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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外滩”构建全球航运产业核心“智库”
虹口临江沿线将以邮轮、游艇、游船元素为特色，实现与金融、文化、商旅、体育等充分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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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十三五””时期时期，，虹口区将通过打造虹口区将通过打造““一线两圈四中心一线两圈四中心””格局进一步发展航运服务格局进一步发展航运服务。。
图为北外滩迷人夜景图为北外滩迷人夜景。。

霍山路 150号，北外滩航运服务中心，
今年以零租金迎接重点功能性机构，全力
打造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大脑”。中国船
东协会、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中国船舶
油污理赔事务中心等十多家重点航运功能
性机构已在不久前入驻此处。黄浦江畔的
虹口区，视野正向全球打开：北外滩要成为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头脑”，更要进一步
提升为中国乃至全球航运产业发展的核心

“智库”。
虹口区北外滩是中国大陆航运企业最

集聚、航运总部特征最明显、航运要素最齐
备的区域。最新数据显示，虹口区航运服
务企业数量达到4452家。依托上海北外滩
航运服务中心这一空间载体，虹口区将汇
集航运机构、业界专家、航运信息，打造霍
山路航运信息交流圈，努力成为上海国际
航运中心的“大脑”。

“世界港口的综合指标排名主要包括
港口条件、航运服务和营商环境，其中航运
服务和营商环境是吸引航运企业的关键。”
虹口区航运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北外滩航
运服务中心专门在一楼二楼开辟公共会议
空间，旨在充分发挥航运功能性机构的智

力优势，打造航运信息交流平台。中国船
东互保协会总经理宋春风就在这一平台上
向虹口区建议加快发展司法仲裁等高端航
运服务业，并得到了航运办的积极反馈，

“虹口区航运业功能性、平台型机构聚集，
可以在虹口区航运办的牵头下，加强横向
合作。”

虹口区北外滩拥有耀眼的滨江岸线，

发展邮轮、游艇和游船有独特优势。据悉，
“十三五”时期，虹口区将通过打造“一线两
圈四中心”格局进一步发展航运服务：临江
沿线吸引航运业总部落户，霍山路圈促进
航运信息交流，密云路圈聚焦船员服务，以
此打造国际航运交流服务中心、国际航运
人才服务中心、国际航运金融服务中心和
国际航运创新企业服务中心。其中，北外
滩临江沿线为航运服务总部基地核心区
域，以邮轮、游艇、游船元素为特色，实现与
金融、文化、商旅、体育等充分融合；霍山路
圈将依托周边历史文化资源、重点航运机
构及标志性载体，打造国内外航运界的交
流沟通平台和航运信息数据中心；密云路
圈以国家级船员评估示范中心项目为核
心，大力发展船员权益保障、人才服务外包
等功能，并在周边配套商务、办公设施，形
成船员服务一站式功能区。

下一步，虹口区还将支持航运功能性
机构产业研究、市场分析、信息整合、模
式创新等功能的发挥，鼓励机构走出去，
在全国范围、国际之间开展相关业务和
交流，全力提升北外滩的辐射能力和服
务范围。 来源：文汇报

春天到了，樱花季、海棠花季、玉兰花
季接踵而来，每天都想出去浪！从开满樱
花的新建路开始，最佳江景、超美花海、文
艺书店、复古博物馆、网红美食……一一铺
陈开来。

刚刚贯通的北外滩，可以满足你春游
的全部要求。

超上镜的“一滴水码头”

一滴水码头也就是上海港国际客运中
心，整个建筑造型呈水滴状，配装全玻璃幕
墙，看起来好似一滴水“悬”在黄浦江畔，这
里是浦西离陆家嘴最近的位置，拥有独一
无二的夜景角度，无论怎么拍照都美。这
里停放的大型邮轮，也成为了拍大片的最
佳背景。

爱因斯坦和北外滩

1922年11月13日，爱因斯坦夫妇在赴
日讲学途中抵达上海，下榻于礼查饭店304
房间并在上海得知自己获得了1921年度诺
贝尔物理学奖，。北外滩码头文化长廊上
有不少曾经的名人轶事，还可以通过扫描
二维码阅读。

拥有最佳江景的建投书局

如果你看到了这篇报道，专门去北外
滩找这家有整面江景落地窗的书店，或许
在江边寻觅许久也不一定能找到它的入
口。相反，假使你只是在春日的下午，漫无
目的地在北外滩的江边漫步，一抬头，就会
看到这面摆满了书的玻璃墙。

