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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四月看展有亮点 体验玩具总动园
近日，上海新增了不少展览、活动，春光明媚的周末又有了不少好去处。

约上三五好友，一同享受童话般的乐趣，抑或是漫步在城市森林中，探寻艺术
的真谛，为暖阳中的四月创造一个美好的开端。 青年报 于诗婕

青年报 解敬阳

调味品，可谓是烹饪当中的
点睛之笔，也是餐饮的灵魂。近
年来，复合调味料飞速发展，已
在调味品行业中占有重要地位，
成为我国调味品中发展的主流。

近日，上海太太乐食品有限
公司发布了一款战略新品——
原味鲜鸡鲜调味料，来自中国调
味品协会、烹饪协会及相关研究
所专家与企业众多原材料供应
商、经销商汇聚一堂，共同见证
这一重要时刻。太太乐集团总
裁张西强表示，成立30年以来，
太太乐开创并引领着我国增鲜
调味品工业的飞速发展，此次新
品的推出，正是在工艺上不断创
新和对鲜味科学不倦追求的充
分体现，也是企业的一大突破和
创新。

中国调味品协会副会长兼
秘书长白燕则对我国调味品行
业的现状进行了分析：从基础调
味品到复合调味料，消费者的消

费心理和需求发生了巨变，从而
带给调味品更大的发展空间。

众所周知，随着消费持续升
级，调味品的功能已不仅在于满
足“吃好喝好”的饮食需求，讲求
回归食物本真、便捷而个性化的
产品备受消费者欢迎。作为鸡
精调味品的知名品牌，太太乐洞
察到市场消费热点，原味鲜应运
而生。

据悉，该款产品采用了专利
技术发酵提鲜，由鸡肉、小葱、大
蒜、蘑菇、白胡椒、水、食用盐、玉
米、白砂糖9种人们熟悉的食材
制作而成，美味背后没有难懂的
成分，为消费者带来安心的鲜美
滋味的体验。

2018年，是太太乐成立30
周年。在这30年里，企业推动
中国调味品市场发展，开创了一
次又一次“鲜味革命”。最后，太
太乐董事长荣耀中表示：着眼未
来，企业将继续开拓创新，奋勇
拼搏，创造出更多消费者满意的
产品。

迪士尼玩具总动园
“迪士尼玩具总动园”主题

园区取材于迪士尼·皮克斯最经
典的动画系列之一——《玩具总
动员》。在这个生机勃勃、丰富
多彩的玩具世界里，游客会感觉
自己和亲朋好友一起都仿佛缩
小到了《玩具总动员》影片里精
彩纷呈的玩具的大小，在安迪的
后院度过充满欢声笑语的时
光。胡迪、巴斯光年和他们的玩
具伙伴们都被赋予了生命，在这
个完全沉浸式的园区里尽情玩
耍。园区将包括三个全新的景
点——弹簧狗团团转、抱抱龙冲
天赛车和胡迪牛仔嘉年华，一个
独特的与迪士尼朋友见面的主
题区域——友情驿站，以及提供
沉浸式购物和餐饮体验的艾尔
玩具店和玩具盒欢宴广场。

地点：上海迪士尼度假区

罗马1950-1965艺术展
艺术展分为三个区块，分别

展示“形式派”、“起源派”以及
“八人组”、新艺术战线等当时主
要的艺术群体及其作品。此次
展览旨在探索二战后罗马蓬勃
发展的文化与艺术氛围，将展出
30多幅绘画和雕塑作品。在意
大利经济繁荣和工业化日益提
升的历史背景之下，精神和文化
的辩论聚焦于语言革新和政法
条例的中心论点。

自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开
始，意大利文化的创新体现在文
学和电影领域。在艺术领域，四
处可见争锋相对的辩论和煽动，
对立群体及立场相悖者不断激
增。罗马正是这场思想碰撞最
关键的中心阵地之一。

在此次展览涉及的 15 年

间，罗马从战争的废墟中迅速发
展成为一个集美丽与痛苦、沉沦
与虔诚、感官享受与辉煌的城
市，如 Federico Fellini 在电
影《甜蜜的生活》所描绘的所有
矛盾一样。这座城市不仅吸引
了这个时期的重要作家和学者，
如Alberto Moravia、Italo Cal-
vino、 EnnioFlaiano 和 Pier
Paolo Pasolini，还包括一群活
跃在Cinecittà的演员、名人以
及意大利本国及国际著名的电
影制作人，这里被美国人戏称为

