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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崧泽遗址博物馆
上海崧泽遗址是上海远古

文化的发源地。1961年崧泽遗
址的考古发掘改写了上海历史，
大量珍稀文物将上海古代史前
推至6000年前，再现了上海先
民创造的灿烂文化，见证了上海
这座城市悠久的文脉与传承，表
明了6000年前的上海与当下现
代大都市的上海同样辉煌。上
海崧泽遗址既埋藏着6000年前
最早的上海，又堆积有5000年
前中国文明起源的证据，被评为

“20世纪全国百项重大考古发
现”之一。崧泽文化也成为第一
个以上海地名命名的考古学文
化。

上海崧泽遗址博物馆主展
厅由“发现崧泽遗址”“走进崧泽
社会”“传承崧泽遗产”三部分组
成。上海崧泽遗址博物馆建筑
设计方案主题为“历史的剪影、
聚居的村落”，充分体现了“现代
风格、传统底蕴、原始符号”的遗
址博物馆特点。设计方案将高
低错落、体量各异的建筑叠合交
错，将崧泽文化的悠久韵味固化
为富于变化和充满灵动的造型，
将对远古文化的感悟融入到建
筑的形态中。建筑整体形态简
朴庄重，犹如古老村落的缩影，
契合江南水乡的人文地貌及水
系纵横的自然地貌，以小桥、流
水、村落和庭院的组合将现代与
历史定格在遗址博物馆中，赋予
博物馆浓郁的地域特色与人文
气息。

地址：青浦区赵巷镇沪青平

公路3993号

免费开放日：5月18、19、20日

元代水闸遗址博物馆
上海元代水闸遗址博物馆

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元代水
利工程遗址，也是国内已考古发
掘出的规模最大、做工最好、保
存最完整的元代水闸，占地总面
积约1500平方米。它的发现在
中国古代水利工程发展史上有
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为了解古代
水利建造的工程技术流程提供
了直接的依据，对研究中国古代
水利工程，特别是宋元时期江南

地区的水利工程、吴淞江流域的
历史变迁、长三角地区的经济成
长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科学价
值。

地址：普陀区延长西路619号

免费开放日：5月18、19、20日

土山湾博物馆
土山湾文化源于1864 年

教会在这块土地上创设的土山
湾孤儿院。在抚养孤儿之余，还
创办了工艺品厂，绘画、雕塑、印
刷、木刻、金工等无所不包，很多
新工艺都发源于此。土山湾也
被称为“中国西洋画的摇篮”，任
伯年、刘海粟、徐悲鸿都曾在这
里任教。上海土山湾博物馆建
在孤儿院原址上，2010 年 6 月

“博物馆日”开馆，镇馆之宝为
“中国牌楼”。全面展现中西文
化艺术交流的历史画面，有丰富
的实物与史料。

博物馆的正门，是一座巨大
的玻璃棚，曾参加过三次世博
会、绕地球一周终回到故乡的土
山湾牌楼已修复一新。这个中
国牌楼1913年制作，2009年回
归中国，修复费用180万。顺着
这座新建筑向里走，就来到了当
年土山湾孤儿院的旧址。一号
展厅，详细展示了徐家汇形成的
历史。二号厅里，有当年孤儿生
活的场景、土山湾老人口述历史
也将通过电子视频的方式呈
现。此后几个展示厅内，观众可
参观到当年外国指导老师在此
教授绘画、木工和印书的场景，
这三门技艺亦是土山湾名噪一
时的“三大金刚”。

地址：徐汇区蒲汇塘路55号

免费开放日：5月18、19、20日

上海儿童博物馆
上海儿童博物馆全馆由航

天馆、航海馆、玩具馆、展示厅、
球幕电影厅和多功能厅组成。
航天馆外观呈金字塔形，饰以玻
璃幕墙，内部分为三层，第一层

“登天云梯”，以展示国内外各式
火箭为主，展厅一角是一套全国
最先进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
射长征二号的模拟演示系统，由
动态模型、计算机多媒体设计的
动画相衔接，尤似身临其境。另

外还有按比例缩小的世界各国
火箭群、长征四号火箭发动机舱
段实物等展品。第二层“群星争
辉”，以展示卫星等航天器为主，
使青少年在动手动脑中增长航
天知识，亲身体验太空的风险和
奥秘。其中有能言善画的太空
机器人、满腹经纶的航天科技

“博士”和妙不可言的宇航员训
练器等项目；还有当代先进国家
的一些航天器模型、气象卫星实
时接收演示系统，展示了人类征
服太空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第
三层，“空间探索”，主要展示月
球车、星际通讯站等其他太空珍
品。航天馆“高、精、尖”的特点
与“小、巧、灵”的玩具馆形成了
鲜明的对照。

玩具馆的展室分古代、现代
和手工制作室三部分。古代展
室，从最古老的仰韶文化出土的
石球、陶球到20世纪20～30年
代北京胡同孩子的宝物空竹；现
代展室里几个大型活动展台陈
列着各种现代化玩具，中心展台
上汽车在高速飞奔、地铁在疾
行，展示出国际都市景象。半透
明的玩具展示了手工玩具内部
的构造原理。手工制作室里小
朋友可以自己动手做模型。

