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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青年报 于诗婕

2017 上海设计周，于 9 月
1-3 日在上海展览中心开展。
用“设计”重新定义城市与生
活，用“想象力”重新定义精彩
和时尚——这是今年上海设计
周所传递的精神。用展览、论
坛、活动呈现品牌背后的人格
以及产品所蕴含的执着追求。

主场设计展、跨界论坛、系
列活动和设计365四大板块不
仅诠释了设计的新内涵和新价
值，更生动演绎了设计从宏观
到细微，从创意概念到实际应
用的方方面面。新场景、新内
容和新玩法下的情景体验，带
给大众更多的新鲜感、参与感
和满足感，为消费升级背景下
的想象力经济打开一扇脑洞之
门。

爱心义拍众人响应
活动现场，上海展览中心

的中央大厅、西一馆及外广场
约15000平方米空间，被打造成
一座汇集了吃喝玩乐的设计魔
乐园，并由新模式体验馆、新时
尚生活馆、新造物品牌馆、新标
签态度馆这“四新”馆组成。
JMG空间设计、四象、亚振、东西
大观、花治、艾黛家居、方糖小
镇、松果设计、烩设计、极致盛
放、野木1978、织遇、COJOHO、行
走的斑马、雅瓷、嫵 WOO等众多
品牌、机构带来了国内外最新
创意设计成果。此次上海设计
周上，除了各品牌作品展示外，
还为参展者设计了丰富多彩的
互动活动。

2016年 8月 27日，中国首
个设计公益计划——拥爱设计
公益计划在2016上海设计周正
式成立。今年“拥爱”再次回归
上海设计周，并于9月3日10：30
在上海展览中心中央大厅的创
意聚场进行《社会创新中的设计
与公益》一周年主题分享会。现

场各界爱心人士纷纷用实际行
动表达了对拥爱设计公益计划
的鼓励和支持。拥爱设计公益
计划是上海设计周与公益的一
次跨界合作实践，使设计与公
益发生交集，碰撞出火花，引发
更多爱心设计师的思考，用设
计的力量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
人。

高桥绒绣新品亮相
由上海东岸绒绣艺术研究

中心设计的绒绣跨界作品，在
上海设计之都活动周展出。绒
绣技艺于19世纪由欧洲传入上
海，经由上海绒绣艺人改进和
创新，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上海
绒绣。2011年，上海绒绣成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
桥地区，人们更喜欢称之为高
桥绒绣。2015年，高桥镇尝试

政社合作，成立了上海东岸绒
绣艺术研究中心，通过社会机
构与社会组织对接，设计研发
时尚的绒绣产品，传承非遗。
此次展示的作品是东岸绒绣艺
术研究中心一年来合作的研发
成果，其中不乏初次亮相的新
品。亮相的作品包括绒绣与软
木、皮料融合设计的各类拎包，
还有几幅绒绣工艺品。

VR现身活动现场
来自新加坡的一家 VR 企

业，在本次设计周上展示了一
款可供多人共享的开放式VR。
戴上轻薄的VR眼镜，走进小房
间，便与一群人一同置身“海底
世界”，海草在水中摇曳，鱼儿
在眼前游动，还能与朋友分享
这一神奇时刻。与传统VR戴上

“头盔”后独享虚拟世界的不

同，这款开放式VR利用多台投
影机和三维计算机图形图像技
术，创建出一个现场感强烈的
虚拟环境，体验者戴上眼镜后
可与别人共享“虚拟世界”，令
VR体验不再是“独乐乐”，而是

“众乐乐”。

22米绣卷惊艳亮相
在展会现场，一幅22米长

的《锦绣台江》绣卷吸引了不
少观众驻足观赏。据了解，该
绣卷由百名非遗苗绣传承人
共同完成，历时一个多月，通
过不同针法绣制出了划龙舟、
纺织布、耕种等生活场景，被
誉 为“ 苗 族 人 的 清 明 上 河
图”。手创课堂则吸引了不少
年轻人的注意，多位观众在设
计师的指导下，拿起工具开始
自行制作饰品。

2017上海设计周落幕 四大板块演绎未来与时尚的碰撞

“三新”情景体验满足大众参与感

青年报 王娟

8 月 31 日，光明乳业在上
海发布了莫斯利安常温酸奶
战略新品——莫斯利安新 Li
量新品组合迎来首发。据悉，
莫斯利安作为中国常温酸奶
品类的开创性和引领性产品，
继2016年推出“2果3蔬”后再
度出新——“粒享美味”甄选
果粒系列、“美丽绽放”FLOWER
SECRETS系列以及“活力酵醒”
YOGURTAIL双发酵系列，全面升
级消费体验，实现战略性创
新。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发布的三
款新Li量新品组合旨在引领行
业趋势，差异化消费者体验，再
创市场奇迹。以消费升级带动
品类升级，为中国消费者带去
营养与美味的双重享受，并携
手康美共同打造常温酸奶市场