对建设书局的印象，首先感觉到的是
安静，其次是这个空间带来的震撼感。这
里有别于其它任何网红书店的氛围，推门
进去的一刹那，感觉整个时间暂停了，整
个空间里只听见鞋跟敲击地板的声音。
空间的错落给这间书店带来一种奇妙的
时空错乱感，三层楼的空间被旋转的木质
楼梯巧妙的分隔成四层，一层和一层半各
有一个门。一楼的门口对着公平路，而一
楼半的门口则对着北外滩的江景平台，从
这个门口望进来，一点也不像一家书店，
推门进来看到的就是飘着咖啡香气的意
式咖啡台。走过咖啡台，就是抢镜的木质
旋转楼梯了。每一段楼梯的尽头，都有一
个非常适合阅读的小空间，窗边和墙角摆

放的木质桌椅，很适合在这里找一本书，
坐上一个下午。

而景色最好，最有特点的就是顶楼了，
如同上世纪三十年代一般的复古拱形吊
顶，和木质的复古书架相得益彰。架子上
的书籍也夹杂着复古和文艺两种调性，适
合无目的阅读。而被拍的最多的，是占据
了沿江角落的传记咖啡馆，整面的落地窗
可以看到最佳的江景，这里也是整家书店
唯一需要消费入座的区域，想要拍出最美
的角度，不妨来这里点一杯咖啡。

建投书局的选书，也和它文艺的调调
有点像。一楼是许多精装的传记和文艺类
的畅销书，楼上则是以历史和小说为主，基
本上没有工具书的存在，对于“选择困难
症”患者们，也用心提供了和出版社一起甄
选的“每月书单”。顶楼有三分之一的空间
给了儿童书籍和画册，方便带着小朋友一
起翻阅。值得表扬的是所有的书籍都有可
以在店内阅读的样书，店内的桌椅也可以
免费使用，只要保持安静，就可以将这里作
为你的“魔法阅览室”。

如果要追溯北外滩的历史，那么一定
会提到下海庙和犹太人。下海庙是提篮桥
地区的起源，而“上海”这个地名，也和“下
海”相互对应，是上海名称来源的证明。上
世纪 30年代，上海总共接纳了近三万名为
逃离纳粹的屠杀和迫害而从欧洲来沪的犹
太难民，而这些难民栖身的区域就在北外
滩附近虹口提篮桥地区的“无国籍难民限
定居住区”。而这片区域，也因此沾染上了
欧洲的气息，呈现出一种特别的海派风格。

犹太难民纪念馆包容而别具一格

从长阳路看过去，犹太难民纪念馆似
乎相当不起眼，除了一面招牌之外，看起来
就像是住满了老住户的弄堂一般。而如果
你走进大门，就会看到一幢非常美貌的欧
式小楼，1927年，这栋楼曾经是对犹太难民
意义重大的摩西会堂，2004年被列为上海
市第四批优秀历史建筑。2007 年 3 月到
2014 年 9 月，虹口区政府依据从档案馆发
现的原始建筑图纸，对其进行了全面修缮，
将摩西会堂旧址恢复为1928年作为犹太会
堂时的建筑风貌，半圆形的门顶、每一层木
质楼梯的转角，都呈现了经典的犹太建筑
风格。

纪念馆的展厅也相当有趣，不同于许
多纪念馆里的名人传记，这座纪念馆更多
的是描述犹太难民在上海的生活，东西方

融合的海派风俗，让人更多的看到了上世
纪 30年代上海的生活方式，完美地融合了
不同国家的特色，包容而别具一格。

白马咖啡馆都是老物件

自从地铁十二号线通车以来，北外滩
沿线有许多不受关注的景点都成为了网红
打卡胜地，首当其冲的就是位于犹太难民
纪念馆对面的白马咖啡馆了。看到这栋很
有上世纪 30年代特色的建筑，很多人都误
以为这是一栋老上海时代遗留下来的洋
房。其实白马咖啡馆的历史很悠久，而这
栋小洋楼却是新建的。说起白马咖啡馆的
历史，要追溯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来沪
避难的犹太难民鲁道夫·莫斯伯格和亲友
合伙盘下此楼，开办白马咖啡馆，成为了当
时犹太难民重要的日常聚集场所。遗憾的
是 2009年，白马咖啡馆原址在长阳路拓宽
工程中被拆除，复建的白马咖啡馆与原址
相差一条马路的距离，基本还原了咖啡馆
以前的面貌。走进咖啡馆，映入眼帘的是
满墙的旧照片、角落里的留声机和旧唱片，
这些都是原来咖啡馆中用过的老物件，而
玻璃碗柜中摆放的白瓷咖啡杯，也不禁让
人浮想联翩，想起对面犹太难民纪念馆中
所描述的“犹太式”上海生活。

