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明岛，到底有几个模样，油菜花、薰衣
草、湿地、芦苇、田园、大海，还有骑着单车的
人儿。在这片方寸小岛上，汇集了一切美好
的东西，仿佛像梦中的童话世界，当略带咸
腥的海风温柔地拂过发丝，水杉从身边经过
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画面，在脑海中
从未如此清晰地浮现出来……

崇明的西沙湿地公园，是上海目前唯
一具有自然潮汐现象和长篇滩涂林地的自
然湿地。西沙湿地映余阳，蜿蜒栈桥游龙
徜。偌大的湿地上长满了芦苇，并夹杂着
多种植被群落，放眼望去，茫茫的一篇绿色
海浪，美得令人震撼。上海地区3月中、下
旬从芦苇地下根茎长出芽，四五月正是芦
苇大量发生的时候，九十月开花，十一月结
果。在文学上以芦苇寄托相思的篇章很
多，最为典型的就是《蒹葭》，蒹葭者，即是
芦苇也。

除了芦苇，避潮墩也是崇明的一大特
色。当年，崇明人为了抵御大潮，在每年的
冬春枯水季节都要挑泥做岸，筑起了一道
道大堤，围起一亩亩土地，才避免了崇明岛
被冲刷完的危险。如今崇明岛四面围堤，
固若金汤。但避潮墩在历史上的作用，还
仍然值得回忆。如能去避潮墩遗址凭吊一
下，一定会生出许多感慨来。目前，崇明岛
上依然保留了少量明清时期的古大堤和避
潮墩。除了这些遗址外，在西沙景观平台
西南侧和观鸟平台的西北侧，各设计了一
个占地200平方米，高5米的避潮墩。若在
避潮墩上去欣赏一下潮滩植被，也是别有
一番风味。

漫步于从大门一直通到长江边、近
2000多米长的木栈道，也是一件相当惬意
的事情。走在曲折、晚宴的栈桥上，会发现
其中美妙的景致仿佛成了流动的诗，令人

有移步换景之感。
一眼望去，两旁的芦苇和树丛在明媚

的阳光照耀下，郁郁葱葱，蓝天白云、绿柳
如烟、碧草如茵，一幅浸着绿的水墨画就这
样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人们都说，绿色是
生命的颜色，看着那满眼的绿色，展示着勃
勃的生机，散发着耀眼的光亮。阳光在这
一刻也越发的耀眼。仿佛正应了大文豪苏
东坡的那句“萋嵩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
上时”，不过上的不是河豚，而是螃蟹。栈
桥上、芦苇丛里到处是捕抓螃蟹的人们，为
春日又增添了一份野趣。

西沙湿地的地质遗迹和景观主要有
“河口潮滩地貌地质遗迹”、“湿地地貌地质
遗迹”及湿地植被、鸟类、底栖动物等。园
内主要保存着两大类十七种典型的地质遗
迹，展示着世界第一大河口冲积岛沧海桑
田的地质景观及人与自然谐相处的生态文
明。自然和人工景观都不错，搭配得很自
然和谐，各种文化长廊和展示照片放在公
园里也毫无违和感。

湿地公园里还有观潮平台、观光塔以
及崇西水闸。到了傍晚时分，在浩渺无垠
的江面上，一轮红日在五彩云霞中徐徐下
落，光中有彩色，彩霞里有暮气——真是

“夕阳无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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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 车键

本报讯 4 月 15 日，“伊佳
林”品牌创意设计总监艾米首次
亮相上海时装周，在 2016 秋冬
上海时装周800秀“锋尚新势力”
秀场进行了主题为“公主驾到”
的新品发布。

现任上海伊佳林品牌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创意设计总监的瑞典
籍华人艾米在应邀加入“伊佳林”
团队之后，为“伊佳林”童装打造
了IKALI五公主的形象。这几位
IKALI 公主以北欧五国皇室成员
为原型，根据她们的不同经历，创
造设计了富有个性的五公主形
象。IKALI 五公主分别是 Imagi-
native 冰岛公主、Kindly 瑞典公
主、Assuring 挪威公主、Lively 芬
兰公主和Innovative丹麦公主，她

们名字的首字母合体便是：IKALI
（伊佳林）。

作为五公主的创作者，艾米
用生动的形象+华美的公主裙将
小女孩们带进了一个浪漫的童话
世界，演绎出一段精彩美妙、绮丽
多彩的奇幻公主梦。发布会上的
新作既有国际上COSPLAY服饰文
化的展现，也融合了动漫、游戏、
卡通、童话等现代流行元素，款式
雅致摩登，色彩鲜艳活泼，风格活
力张扬，原料安全环保，穿着华丽
舒适，充分展现出梦幻而又神奇
的童装魅力。

“今后我们还要创造更多的中
国公主和英雄形象，让孩子们通过
伊佳林服饰装扮来实现成为公主
或英雄的美好梦想。”品牌创意设
计总监艾米在发布会后接受采访
时信心满满地说。