新格局。”
据了解，莫斯利安作为光

明乳业推出高端酸奶产品，于
2009年正式推向市场，2012年
在全国铺货上市，填补了国内
乳制品市场常温酸奶产品的空
缺，颠覆了传统酸奶的储存模
式，一时风头无两，而后各大乳
业品牌紧跟品类蓝海，常温酸
奶产品类型已陷入同质化、价
格竞争白热化的阶段。

面对同类产品在市场上的
抢眼表现和品牌攻势以及常温
酸奶由高速增长时代进入放缓
期的变化，找寻新的增长点、强
化品牌辨识度，深化品牌内涵，
打造多元化产品，成为了光明
突破自身发展瓶颈、打开更广
阔的市场空间的有效途径。此
次，光明乳业还携手行业领先
的德国康美包装公司，全球化
量身打造新包装，进一步提升
消费体验。

在此形势下，光明乳业莫
斯利安新 Li 量新品组合的亮
相，也标志着光明乳业对不断
创新、深挖品牌内涵的坚持。
光明乳业聚焦主力消费人群、
迎合消费需求的升级，又一次
率先开启了常温酸奶这一细分
品牌的新时代。

据悉，在当下消费升级的环
境下，光明乳业积极丰富品牌内
涵、提升产品可选择性，迎合消
费者需求。除常温酸奶“莫斯利
安系列”外，光明乳业今年推出
了大麦若叶、萌小团巧克力牛奶
饮品、Nijigen咖啡牛乳饮品等
多个新品来满足市场多元化需
求，光明乳业旗下鲜奶产品“优
倍”、高端酸奶产品“如实”等都
广受消费者好评。

8 月 28 日，光明乳业公布
2017年半年度业绩报告，业绩实
现双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109.23亿元，较上年同

期增6.36%；归属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 3.66 亿元，同比增长
52.17%。，已实现“时间过半，任
务过半”，随着消费升级、品牌价
值持续提升，光明乳业将继续稳
中求进，提升企业竞争力。

据数据统计数据显示，
2017年1—6月份，我国乳业收
入和利润继续保持增长。全行
业乳制品产量1454.9万吨，同
比增长 3.12%。行业主营业务
收入 1759.7 亿元，同比增长
5.71%；利润总额140.2亿元，同
比增长3.73%。从中国乳制品工
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来看，国内
品牌在销售收入上占有绝对优
势。据悉，光明乳业始终走在
行业前端，营业收入及净利润
超同行业平均值。同时，产品
多元化和品牌营销的全面升
级，更是促进业绩增长的有效
手段，传统新品齐发力，后续业
绩增长向好。

光明乳业发布新品 战略创新带动营利双增

鸿泰·乐璟会
文化学堂揭幕

近日，以“乐璟人生”为主题
的鸿泰·乐璟会文化学堂揭幕暨
客座教授受聘仪式隆重举行。
鸿泰·乐璟会以国际标准养老模
式CCRC（持续照料退休社区）在
中国的落地之姿，瞬时成为业内
外的关注焦点，一条新的养老产
业发展之路正在阔步启程。

活动现场，文化评弹倡导
者、国家一级演员周红；城市的
忠实记录者、自由摄影人席子；
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马
尚龙；“中国音乐剧女王”、“百老
汇亚洲第一女声”影子四位首批
受聘为乐璟文化学堂客座教授
的艺术家以其各自独特的张力
感染着每一位到场嘉宾，呈现乐
璟文化学堂的不俗魅力。

作为市中心难得一见的一
站式健康管理综合机构，鸿泰·
乐璟会更是由国际大师团队
Smith groupJJR 和百年历史的
日建集团联袂设计，为入住者
提供具有上海情怀的、舒缓而
美丽的老克勒颐养生活，乐璟
文化学堂正是这种品质生活的
表现形式之一。通过邀请艺术
家、搭建平台，打造只属于居住
者的定制级文化盛宴，让其在
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的同
时，进一步得到老有所学、老有
所为、老有所乐，真正感受到生
活的价值。

青年报 解敬阳

第一届女性健康
论坛在沪举行

第一届上海市女性健康论
坛在上海市妇幼保健中心举
行。来自上海、陕西、浙江、江
苏、河北、山东、四川、河南等地
的妇幼保健专家学者，就“围绝
经期保健实践与创新”这一主
题，展开了热烈的交流和探讨。

“提高晚年生活质量”是
WHO倡导的21世纪健康促进的
三大主题之一。围绝经期（更年
期）是妇女晚年生命质量的重要
时期，是健康中国的重要基石。
上海率先引入“健康更年，活力
晚年”理念，并以项目化的方式
大力推动上海女性围绝经期保
健工作。

本届论坛围绕“围绝经期保
健实践与创新”主题，来自国家
和全国各地拥有丰富经验的顶
级专家共同交流分享了在围绝
经期保健管理和诊疗方面的前
沿信息，并现场展示了上海市第
四轮公共卫生三年行动惠民项
目“更年期妇女重点疾病综合防
治”成效，为参会人员演绎了一
场精彩的学术盛宴。

上海市妇幼保健中心朱丽
萍主任对上海项目化推进的实
践和阶段性成果进行了总结介
绍，充分展示了上海首创的更年
期健康管理模式。

青年报 邵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