参观犹太纪念馆的时候，可以选择白
马咖啡馆的联票，凭票可以在白马咖啡馆

领取一杯咖啡或特饮。小申的卡布奇诺被
浇上了蜗牛图案的拉花，在这里，最适合做
的事就是拍照了，不论是二楼开满花的欧
式阳台，还是一楼复古的桌椅，都让人有一
种置身上世纪30年代的时空交错感。

去下海庙吃一碗素面

没有下海庙，又何来上海？说起下海
庙的名称，也是很有来头。江南河流命名
有个习惯，接近源头的支流称为里或上，靠
近下游的称为外或下。上海浦和下海浦，
因为位置得名，上海之名是起源于上海浦
的，后来建镇，叫上海。北岸有个浦，叫下
海浦，后来几经变故，成了现在的海门路。
下海庙就在海门路一端。据史料记载，下
海庙始创于清代乾隆年间。那时候，从现
在的东大名路至商丘路一带全是渔村。渔
民出海打渔，需要祈求神的保佑，便有这座
小庙应运而生。

现在的下海庙，因着它独特的建筑格
局，已经成为了不少国外旅行指南上的推
荐景点。和静安寺、龙华古寺不同，走进下
海庙，看到的是层层叠叠的唐式建筑，旁边
的回廊里悬挂着红绳穿系的祈愿牌，恍惚
间有点置身京都的感觉。

针对游客，更推荐的是下海庙隔壁的
素菜馆，名为“云来集”。大部分人都在早
上赶来这里吃一碗素面或是素馄饨，经典

的罗汉面加上一大块素鸡，或是具有江南
特色的双菇油面筋浇头。在春日的早上，
吃一碗热腾腾的素面，更是令人觉得神清
气爽。如果你是特意来品一顿素斋，也不
妨试试几样经典的素菜——吊炉素烤鸭、
菊花鱼、素蟹粉，最后，买几样外带素点心
打包，很是满足。

提篮桥的葱油饼一定要加蛋

如果说起提篮桥最出名的网红美食，
非这家葱油饼莫属。出了下海庙，左转直
走，就能闻到喷香的葱油味，如果你还看到
了熙熙攘攘的队伍，那就是葱油饼没错了。

和其它传统的葱油饼不同，这家的葱
油饼主推的是“加蛋版本”，一个葱油饼四
元，加一枚草鸡蛋一块五，五块五成就了这
款“网红葱油饼”。排队的时候，负责给葱
油饼加鸡蛋的小哥不断地吆喝“我们这是
正宗的土鸡蛋，加一个你就知道多香啦！”
而当你咬下一口的时候，才明白加蛋的奇
妙之处——煎得金黄酥脆的葱油饼上，堆
着厚厚的新鲜的香葱末，一枚土鸡蛋正好
浇在这堆香葱末上，和香葱完美地融合在
一起，咬一口，还有带着汁水的葱香。附近
的“大胃王”们更是研究出了新式组合，一
个加蛋葱油饼加上一个普通葱油饼，将有
蛋的一面叠在中间，一个葱油“汉堡”就出
炉了。 来源：申江服务导报

去虹口滨江踏春

北外滩春游路线图

—— 北外滩的中与西 ——

天气回暖，哪些时令菜正当美味？假期
出行哪里加油最便宜？换季收纳清洗怎么
办？针对市民在时令消费中产生的各种问
题，记者多方采访，为大家释疑解惑。

有些刀鱼贵了 为什么还不好吃？

明前刀鱼细如棉，明后刀鱼硬如铁。清
明，是刀鱼品质的分水岭，也是价格的分水
岭。记者从东方国际水产市场了解到，3两
以上的大江刀批发价最高达到 6千元一斤，
而过了清明节点，价格才稳步下降。

所谓的“长江第一鲜”到底鲜不鲜？答案
是肯定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吃到的有些刀
鱼并不好吃？因为，那并不是真正的长江刀
鱼，而是海刀、甚至是湖刀“冒名顶替”的。

“真正的江刀极少进入市场，一般我们在
菜场购买到的，多数是海刀。还有一些则是
更次的湖刀。”中国渔业协会水产商贸分会理
事周丘平告诉记者，由于江刀稀少，其去向多
为餐饮企业提前预订，极少部分的小江刀流
入菜场，价格也不菲。“目前市场里大多数刀
鱼，并不是大海洄游的江刀，而是还没来得及
洄游到长江、就在江浙沿海被误捕上来的海
刀。海刀鳞片损失较多，没有光泽感，鱼头明
显发红、背部发黑。但即便如此，1.5两以内
的小海刀每斤单价也高达350元。”