青年报 邵炯

本报讯 近日，为全力支持
2016“中美旅游年”，中信银行正式
宣布推出赴美旅游一揽子出国金融
服务及优惠活动，携手Visa、东方航
空、上航旅游、优步等国内外十大合
作伙伴，为赴美旅客提供涵盖出国
金融签证、机票优惠、国际精品酒
店特价、机场贵宾服务、境外租车、
旅行团特价线路、翻译和导游服
务、信用卡境外返现等8大领域的
一站式全流程服务。旨在让用户

从签证到旅途中的每一个过程，都
尽享中信银行带来的丰厚礼遇和
专属服务。即日，中信银行、Visa
联合宣布，即将合作发行国内首张

“中美旅游年”主题信用卡。
据国家旅游局预计，2016年

中美双向旅游交流规模将首次突
破500万人次。

随着2016“中美旅游年”的启
动，中信银行率先推出赴美一揽
子计划，针对赴美旅客的实际需
求，整合多方资源，提供创新产品
与服务。

青年报 解敬阳

本报讯 日前，“2016米兰设
计周——当代中国的生活哲学
展”的开幕式酒会隆重举行。

中国家居流通领域品牌大佬
红星美凯龙搭建平台，携手中国
首个设计类公益基金会——创基
金10位设计大师联合设计搭档，
配对10家原创设计领先的家居
品牌，以1＋1＋1的强大阵容，从

传统老物件中寻找设计灵感，创
新设计作品诠释中国人的生活理
念。据悉，创基金各位理事邱德
光、林学明、梁景华、梁志天、梁建
国、陈耀光、姜峰、戴昆、孙建华、琚
宾与十大家居企业代表分别分享
了参展感受，这10件创新设计的
器物由华日、柏森、联邦、曲美、荣
麟、左右、城市之窗、拉卡萨、百强、
锐驰十家企业参与设计，并提供
工艺支持，精心打磨完成。

青年报 高彩云

本报讯 由国药励展倾力打造
的全球最大的健康产业盛会——
健康产业领袖峰会（The Health
Industry Summit, tHIS）于4月17
日在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隆重启
幕。以“融合·健康产业新动力”为
主题的第二届tHIS健康产业领袖
峰会，吸引了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近6900家参展企业，预计峰会
期间将迎来自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38万人次的专业观众。

国药励展精心安排了本届峰
会的日程，医博会（CMEF）与中国
国际医疗器械设计与制造技术展
览会（ICMD）在峰会首日率先开
展，始创于1979年的医博会，在业
内久负盛名，并已成为亚太地区

覆盖医疗器械全产业链、集产品
技术、服务创新与贸易、学术交
流、教育与学习为一体的行业综
合服务平台，同时也是亚太地区
首选医疗器械的新品发布平台，
是行业创新发展的风向标。

本届医博会有来自美国、英
国、德国、土耳其等26个国家和地
区的3879家展商参展，展出了40
大类上万种产品，覆盖医疗器械整
条产业链。联影，GE，飞利浦，西门
子，迈瑞，鱼跃，万东，雅培，BD等国
内外知名企业同场竞技，带来最前
沿的产品与技术，在融合中促发
展。超过600款新产品选择在医
博会平台上进行发布，展现医疗行
业研发领域的蓬勃生机与极速发
展，也体现出医博会在医疗器械行
业内不容小觑的影响力。

艾米出席2016秋冬上海时装周

中美旅游年有系列优惠活动

米兰设计周劲吹“中国风”

健康产业领袖峰会启幕

这一阵子细密的春雨滋养得万物越发活脱壮实。晚樱怒放，蛰伏已久的身子忍不住想
要冲向那春光明媚的花花大世界。大街上，姑娘们五颜六色的纱裙已经开始满世界飘飞，转
眼间墨镜帽子都要上阵了。在这个醉人的人间四月天，我还想和春天来场约会，还想撒丫子
奔跑在春光里，还想享尽人间四月芳菲。 青年报 邵炯 解敬阳

放风筝，赏红枫，远处是一片幽深青
翠的山林，面前是粉红含羞烂熳的樱花
树，置身于亿年前花岗岩石叠翠的山峰，
呼吸最清新的空气，在最甜蜜的花香中，
撒丫子奔跑，放飞手中的风筝。

春风十里，不如来余姚一程。这里是有
重头戏的哟！看点是“放飞梦想”风筝大会！

重点中的重点是：4月23日，凡有风
筝的游客均可免票进入宁波海拔最高的
景区——四明山地质公园。观看风筝放
飞表演，与众位风筝高手一起放飞风筝、
放飞梦想，同时欣赏景区怒放的樱花，满
山的红枫，感受亿年前古老地质独特的春

