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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醉夜色武康路“一带一路”
援建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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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酷暑，申城似烤炉。赏夜
色、观市井，夜游上海成游客首选。
华灯初上，漫步梧桐树下的武康路，
到徐汇老房子艺术中心去听一场主
题“故事会”
，不失为游客避暑休闲
好去处。7月 7日，上海旅游网、徐
汇区旅游公共服务中心联手，在徐
汇老房子艺术中心举办的“新疆是
个好地方”暨独库公路分享会，以其
独特的风情，为上海市民和游客送
出一片清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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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玛依”
四个字是维吾尔语
“黑油”的音译。6
2年前，中国首座
大油田的发现，
让克拉玛依从“没有
草、没有水，连鸟儿也不飞”的戈壁
荒滩，变成为如今有四十万人口的
沙漠新城。于上海人民来说，对克
拉 玛 依 还 有 一 份 特 殊 的 感 情 ，自
2015年 8月 27日，克拉玛依市成
为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城市。
分享会上，克拉玛依市委副书
记、上海市对口支援克拉玛依市前
方指挥部总指挥姜冬冬，介绍了上
海对口支援新疆克拉玛依市两年来
的心得。据介绍，克拉玛依坐落于
新疆准噶尔盆地西北缘，下辖克拉
玛依、独山子、白碱滩、乌尔禾四个

行政区，总面积 7
70
0多平方公里， 路，它从北疆油城克拉玛依市的独
山子区一路往南，横穿天山山脉到
居住着汉、维吾尔、哈萨克等 46个
南疆的库车县，
全长 5
63公里，因此
民族。辖区内有中石油新疆油田公
又被称为天山公路。
司、西部钻探公司、独山子石化公
“独库公路不仅使南疆、
北疆变
司、克拉玛依石化公司等 17个中央
通途，
也令新疆在‘一带一路’和‘中
企业，是典型的中央石油石化企业
巴经济走廊’
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
聚集的工业城市。
姜冬冬说，
“它将成为克拉玛依贯彻
姜冬冬介绍，对口支援克拉玛
依市两年来，上海先后派出两批高 ‘6
32
’
战略，
发展金融、
信息、
旅游
‘三
学历高技能援克干部。他们不辱使
大新兴产业’
的一条黄金走廊。”
命、不负重托，秉承
“援克不做客，援
疆做干将”的理念，主动融入当地，
23456789:
在深入开展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当
;<=>
地实际，逐步形成了“1
+2
+3+X”的
援克模式，以点带面，
努力推动克拉
沿独库公路可欣赏大美新疆。
玛依转型发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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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年 7月，经上海市对口支
新疆旅游上海推广服务中心主任顾
援克拉玛依市前方指挥部与东航、 召良介绍，独库公路超过一半以上
民航总局等积极沟通，上海—克拉
的地段都在崇山峻岭、深川峡谷中
玛依航线正式开通，搭建起一座跨
通过，有 2
80多公里路段在海拔
越4
50
0多公里的沪克合作之桥。
20
0
0米以上，沿途有三分之一是悬
目前，上海对口支援的克拉玛
崖绝壁，五分之一的地段处于高山
永冻层，
跨越天山近十条主要河流，
依市明确了“63
2”
发展战略，
即建设
需要翻越四座终年积雪、海拔在
油气生产、炼油化工、技术服务、机
械制造、石油储备、工程教育“六大
30
0
0米以上的冰达坂（达坂在维吾
基地”
，做大做强油气核心产业；发
尔语里意为冰雪簇拥的高山，又称
展金融、信息、旅游“三大新兴产
垭口，是进山和出山的重要通道）。
业”
，促进城市经济多元发展；打造
顾召良说，神秘险峻的地形造就了
高品质城市和最安全城市“两个平
独库公路不同凡响的旅游资源。
台”，构建城市发展支撑体系的战略
“中国最瑰丽的岩石雅丹”世界
魔鬼城；哈萨克族人主要牧场那拉
举措。
提草原；
繁花似锦的乔尔玛风景区；
独库公路被誉为新疆最美公

“欢乐暑期”放飞梦想
rst\uvwxny=z{|}
JKL MPQ opqU随着
孩子们的画笔来回涂抹，可爱的
NI
CI小熊穿上了极具个性的爱心
T恤，并将在 8月由美罗城的志愿
者送到安徽凤阳美罗希望小学，陪
伴山区的孩子们度过欢乐的暑假。
同时，这也标志着第十八届“欢乐
暑期在美罗”正式开营。7月 10日，
“欢乐暑期在美罗”的开幕大戏邀请
到了百名徐汇区品学兼优的贫困
生来参加，并颁发 1
0万元奖学金

