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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健康

■资讯

[链接]

青年报 解敬阳

微游上海，是近年来上海
旅游节中最受大众欢迎的创新
活动之一，也是2016上海旅游
节重点活动之一。今年，微游
上海推出了五条全新的主题微
游线路，五大主题分别为：

爱·黄金时代（虹口）
通过一个个或陌生或熟悉

的地方的穿插，带我们穿越回

那个激情澎湃的年代，点燃文
学与时代碰撞产生的火花；

走·健行美好（徐汇）
邀请大家漫步武康路周

边，用手机记录老洋房的风情，
品读名人故居的前世今生，感
悟街边小店的精致美好；

寻·艺术之美（黄浦）
这条线路梳理装饰艺术风

格的前世今生，带领体验者走
进上海老建筑地标，实地感受

经典的建筑美学；
品·咖啡之意（静安）
自从咖啡被发现以来，其

就与不同国家的文化相遇碰撞
产生各地的咖啡文化，跟随这
条线路，探访那些“小而美”的
咖啡店，陶醉于咖啡在上海散
发的浓厚醇香；

食·隐于小巷（长宁）
无论是海派滋味，还是世

界美食，跟随这条线路走进愚

园路，感受食物与环境的两相
痴缠，心情变得晴朗。

2016年9月11日上午，五
条微游上海主题线路将在虹
口、徐汇、黄浦、静安、长宁五区
同步启动。上海市旅游局将招
募免费体验者（基于健康考虑，
仅限18—45岁游客）参与微游
上海活动，所有参加者将获得
限量版“微游上海”旅行地图书
和简易行走装备。

武康路，在人们的感觉中
多是浪漫与小资，但是它也有
让人心跳加速的一面。健行在
静谧的街道，有不少承载了城
市的文化和精神的空间、更有
传递品质与健康生活理念的店
铺，值得你慢慢逛、慢慢看。

看点１ 武康大楼
地址：淮海中路1850号

上海最早的外廊式公寓建
筑，如果把武康大楼搬到巴黎，
也绝对是巴黎不可多得的建筑
精品。这幢位于上海法租界的

“斜刺刺的长条，譬如一艘刚停
泊了的船”的建筑被取名为诺
曼底公寓，以纪念被击沉的“诺
曼底号”战舰。

看点2 狮语画廊
地址：武康路376号武康庭内

狮语画廊的目标是让艺术
品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

分。为它提供作品的年轻艺术
家们都处于其事业的茂盛期，
所以每期展览狮语画廊都会给
参观者一个诠释当代艺术的全
新视角。

看点3 IG映界影像馆
地址：安福路300号

集上海老相机制造博物
馆、影像艺术画廊、摄影咖啡
馆、摄影旅行等高端摄影服务
于一身的综合影像艺术馆。

看点4 大隐书局
地址：淮海中路1834号-1

大隐的门厅处轻轻两笔绘
出了一条清幽小道，而这条小
道边的青苔以及随意的两处山
石，都使人有置身深院书斋的
错觉。沿着小道往里走，便是
两面书墙，精心摆放的书籍与
灯光交相呼应，光影交错处尽
是阅读的神秘。

微线路简介

“Art Deco”，它没有古希腊
建筑风格那么影响深远，也没
有现代主义的激进姿态，但它
的美你我都能懂。即使今天，
Art Deco 风格依然如此摩登，
让我们一起漫步上海的街头，
转角遇见Art Deco。体验本条
微游线路，将拜访不同风格的
Art Deco 建筑，了解建筑背后
的传奇。

看点 海关大楼
地址：中山东一路13号

海关大楼最著名的要数它
高耸的钟楼和大钟了。海关通行
乐曲《威斯敏斯特》唱响了多年，
后改为《东方红》。上世纪90年
代《威斯敏斯特》又回到了外滩的
上空。后经专家与市政府讨论，
2003年5月1日起，《东方红》再
一次取代了《威斯敏斯特》。

咖啡樱桃是咖啡树的果
实，咖啡豆其实是咖啡樱桃的
果核。咖啡被发现以来，到它
真正融入大众生活，其历史浩
荡地跨越了千年的时光。与各
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相遇碰撞
产生独特的咖啡文化，在咖啡
馆与咖啡客相逢，留下味蕾上
或幸福或甜蜜的回忆。体验本
条微游线路，将了解咖啡的来

源、制作方法、各国咖啡文化，
途中还将品尝特色咖啡。

看点 Dolphin Cafe
地址：北京西路1181号

在这里喝咖啡，有一种“私
人定制”的感觉。Dolphin的很
多咖啡被赋予人气好评，一杯
冰卡布，就有两个细节体现追
求：选用朝日唯品牛奶，坚持手
泡打摇。

一条愚园路，自西向东，弄
堂深深，洋房林立，藏着许多悲
欢离合的故事，以及形形色色的
精致美味。在这里邂逅上海好
味，从地道本帮菜到五湖四海的
美食，从街边小吃到奢华公馆菜
……在这里遇见艺术、设计、人
文、娱乐的跨界融合……

看点1 付小姐在成都
地址:愚园路1357号

简单好吃、经典朴实的冷
锅串串和川渝小吃，成都苍蝇
馆子的灵魂，却有着文艺小资

的外表和环境……这一切似乎
正击中了上海人的要害！

看点2 好久不读
地址:愚园路1208号

不但是家格调很高的艺术
人文书店，同时也是一家餐
厅。。店内每一道菜都与著名
的文学作品同名，比如小食起
名为“失乐园”、“麦田里的守望
者”；主菜叫做“百年孤独”、“变
形记”、“魔山”；而甜品的名字
则是“小王子”、“爱丽丝漫游仙
境”和“交叉小径的花园”……。