天气息。
草长莺飞最美天，红枫娇樱醉春烟。

高手齐聚四明山，忙趁东风放纸鸢。如果
说仅仅是这些理由，还是无法吸引你，那
四明公园自有上百条理由勾引你！每种
理由都值得亲自一试，来过了就知道这里
不只有畅快淋漓的风筝大赛足以津津乐
道。自然山水，地质风光，都能分分钟PK
掉大部分景区。

余姚四明山地质公园位于四明山镇
大山村，可以驾车从市区经梁弄镇，走浒
溪线至四明山镇，转黎白线到达园区入
口，沿途也是春光一大片，绝佳的练车技
好路线。

四明山在中新世时期漫长的地质变革
形成了一系列优美的山岳地貌景观。地质
公园拥有华东地区面积最大保存最为完整
的古夷平面。河姆渡，四窗岩——丹山赤
水，罗成山——仰天湖三大地质园区，风光
无限，景色秀丽。林间红枫清香四溢，鼻尖
是树木独有沁人心脾的挥发物，配上终年
不断流的大山村泉、不干涸的天湖、千奇百
怪的岩峰和翠林，心都要醉了。

在这样每的山水间放风筝，是怎样一
番难忘的体验，反正我已经醉在春风里
了，就这样静静看四明就够了。

观看风筝放飞表演，与众位风筝高手
一起放飞风筝、放飞梦想，感受东风带来
的春日气息。

抬头仰望，各式各样的风筝漫天盘旋
飞舞，五彩斑斓的蝴蝶，大雁，青蛙风筝领
先，毛虫，蛇，凤凰，鱼紧跟其后…仿佛我
已经看到现场风筝表演竞争火热的场景，
手痒，想要买个独一无二的形状去和高手
过几招。

你还用得着在家门口的广场上人挤
人迈着小步子的放着风筝吗？在余姚地
质公园，这个拥有华东地区面积最大、保
存最完整的古夷平面奔着脚丫子，沐浴着
醉美秀丽的春风放飞风筝，才最过瘾！

春风吹，紫藤摇，过了三月樱花季，迎
来了四月的紫藤季。紫藤公园往年的盛
花期约在4月下旬，本周末预计将进入盛
花期。作为世界上仅有的3座以紫藤为
主题的公园之一嘉定紫藤园将迎来客流
小高峰。

紫藤公园修始建于1997年9月，1999
年5月对外开放，2000年4月22日举办开
园仪式。园内有水体、假山、小桥、亭子、
棚架、石灯笼等景点。

整个紫藤园中水体占近 2000 平方
米，棚架占1500平方米、草坪1300平方
米、林地2000余平方米。植物品种主要
以春季花灌木为主，有日本的樱花，中国
的白玉兰、杜鹃、红枫、海棠等树种，同时
还有群众喜爱的桂花、腊梅、银杏、榉树
等品种，所以整个园子显得自然、活泼、
千姿百态。

据介绍，公园的布局既具有中国山水
园林的特色，同时也融入了部分日本造园
风格。

每年的四五月，正是紫藤花开得最烂
漫的时候，慕名而去的人们，停留在花架
下，欣赏着蜿蜒不尽、馥郁芳香的紫藤。
一进园，就能看到一大片紫藤架子蔓延
开来，挂着一串一串紫色、白色、粉色的
紫藤花，可能全上海也只有这里才有这
样的景致。

公园不大，却很精致，尤其在春天有
阳光的下午，实在是个很美的地方，吸引
了不少新娘来这里拍婚纱照。

园内种植了由日本冈山县和气町藤
本道生赠送的100余棵紫藤，总共有28个
栽培品种，从紫到洁白等各色都有。紫藤
在日本有多个品种，苏州引种的是短穗品
种，而嘉定引进的是长穗品种。紫藤的美

丽也在于花穗长度，而这里最长的花穗能
达到1.5米。

当漫步于紫藤之下，抬头是花顶，低
头则是飘落于地面的缤纷花瓣，犹如梦幻
世界。

据了解，在紫藤园建园至今的二十多
年间，藤本先生每年都会自费来嘉定数
次，观察紫藤的生长状态。

而每年盛花期，他必然会来一次，查
看开花情况。如今随着年纪增长，已经87
岁高龄的藤本迫切的希望自己的技术与
经验能传授给同样热爱紫藤的嘉定人，以
便更好地管理这些紫藤。

他表示，“我希望在紫藤园、嘉定环城
河以外的休闲区域都能种上紫藤，这样就
会更美，更让人喜爱。甚至有可能的话，
让人一提到紫藤，就能想到嘉定。”

四月春风醉，赶紧地来这些地儿“撒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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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上海目前唯一具有自然潮汐现象和长篇滩涂林地的自然湿地

撒丫地1：西沙湿地公园 撒丫地2：嘉定紫藤园

本周末预计将进入盛花期

撒丫地3：宁波海拔最高景区
4月23日凡有风筝的游客，均可免票进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