扶贫帮困，同时还和区教育发展基
金会签署新一轮的教育慈善合作
协议。
据了解，8月初美罗城将在 B1
中庭举办一场
“扭蛋全明星”的主题
互动展，真人版钢铁侠、秦时明月
c
o
s
e
r等一众大咖都将齐聚现场；上
剧场除了去年上演的床头故事 《蓝
马》 外，还将上演可以吃的音乐剧
《点心侠》；
整个 7月的周六，美罗城
与区文化局联手，为孩子们带来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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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如何让城市更艺术
JKL MNOPQ RSTU
设计不是去刻意追求标新立异的造
型和功能，也不是制造出虚有其表、
令人眼花缭乱的效果，
而是对生活和
生活着的人的关怀，
创造更合理的生
活方式。当设计与
“城市”
相遇，
又会
摩擦出怎样迷人的火花呢？近日，
徐
汇区委宣传部、
文化局等主办的“汇
讲坛·大家对话”
在汇展示厅举行，
邀

请设计大咖们与市民畅聊
“设计让城
市更艺术”
。
现任大舍建筑设计事务所主持
建筑师、
创始合伙人、
同济大学建筑
与城市规划学院和东南大学建筑学
院客座教授柳亦春曾参与设计了螺
旋艺廊、
龙美术馆西岸馆。现场，
他
分享了龙美术馆设计的故事。
“好的建筑除了内部空间吸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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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山湾博物馆馆藏珍品开展
JKL MPQ ~U7月
6日，
由土山湾博物馆、
徐汇艺术馆、
徐家汇历史文化研究会共同主办的
“从徐汇溯源——
—中国近现代水彩
画回顾展”在徐汇艺术馆拉开帷幕，
展览首次集中展出了土山湾博物馆
馆藏的 10余位近现代水彩画家的
50余件水彩画作品，其中包括张充
仁的《小贩》、
哈定的《钓鱼人》、李詠
森的《西湖风景》、谢之光的《桃花玉
兰香》、潘思同的《苏州河鸟瞰》以及

王珲的《清清白白，
富足有余》等。
土山湾画馆是近代上海真正意
义上的第一所美术专业学校，徐悲
鸿在《新艺术运动的回顾与前瞻》一
书中曾这样评价，
“土山湾亦有习画
之所，盖中国西洋画之摇篮也。其中
陶冶出之人物，如周湘，乃在上海最
早设立美术学校之人。张聿光、
徐詠
青诸先生，
俱有名于社会”。
此次展览现场，
除了追溯水彩画
源流及其传承的原作珍品，
还有 1
91
8

具现场感染力的《阿卡贝拉》人声合
唱表演。而 8月的周六则将上演《音
乐汇》专场演出。美罗城相关负责人
介绍，
“整个暑期每周还会有 2场学
生电影专场，引入了多部动漫国漫
的电影，希望能给孩子们带来一个
好听、
好看、好玩的暑假。”
市儿基会副理事长王禄宁，副
区长陈石燕，区委宣传部、区教育
局、徐家汇街道等相关领导出席开
幕式。

之外，
其实它也是一个场所，黄浦江
边的北漂码头变成了美术馆和艺术
的发生地，实际上也在为市民创造
户外的公共空间。美术馆在设计的
时候，
为什么要保留运煤的漏斗？也
是希望新的建筑跟旧的建筑形成新
的整体。咱们阅读以前的历史，
也能
够看到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也可
以展望未来。”在柳亦春看来，好的
建筑通过设计让城市成为大家都喜
欢去的地方，让城市的空间成为公
众喜欢的地方，也是让城市变得更
为艺术。
./0123456

