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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 解敬阳

本报讯 近日，“一带一路”
金融文化研讨会在上海召开。
会议由《东方财经》杂志社、五洲
传播中心和上海阎宝航社会公
益基金会联合主办，两岸金融中
心协办；来自内地和港台的金融
文化领域的专家学者、行业精英
及有关领导一百余人参加了本
次会议。

研讨会上，《东方财经》杂志
社社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常务
副院长王洛林先生表示，自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
一路”倡议以来，中国本着“共
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与沿线国
家商讨互利合作，一些项目已经
开始落实，比如，中巴经济走廊

也已经动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银行也开始发放贷款等，充分证
明了“一带一路”合作模式和理
念有助于促进沿线经济建设和
全球经济繁荣。

五洲传播中心副主任井水
清、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执行
总裁李道滨、中国国际贸易学会
常务理事张国庆、国家开发银行
顾问黎维彬先生作了主题演讲。

青年报 王娟

本报讯 近日，一群人身着
爱尔兰复古装扮的人群，骑着老
式自行车游荡在外滩的万国建
筑群。这是爱尔兰“布鲁姆日”
在上海的演绎，文学爱好者们乘
坐轮渡从浦东到浦西，进行了一
场“复古漫游”。

6月16日的“布鲁姆日”，是
为纪念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
斯创作的小说《尤利西斯》而创
设的一个节日。这一天，是书中
的主人公利奥波德·布鲁姆在都
柏林街头游荡的日子。

每年的“布鲁姆日”，爱尔兰
都会举行盛大的庆典和纪念活
动，同时环球各地一小时《尤利
西斯》接力朗读会。在都柏林
的街头，乔伊斯的纪念馆，到处
都是参与庆典的人群，人群漫

游的路线就是布鲁姆在书中所
到之处。

“布鲁姆日”如今同旅游紧
密结合，除传统的作品研讨之
外，还推出各种吸引游客的活
动。诸如重走布鲁姆路线，品尝
乔伊斯早餐，推销布鲁姆纪念
品，重现布鲁姆1904年发型；以
及反映《尤利西斯》等乔伊斯作
品的活报剧、街头音乐、街景穿
越、品书朗读等。

据了解，上海的“布鲁姆日”
已连续举办了几年，在这场看起
来有些小众的“文学漫游”里，我
们看到除了新奇还有陌生，有亲
近也有隔膜。

文学作品成为国家的文化
桥梁，民族的文化符号，这是爱
尔兰人对文学经典的理解与巧
思，也是“布鲁姆日”对于上海的
启发和意义。

青年报 邵炯

本报讯 近日美国食物垃圾
处理器品牌爱适易亮相上海国
际水展，并在展会期间发布了一
款年度新品Evolution·100红。

Evolution·100红新品依旧
采用了爱适易无刀片研磨设计，
通过高速离心碰撞将食物垃圾
粉碎成细小颗粒后随下水道排
出，并且延续了爱适易产品一贯
拥有的强劲动力、高效研磨的技
术，能轻松处理包括如骨头和土
豆皮等难处理的食物垃圾，提升
垃圾清洁体验，也通过垃圾的及
时处理帮助避免厨房滋生异味
以及蟑螂、蚊虫的困扰。

随着国内城镇化进程的加
快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
垃圾增量迅猛，而垃圾分类少、
处理水平低、无害化处理效果不

理想等已成为影响城市环境卫
生的主要问题。

以上海为例，目前食物垃圾
占据生活垃圾总比重的 50%~
70%，在收集、转运及处理过程
中易腐坏并污染环境，对垃圾处
理分类和回收利用也带来了更
大的障碍。

全球的权威科研机构对食
物垃圾处理器进行了研究，并力
证其将成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
的新方式。

爱适易新任全球总裁蔡文
圣在采访中表示：“爱适易是美
国艾默生电气有限公司旗下品
牌。自1938年爱适易品牌创立
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为大家带
来现代、清洁、环保的厨房电器，
引领健康厨房生活，这是我们品
牌创立的初衷，且这样的理念延
续至今。”

申城演绎爱尔兰“布鲁姆日”

厨房食物垃圾处理有新武器
无刀片研磨设计可提升清洁体验

专家研讨“一带一路”金融文化

■资讯

西贡大澳：体验市井生活
西贡被称为香港后花园，

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是香港人
的渡假圣地。西贡的景色与市
区截然不同，低矮的房屋，狭窄
的街巷，稀疏的人群，荡漾在海
面的渔船与私家游艇。仅仅数
十分钟车程，却恍如穿越时间的
隧道，来到了几十年前的香港。

从天后庙旁边的西贡正街
过去，就是“西贡旧墟”。这里
虽然旧，但却能找到很多隐世
老店。旧墟也代表着是已末落
了的地方，几乎有一半的店都
是关闭的，有开着的也看着都
不太想做生意，非常随意。“西
贡旧墟”很多店都卖着很特别
的东西，你真的不知道他们是
怎样去赚钱过活的，可能有些
是开一整天的店都只是卖了一
双竹筷子而已。

大澳位于香港新界大屿山
西部，由于远离市区，很多地方
仍旧保持着原生态，也是香港人
颇为喜爱的隐世之地。这里的
生活好像还保持着上世纪的节
奏，能看到很多远离现代生活的
东西：棚屋、水乡、传统老房子、
虾膏、虾酱、晒咸鱼、海味天堂、
文物酒店、传统茶粿、隐世糯米
糍、沙翁、比北角鸡蛋仔更好吃
的炭烧然蛋仔等。

