殷志明总经理关于
松下经营理念的精彩演讲。

据了解，松下育英基金是松
下电器在中国设立最早的一个
教育支援项目。1995年，为了
支持中国的教育事业，松下电器
产业株式会社通过中国日本友
好协会向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
金会捐资100万美元设立了松
下育英基金，希望资助中国高等
院校品学兼优但经济上有困难
的大学生完成学业，鼓励他们在
各自学科中努力成才，为建设和
谐社会贡献力量。

腾飞中国
为20周年庆生

本报讯 日前，新加坡腾飞
集团在苏州举行腾飞新苏新貌
揭幕仪式，为腾飞中国20周年
庆生。今年6月，腾飞集团与新
加坡星桥集团已正式完成合并，
组建星桥腾飞集团。星桥腾飞
由淡马锡与裕廊集团以51：49
持股比例成立。

大悦城可以说是众多商场
里一个不折不扣的“文艺青
年”。无论是与消费者个性化的
互动体验还是对潮流品牌的驾
驭和把控，抑或是创意营销活
动，大悦城都试图将“文艺范”进
行到底。

12月19日，备受关注的大
悦城屋顶摩天轮正式亮灯，这是
目前国内首个屋顶悬臂式摩天
轮，名为“SKY RING”。据了解，

“SKY RING”直径 56 米，距离地
面106米，拥有30个颇具时尚
感的白色轿舱。整体设计极富
科技感，舱内顶部的LED灯光可
自由调节，蓝牙音响可以播放手
机内的音乐，并充有USB充电口
等各种设置。

“SKY RING”还拥有一处独

具匠心的浪漫导引区，这里有
用各种语言写成的告白墙和
随着人的身影移动而绽放的
玫瑰花墙。更特别的是，可以
随时拍出“假装在度假”的照
片。此外，“SKY RING”上最特
别的体验是空中大餐和空中
下午茶。

大悦城方面表示，希望它不
仅成为一个巨大的城市景观，更
能成为以摩天轮为题材打造爱
情文化的消费衍生品。此外，大
悦城将8、9两层打造成为后现
代、复古风格以及国际元素交融
的体验区。其中8楼设计是文
艺个性风格，集聚各种手作人
DIY工匠店铺、创意礼品店等；9
楼则是以摩天轮为背景的户外
露天广场。

地点：大悦城

“SKY RING”魔天轮点亮屋顶

■资讯

High-Jump圣诞跨年嘉年华
时间：12月23日-2016年

1月3日
地点：世贸商城
复古小物、原创设计、手作

DIY、艺术珍品、珠宝首饰在这里

都能淘到。此外，独立原创音乐

人、原创手工匠人现场秀作品，娱

乐鬼屋探险、精彩娱乐游戏等也

让人们在淘宝之余热热身。

圣诞小木屋集市
时间：12月18日-12月27

日
地点：新天地时尚
进口化妆品、圣诞饰品、精

致点心。圣诞小木屋搭起来，

上满满当当的大礼小礼，这是

新天地唯一的一场圣诞赶集，

历时十天。

老码头圣诞集市周
时间：12月24日-2016年

1月3日
地点：老码头创意园区

“老码头”创意园区是原来

的十六铺，老式石库门群流传

着上海滩大亨的故事，圣诞节

的这里，各种圣诞小摆件、手创

皮件、油画、瓷器、珠钟表琳琅

满目，个个让人爱不释手。

鹦鹉螺市集
时间：12月4日-2016年1月

3日
地点：月星环球港
鹦鹉螺市集在上海已经独树

一帜，此次联手环球港又带来圣

诞惊喜。活动覆盖圣诞节到元旦

期间约两周时间，同期有另一个鹦

鹉螺市集在红坊创意园区举办。

圣诞约会 拼“颜值”更需“有气质”
在餐馆叫号中煎熬，在商铺打折中迷失……

谁说节日非要这么过。今年圣诞节“主要看气
质”，在千篇一律的年末狂欢之余，不如寻一些闹
中取静之处，让紧绷了一整年的神经减压放松。

青年报 沈旖旎

在人人爱自拍的时代，除
了拼颜值，就是拼姿势、拼场
景。近日，梅龙镇广场将红遍
亚 洲 的 My Melody&Little
Twin Stars四十周年梦幻特展
首次引进上海。这不仅仅是一
场简单的主题展活动，更是一
场“萌萌哒”的自拍狂欢。

在梅龙镇中庭可以看到，
主题展展出了超过 10 个大型
梦幻场景，包括梦幻蘑菇屋、
田园野餐趣、森林小火车、星
空咖啡杯、乐园旋转木马和浪
漫观星屋等，自拍达人们可以
在这度过甜蜜又梦幻的圣诞嘉

年华。
据了解，梦幻特展的主题

“IN YOUR EYES”贯彻着三丽鸥
始一而终的理念：眼里珍视着
彼此，传达互相的爱与关怀，希
望大家内心中永远保持着纯真
与体贴，一起带着这样的心情
对待家人以及朋友，让我们重
视的人时时刻刻感受到温暖。
这 次 My Melody&Little Twin
Stars将各自的世界带到上海的
小伙伴们的面前，只要是心中
仍保持梦幻心境，不论大小伙
伴们都能在这次主题展找到属
于自己的独特回忆。

地点：梅龙镇广场

梦幻特展让自拍“萌萌哒”

文艺范儿们都表示，除了
吃喝玩乐，怎么也得再来点精
神食粮。晚餐过后，如果觉得电
影实在没什么新意的话，不妨去
感受一下现场表演的魅力。新
年档的演出市场精彩纷呈，悬疑
类话剧也异军突起，阿加莎·克
里斯蒂的经典推理剧《破镜》颇
受好评。此剧有着非常智慧的
舞美，依靠两块巨大斜挡片的上
下移动，使多场景在同一舞台上
呈现，灯光一明一暗间，案件时
时闪回另人目不暇接。

另一部原创悬疑话剧《藏
骨人》也将于近期亮相上海大
剧院。值得一提的是，《藏骨
人》的主演是《琅琊榜》中的“蒙
大统领”陈龙。继《琅琊榜》大

火之后，很多人建议他趁热打
铁接更多的真人秀，拍更多的
戏。但陈龙表示，他对舞台是
有梦想的，早在六年前与编剧
策划这部作品时，就已经看准
了舞台剧中悬疑类作品的缺
失。

业内人士透露，观众比较
喜欢特定类型的话剧，“明星剧
自然不必说，因为明星的票房
号召力比一般剧目要大。其次
就是悬疑剧和减压喜剧。”阿加
莎的悬疑系列票房一直卖得很
好，减压喜剧也是观众的心头
好。“大家的工作压力都比较
大，不希望看一场演出依然是
正襟危坐沉重严肃的，都希望
能哈哈大笑放松一下。

[小贴士] 上海圣诞集市推荐

地点：上海大剧院

看剧也成减压法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