“台伯河上的好莱坞”。
地点：陕西北路186号

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
展览展出了多件录像、绘

画、雕塑、装置、刺绣、皮影、摄影
乃至多媒体剧场等丰富的作品，
并以丰富的文献和工作坊、演出
成为重要特征。

展览以“不息”应对整个威
尼斯双年展的总主题“艺术永
生”，提出中国艺术“不息”的力
量来自精英与民间的互动，来自
代际传递的师承，来自积极的合
作。展厅中独一无二的艺术家
师承墙、艺术家合作关系图，多
位艺术家的交叉合作，以及由程
控机械、实时VJ操纵的投影、陕
西民间艺人与青年艺术家合作
创作的多媒体皮影表演，成为亮
点。展览作品在威尼斯经历半
年展出，经过数月海运，日前回
到国内。按原计划，将于2018
年3月31日在上海明当代美术
馆和北京时代美术馆同时推出
《不息——第57届威尼斯双年
展中国馆》的上海站和北京站的
落地展。因为这两个美术馆的
空间条件与威尼斯军械库油库
展厅的空间有所不同，展览作品

在基本不变的情况下略有调整，
补充了因为威尼斯空间局限，部
分艺术家当时未能展出的作品。

展览的策展思路不变，而随
着空间的变化和语境的变化，展
览的气质与当时威尼斯的现场
有所不同，但依然能在相当程度
上让未曾造访威尼斯现场的 观
众们看到策展和作品的思路。

地点：永和东路436号明当

代美术馆

“上海时尚周末”第三季
第三季上海时尚周末以新

女性精神为核心，空间上根据女
性主义精神的进步与更迭将现
场分为三部曲：20th Century

“新女性觉醒”、21st Century
“ 女 性 的 社 会 角 色 ”、 22nd
Century“女子力绽放”。从 20
世纪的自由女性主义到21世纪
的激进女性主义，再到22世纪
将出现的后结构女性主义，逐步
更迭的是时间，逐步解放的是女
性思想，人们猛然发现，原来自
信是性感，智慧是性感，自立也
是性感。置身每一个场景，都将
是一场激烈的思想碰撞。其中，
三部曲之一的“新女性觉醒”部
分，第三季上海时尚周末把《蝶
梦百年》胡蝶私人珍藏作品带到
了主会场，作为30年代上海老
牌“电影皇后”的胡蝶，美貌与智
慧兼具，不但见证了中国电影的
发展，更是见证了中国现代女性
的出现。除了展览、走秀、各大
部落造型之外，在这趟时光之旅
的休息站，还设置了互动区域。
你可以玩、看、触摸、感觉、跳跃、
拍照或与现场各色装置进行互
动。

地点：延安中路 1000 号上

海展览中心

“太太乐原味鲜”飘香登场

青年报 王娟

近年来，中国的焙烤食品经
历了较长时间的市场培育和发
展过程，进入一个飞速发展的阶
段。焙烤食品行业市场消费潜
力巨大，鼓舞了越来越多的国内
企业发展壮大并升级自身业
务。5月9-12日，Bakery Chi-
na 2018（上海焙烤展）将再临
申城，并首次迎来德国、美国、意
大利、荷兰四大官方政府展团，
展示面积超过 2000 平方米。

Bakery China将继续携手近30
个国家和地区打造特色海外展
区，呈现来自世界各地焙烤行业
的新产品与新技术。

据了解，中国的焙烤行业在
满足本地焙烤市场发展的同时，
也极大发挥着地缘效应，辐射周
边国家和地区。据了解，Bak-
ery China国际买家数量持续保
持高达40%的增长，2017年更是
吸引了来自105个国家和地区
的海外专业买家和观众到会参
观和采购。

上海焙烤展下旬再临申城

青年报 王娟

近日，F／FFFFFF带着旗下
Joporan 系列参加本季上海时
装周，并办了秋冬新品发布。
据悉，本季Joporan发布通过错
位空间在于人性以及现实生活
的透析，对传统运动风格的服

饰做了廓形上的突破，在保持
其可穿着性的功能基础上，更
加赋予了服装本身的艺术语
言。展厅布置通过与美国3D艺
术家Skene Mline联合创作，结
合声光电和数字媒体技术，来
表现错位空间与人与社会之间
的关系比起秀场。

Joporan2018秋冬成衣发布

青年报 解敬阳

位于曹安路、沪上唯一大型
专业粮食交易市场的上海真新
粮食交易市场经过全面改造和
规范，近日重新开门迎客。从麦
类的小麦、大麦、燕麦、莜麦、荞
麦、青稞，到杂粮类的高粱、谷子
薏米，应有尽有，受到居民和用
粮单位的欢迎。

据介绍，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期，一些零星米贩子在原曹安公
路5号桥头设摊卖米，既影响交
通易引发事故，后在曹安路现真
新粮食交易市场处建造两个占

地约4000平方米的交易厅，让这
些小商小贩进场设摊交易，同时
对粮食交易业务纳入统一管
理。2001年，上海市第一家米行
——“上海市米行有限公司”，经
市政府批准正式投入运作，米行
的主要创办单位为上海市真新
粮食交易市场。2017年起，真新
粮食交易市场进入全面改造。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现代
都市人吃粮少了，但更多样化，追
求膳食平衡、营养均衡、绿色安
全。交易市场在满足市民粮食消
费升级换代的需求上狠下功夫严
格把关，确保吃上“放心粮”。

“新粮仓”满足市民需求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