青海玉树举办
别样赛马节

近日，青海省玉树自治州的
传统赛马节暨首届雪域格萨尔
文化艺术节和三江源水文化节，
在玉树市的藏族自治州扎西科
赛马场举行了盛大的开幕仪式。

玉树藏族自治州地处黄河、
长江、澜沧江的三江源头核心区
域，藏族传统文化丰富璀璨。今
年玉树州委、州政府在以往传统
赛马节基础上，添加了《格萨尔》
史诗民间艺人资源、遗物遗迹资
源、格萨尔文化艺术的形态资源
亮点，从黄河源头格萨尔赛马文
化、长江源头格萨尔嘎嘉洛文
化、澜沧江源头的格萨尔牦牛文
化三个方面着重打造了玉树传
统赛马节暨首届雪域格萨尔文
化艺术节和三江源水文化节。

此次的“三节”系列活动持
续一个多月，其间将举行“智嘎
代”力士赛、班觉骑士荣誉赛、格
萨尔说唱专场演出、格萨尔文化
论坛、服饰展演、“珠姆”选美、乘
马速度赛、赛牦牛、法舞、“世界
公桑”大合唱、篝火晚会等系列
精彩活动，这将带给玉树及国内
外格萨尔文化爱好者一场艺术
盛宴。 青年报 解敬阳

静谧的武康路背后藏着多少故事

那是一个要痛快爱恨的时
代，那是一个要走自己路的时
代，那是一个要破旧立新的时
代，历史或许已经不在，但不灭
的印记永恒。这些貌不惊人的
文化遗迹、爱情故事也许就发
生在我们居住的弄堂里，也许
就在我们经常走过的小路上。
体验这条微游线路，感受那个
时代的爱恨情仇。

看点1 丁玲
地址：横浜路35弄景云里

民国时期，著名女作家丁
玲以叛逆者的姿态演绎了婚姻
和爱情的狂想曲。这个弄堂可
以说见证了丁玲当年那段惊世
骇俗的三人行爱情。

看点2 萧红
地址：多伦路8号公啡咖啡馆

萧红和鲁迅交往始于书信，
后来她与萧军来到上海文坛，才
和鲁迅在多伦路的“公啡咖啡
馆”有了第一次的会面，她也成
为了鲁迅家的常客。而今再回
头思量萧红和鲁迅，与其讨论两
者之间是否有男女情爱，倒不如
说他们都在彼此的年华中碰到
了最美好的蓝颜与红颜知己，他
们照亮着彼此的人生，互相慰藉
与关怀着孤独的灵魂。

看点3 白先勇
地址：多伦路210号

在一篇名为《树犹如此》
的纪念文章中，他详细记述了

他和友人王国祥之间长达 38
年的感情，两人从中学时认
识，一直到王国祥因病离世。
甚至有人猜测，这出描写穿越
生死的爱情神话——青春版
《牡丹亭》，是白先勇对友人王
国祥的纪念。

看点4 内山完造
地址：四川北路2050号（工

商银行二层）

内山书店是鲁迅晚年在上
海的重要活动场所，在鲁迅居
住虹口的9年时间里，内山完造
给了他许多帮助。内山完造虽
是个日本人，但对于中国的感
情一直特别深厚，是中日文化
交流的积极践行者。

看点5 冯雪峰
地址：多伦路201弄2号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
陈望道、茅盾、叶圣陶、冯雪峰、
周建人、柔石等一大批名人居
住在此，从事创作、编刊、领导
和组织革命文学活动，有历史
文化名里之称。冯雪峰旧居位
于景云里11号，为坐北朝南三
层楼石库门房。

看点6 鲁迅
地址：山阴路132弄9号

鲁迅以笔代戈、奋笔疾书，
战斗一生，被誉为“民族魂”。
毛泽东评价他是伟大的文学
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是中华文
化革命的主将。

阅文重磅IP面世
“二次元”再战江湖

IP市场持续火热，资本争相
追捧的背后，消费对优质内容的
渴求快速增长。作为国内领先
的文学IP培养平台，阅文集团
在这场互联网时代的新风口上
展现出不断上升的进取之势：探
索IP2.0生态新模式，链接“泛娱
乐”产业上下游，阅文所首创的
网文 IP 发布会也迎来了第五
场。近日，阅文集团起点中文网
作家骷髅精灵新作《斗战狂潮》
在上海发布。这一全新 IP 以

“二次元”开道，撬动多领域开
发，阅文现场宣布了包括动画制
作在内的IP规划，活动吸引了
资本、下游厂商等众多业内企业
的参与和关注。

据了解，骷髅精灵是阅文集
团起点中文网白金作家，被誉为

“幻想大师”、创造了“星战美学”
的科幻第一人。作为有着强大
粉丝号召力的网文作家，骷髅精
灵创作十二年来，作品的正版总
点击超过4亿，过往的每一部作
品都成为IP市场关注的焦点：
《猛龙过江》、《雄霸天下》出版销
量超过80万册，《圣堂》超过200
万册；代表作风暴三部曲中，《机
动风暴》即将改编为科幻电影，
投资过两亿；《星战风暴》则将改
编为动画电影，并且两款同名手
游五次登顶IOS销售冠军，流水
过亿。 青年报 沈旖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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