村民会驾驶小船，带领游客
纵横水道，并往海中短途游览。
只需数十元，便可租借到小船。
为了观赏中华白海豚，许多游客
都会选择前往大澳体验水乡之
旅。由于大澳位于咸淡水交界位
置，附近有大量的红树林生长，吸
引了不少招潮蟹在这一带生活。

西贡和大澳，代表了繁华香
港背后的市井生活，庶民随性但
又充满着东西方融会的色彩。这
里你看不到匆忙赶路的上班族，
大部分人都是来发呆的。庶民一
点可以来一杯奶茶配份苹果日
报，优雅嘻皮一点的就Latte伴
Jane Austen。各有各的品位。

澳门小巷：品味特色文化
时至今日，无论是流连于大

街还是漫步小巷，多元文化交汇
的痕迹在澳门俯拾皆是。仅30
多平方公里的弹丸小城，却拥有
丰富的历史底蕴和文化遗产。
探索澳门起源故事的海事博物
馆、孙中山旧居改造的纪念馆、
传播基督福音的圣物宝库、茶文
化博物馆、赛车博物馆、葡萄酒
博物馆等，都彰显着澳门独具特
色的文化。

尤为特别的是音响博物馆，
这里有超过200多件古老音响
和视频设备，古董留声机、手摇
音乐盒、手摇电话和投币式点唱

机，有穿越时光回到过去的感
觉。热爱艺术的游客则不可错
过澳门艺术博物馆，18世纪英
国绘画家 George Chinnery 在
澳门生活了27年，其绘画作品
已成为艺术珍品收藏于馆中。

虽说澳门充满了新旧杂
陈、东西荟萃的文化，但中华文
化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为了探
究中国优秀的传统工艺，澳门
银河在 6 月特别举办了“翱翔
银河”风筝展览，近 60 款造型
精巧的风筝在“时尚汇”购物中
心展出。银河娱乐市场推广总
监祁礼敦表示：“‘澳门银河’十
分荣幸能够举办‘翱翔银河’风
筝展览，把潍坊的工艺、色彩与
传统带到澳门。”

此次展出的风筝均来自山
东潍坊，部分风筝更有超过40
年的历史。潍坊一直以传统手
工艺闻名于世，享有“世界风筝
之城”的美誉。展品包括了“潍
坊国际风筝节”的得奖作品、堪
称最具创意的巨型风筝“飞龙在
天”，以及气派万千的“凤凰展
翅”；“鹏程万里”系列中，雄鹰造
型的风筝则于翡翠大堂及东翼
广场振翅飞舞。其他展出的特
色风筝包括《三国演义》的经典
人物，将家喻户晓的历史传奇，
及其涵盖的文化艺术价值展现
游客眼前。

港澳游，抛弃繁华闲逛“古街”小巷
6月时值年中扣折

季，港澳成了人们相约
周末血拼的首选地。
不过除了“买买买”，这
里还有一些文艺青年
和爱好文艺的普通青
年们值得仔细一逛的
小去处。

深藏西贡的半月
湾，是你不曾涉足的秘
密海滩；澳门河边新街
的大排档，有你不曾品
尝的纯粹鲜味；陈奕迅
CD 封面上的金色秘
境，或许是你不曾发现
的取景圣地。

青年报 沈旖旎

青年报 邵炯

本报讯 上海是第二届市民
运动会——2016年PDM自行车
系列赛（上海站）奉贤海湾赛段
的比赛于6月19日在奉贤海湾
举行。赛事只设立男子精英组
和女子精英组两个组别，赛道单
圈 12.65KM，共 6 圈 ，全 程
73.9KM，女子精英组共 2 圈，全
程25.3KM。比赛为绕圈赛，起终
点都设立在海湾旅游区著名景
点——龙腾阁。

赛道风光秀丽，途经碧海金
沙、国际风筝放飞场、阳光沙滩

等奉贤著名景点，此次自行车赛
事与休闲旅游相结合，旨在打造
一场高人气、高水准、集体育、旅
游文化、环保为一体的多元化的
自行车体育盛会，扩大赛事的知
名度，吸引国内外体育爱好者来
奉贤海湾观赛与休闲旅游。

据了解，第二赛段比赛由上
海市体育总会，奉贤区人民政府
主办，奉贤区体育局，奉贤区海
湾旅游区管委会承办，上海海浪
旅游服务有限公司协办，上海凌
烟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执行
运营。

共有来自全国的21支精英

队伍，赛事总体共计150人参加
了本次比赛，其中不乏业余自行
车圈的顶级选手，赛场上的老面
孔：诺飞克彦豪车队、森地客鑫
元鸿车队、哲步中国车队。今
日，21支精英车队齐聚奉贤海
湾，精彩程度不言而喻。经过一
番激烈的争夺，最后诺飞克彦豪
车队一举夺魁！

此外，主办方邀请到多家国
内外专业媒体进行报道，为国内
顶级赛事服务的拍摄团队也将
助力与此次赛事，势必将PDM激
情注入体育，梦想成就品牌的理
念传达给所有人。

PDM自行车系列赛奉贤海湾开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