年出版的周湘 《水彩画二十四孝图
说》、
徐詠青绘制的牡丹图折扇以及潘
思同《水彩画教学手稿》等珍贵实物。
土山湾博物馆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此次展出的张充仁先生作品
为馆藏真迹，且为精品，相比其雕
塑，先生的水彩画市面流传不多，殊
为难得。被誉为“中国水彩画第一
人”的徐詠清是月份牌的祖师，此次
展出作品亦是其难得的真迹。以徐汇
作为特定地区，
从中分析、
梳理和解
读中国近现代西洋美术演变之道，
展
现相关作品及文献，以微见著，浓缩
展现了中国近现代水彩艺术的前世
今生，
是此次回顾展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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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第二大草原巴音布鲁克草原； 顷碧波的草原；光怪陆离的戈壁幻
境，神秘莫测的沙漠奇观……现场
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天鹅自然保护区
还举办了“大美新疆”克拉玛依摄影
天鹅湖；内陆最大淡水湖博斯腾湖
以及罗布人村寨……顾召良介绍， 作品展及独库公路风景展。来自中
国和日本的摄影师，以不同的角度
独库公路沿途
“五里不同景、十里不
同天、一天经历四季”的绝美风景， 和风格，呈现出大美新疆克拉玛依
的众多自然风貌和美景；更有独库
已成为喜欢自驾、渴望同时领略南
公路自驾沿途风光的摄影作品展
北疆夏季绝美风光市民的优选旅游
出，美图如画，让人心醉神往。
目的地。上海游客新疆独库公路九
欣赏浓郁西域风格的新疆歌舞表
日自驾之旅，
8月 4日就将首发。
演、观摩摄影展、畅饮乌苏啤酒……
据介绍，独库公路每年只在夏
暨独库公路分享
季的 6
、
7、
8
、9月通车，其余时间封 “新疆是个好地方”
会，让夜游申城的游客度过了一个
路禁行。目前正是公路一年一度的
难忘之夜。
记者 !"
夏季通车季。一泻千里的河流、万

聆听陈云同志优良家风
VdWefg !%&$ hijklmnm
JKL MPQ abcU为迎
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纪念中
国共产党成立 96周年，推进落实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创新徐家汇功能区企业党建联
建方式，
“ 徐家汇功能区 2
017我的
电影党课”主题活动日前在衡山电
影院举行。
活动由徐家汇商城集团党委主
办，上海徐家汇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党支部承办，并得到上影股份有限
公司和陈云故居纪念馆的大力支
持。集团 3
00余名党员参加了电影
党课活动，还邀请了区国资委、区商
务委、
区文明办、
区委第三巡察组相
关负责人及中智公司、上海国资经

营公司、聚信国际、华润万家、东方
网等徐家汇功能区重点企业党员代
表近 200余人。
主题活动首先邀请陈云纪念馆
副馆长方芳讲授党课 《党性修养的
光辉典范》，让党员干部们又一次学
习和重温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陈云的光辉一生和优良家风。之后，
全体人员观看电影 《难忘的岁月》，
一同回顾陈云同志在延安时期创造
性开展党建工作的历史时刻。商城
集团表示，此次主题活动把党课与
功能区党建联建工作结合起来，创
新了集团党建形式，力求进一步增
强广大党员的党性意识，坚定理想
信念，
提高思想觉悟。

上海植物园将开启
社区版
“暗访夜精灵”
JKL MPQ
U上海
解、爱护身边的奇妙世界，也会有
植物园第九届“暗访夜精灵”夜间
越来越多的家庭加入进美好社区
自然观察活动已于这个夏季正式
环境的共建中来。
开启，据悉，今年上海植物园的暗
自然不是遥远的彼方，它就在
访夜精灵活动将继续推出园区版
每个人身边，除本活动外，
上海植物
和社区版，让更多孩子观察到身边
园还将继续加深与社区的合作，全
的自然。
力设计出更多主题的自然教育活
看似并不那么生机勃勃的社
动，让小朋友不出小区就可以探索
区花园，其实夜间并不那么平静。 都市里的自然，推动自然教育的生
“暗访夜精灵”是一项夜间自然观
活化，让更多的人重新建立与自然
察活动，由专业知识丰富的自然导
的亲密关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只
赏员们带领着大家，一同探秘社区
有对自然的真正关怀，才能更好地
花园的美妙夜晚，让小朋友们亲身
去解决关于自然的问题。
体验，看看那些动物们、植物们到
据介绍，接下来，上海植物园
了夜间都会有些什么样的神奇表 “暗访夜精灵”还将陆续走进黄浦
现，并从探索中了解植物与其它生
区、浦东新区、徐汇区、虹口区等街
物在自然界中的作用及其相互关
道社区，走近孩子们的身边。社区
系。良好的生态环境，需要每一个
版暗访夜精灵仅接受提前预约，有
人的悉心维护。相信通过这样的活
意向的街道社区可与上海植物园
动，会有越来越多的孩子发现、了
联系。
./07234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