地址：长宁区宋园路61号

免费开放日：5月18、19、20日

董浩云航运博物馆
董浩云航运博物馆由香港

董氏慈善基金会和上海交通大
学（创始于1896年）联合创办，
设立于交大新中院。楼高二层，
西式建筑，内有天井，是学校早
期学生宿舍。展厅面积600平
方米，内有中国航运史馆和董浩
云陈列室，将作永久陈列。中国
航运史馆通过大量的图片、文献
资料和实物模型及航海贸易物
品，概括反映了中国古代自新石
器时期以来的舟船及航运历
史。董浩云陈列室用生动的照
片、资料、实物和逼真的场景，浓
缩了“世界七大船王”之一的董
浩云传奇的一生，在这个期盼

“四海一家”的跨国企业家身上，
拥有不变的的中国心。

地址：徐汇区华山路1954号

免费开放日：5月18、19、20日

青年报 于诗婕

近日，上海宋庆龄基金
会——孝亲文化专项基金（以下
简称专项基金）签约仪式在上海
市宋庆龄基金会举行。

本次设立的孝亲文化专项
基金是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的下
属专项基金。专项基金旨在通
过对孝亲文化的广泛宣传，达到
全社会对敬老扶幼传统文化的
良好传承，提升全社会道德责任
意识，立足构建和谐家庭。专项
基金将主要用于：开展妇女老年
人为主的社区敬老服务；开展青
少年为主的传播敬老文化的服
务项目；开展构建和传承和谐家
庭的服务项目；开展倡导社会文

明、社会和谐的服务与资助合作
项目；拓展国际间“孝亲文化”的
项目合作与交流；管委会一致同
意的其他公益项目。

上海智库国际贸易发展有
限公司捐赠了人民币50万元，
本次签约仪式现场，贾勇代秘书
长颁发了感谢证书。

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代秘书
长贾勇强调：上海宋庆龄基金会
一直都保持着对于妇女儿童的特
别关注，本次孝亲文化专项发展
基金的设立，是希望将爱心更多
地延伸到城市老年人群，让社会
更多的团体和个人加入到关爱老
年人的活动中，致力让宋庆龄女
士的爱心事业惠及更多人群，最
终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

想探索太空奥秘？请到儿童博物馆

“孝亲”文化专项基金设立
国际博物馆日即将来临，今年的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上海举办。5月

18、19、20日将有百余家上海的博物馆限时免费开放，这个周末，不如去博物
馆看看，增长见识、陶冶情操。 青年报 于诗婕

青年报 解敬阳

深耕学前教育行业的上海
国际幼教展SIEE——第四届上
海国际学前教育装备及智慧教
育展览会暨上海国际学前教育
加盟连锁及特许经营展览会近
日盛大开幕，30多个国家的300
余家展商展示了500余个品牌
的全新产品和技术。

展会分为学前教育装备展
区、早教机构/幼教加盟展区、智
慧教育展区、出版读物/绘本/儿
童读物展区四大展示区域，覆盖
幼教行业全领域。包括玩教具
类、幼儿园用品类、幼儿园建设

类、早教机构类、少儿机构/研发
机构类、园所加盟类、园校信息
化平台及解决方案、智能设备
（机器人、硬件设备）类、多媒体
课程/数字出版类、阅读相关。

同时，以“见·行·未来”为主
题的上海国际幼教年会同步举
行，此次会议汇聚了上百名专家
学者，更是吸引了来自全国的
4000余名园长、幼师参会。会
议涵盖风向引领，全球视野，学
术交流，经营管理，课程教学等
五大主题专场，近百个精选议
题；聚集教育、互联网、资本等产
业，链接不同领域跨界交流，共
同推进学前教育行业发展。

青年报 解敬阳

2018艺术泰斗李昌鸿紫砂
壶精品大展（东方收藏专场）将
于5月18日—5月31日在长宁
区荣兆园2楼东方收藏书画院
拉开帷幕，此次精品大展将展出
李昌鸿大师近百把独具特色的
紫砂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顺
竹提粱壶、古韵汗风壶、布袋菱

花壶等都一一展出，相信会给市
民带来不一样的视觉冲击。此
外，每天前20位来参观的观众，
都将得到东方收藏赠送的紫砂
套装一套。

李昌鸿是中国当代著名的
紫砂陶艺大师，也是中国陶瓷艺
术大师，更是名扬海外的制壶大
师，获得2010年“中国工艺美术
终身成就奖”。

上海国际幼教展举行

紫砂壶展览力现大师精品

青年报 王娟

第二届Greenbuild国际绿
色建筑大会暨博览会将于 10
月23日至10月24日在上海中
心大厦召开。据了解，Green-
build是全球较大的绿色建筑大
会平台。Greenbuild是一个强
大的国际舞台，全球绿色商业领
域的领袖将聚集于此，共同携手
打造更为健康与可持续性发展
的未来。USGBC 全球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马晗表示，“上海中心
作为一座创新性的、具备先进技
术的LEED 铂金级认证建筑，无
疑是今年举办Greenbuild中国
大会的绝佳场地。”

马晗和上海中心大厦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顾建平共同宣
布了以上消息。据悉，上海中心
在施工之初就运用创新的绿色建
筑技术与建筑材料，在运营策略
上确保室内环境的品质、减少对
室外的排放及影响、高效使用可
再生能源从而节电、节水。

据悉，Greenbuild 于 2002
年首次举办，汇聚全球绿色建筑
行业领袖、专家和实践先锋，是
行业内了解最新绿色建筑产品、
技术、服务的最佳交流平台。今
年 Greenbuild 中国大会将从
10月23日至10月24日连续举
办两天，大会将包括行业知名专
家演讲、从业者心得交流、行业
产品展示以及LEED绿色建筑系
统专题研讨会。

2018绿色建筑大会将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