清蒸江刀是最好吃的，无论鲜、香、肉质都
是海刀、湖刀所不能比拟。沪上闻名的“老半
斋”刀鱼汁面，其实只是一碗光面，想吃到刀鱼
还得另外单点。但这碗火了近50年的光面，
是用不适宜上餐盘的小毛刀为主料，放入油锅
翻炒直至金黄色，再将刀鱼松和老母鸡、蹄膀、
肉骨一起熬成色泽奶白的浓汤，以浓汤配光
面。此外，沪上不少商家还应季推出了“刀鱼
馄饨”，不过，里面的刀鱼成分其实并不多。

白雪公主PK巧克力 新品草莓如何选？

在菜场、超市走一圈，发现有一种“白草莓”火了。这是
今年在本市崇明等地培育的新品种，有“白雪公主”和“小
白”两种。另外，在上海的浦东地区，有一种“巧克力”草莓
也十分红火。

“巧克力草莓是指草莓的颜色特别深，果型比较好看。
而不是传说中的口感似巧克力，其口感实际是水分较多、甜
度较高。”位于浦东外高桥地区的高东草莓园负责人胡先生
指出，除了稀少的巧克力草莓外，今年，他家的采摘园里还
引入了日本的白草莓品种“小白”。“30个大棚中，多数是章
姬奶油草莓，小白、巧克力两个品种相加仅3个大棚。”胡先
生说，由于产量较低，如果要保证采摘量需要提前预留。

“大棚草莓进入旺季，而现采摘季，草莓几乎是唯一的
品种。今年的特色就是新上市的白草莓，除了市场上较多
的‘小白’品种外，还有‘白雪公主’。”崇明瑞华果园工作人
员指出，白草莓口感更清甜多汁、鲜嫩细腻。而在这些采摘
的草莓品种中，最贵的还是今年新上市的“小白”白草莓，采
摘价高达每斤 50元。普通的奶油草莓采摘价为 25元/斤，
巧克力草莓则为28元一斤。

“白草莓和巧克力草莓，都是‘尝鲜’的新品种。但最好
吃的还是本地的章姬奶油草莓，本地草莓还有一个品种叫
作红颜。章姬不耐储存，而红颜则皮质较厚、保质期可延长
1至 2天。”资深果品业内人士侯余欣告诉记者，“在批发市
场，红颜的批发价为 12元至 15元一公斤，章姬草莓则为 16
元一公斤。采摘季，市民主要享受的是采摘的过程和体验，
零售单价几乎是批发市场的1.5倍之多。”

荠菜香椿马兰头 时令蔬菜何时最鲜嫩？

当下时令菜，属荠菜、香椿头、马兰头最为应季。“春气
者诸病在头”，荠菜是最适宜吃的，可以降血压、健胃消食。
而香椿则已发芽，谷雨前后就可采摘顶芽，称之为“香椿
头”，肥嫩而香味浓郁。香味特殊的马兰头最嫩时就是在春
天，过了4月就逐渐变老。“三种时令菜，价格最高的是香椿
头。批发市场最高时卖到80元一斤，前几周的批发价也高
达 20多元一斤。”浦南批发市场蔬菜部经理侯余欣告诉记
者。而在镇宁路菜场内，记者注意到，香椿头是“论两卖”，
最好的香椿头一两的价格就达到 5元。当下，荠菜的批发
价为6至7元一斤，零售则高达13元左右一斤；马兰头批发
价为4至5元一斤，零售则为5至6元一斤。

“从销售来看，卖得最好的还是上海人比较喜欢吃的马
兰头，价格适中，也是正当时。”镇宁路菜场经理林龙祥指
出，马兰头的制作最为简单，和豆腐干干拌后点上香油即
可，清热解毒、适合春季养生食用。

换季冬装收和洗 哪些用品新潮好用？

“最近除了出门踏青，也正好可以在家中整理一下换季
的冬装，将其清洗和收纳。”职工陈女士告诉记者，将臃肿厚
重的冬装收起之前，也有窍门，例如衣橱下层的湿气较重、
容易长霉，应将可水洗的棉织衣物放在最下层，中间抽屉放
毛料制品，上层放最怕湿气的丝、绢等衣物。收纳时，要事
先做好分类。“羊毛织物怕压，需要购买一些中性洗涤剂清
洗，套上防尘袋，并在口袋和衣柜底部放一些樟脑丸或卫生
球。皮衣则需要用干毛巾擦去表层浮尘，外面需要套上一
件纯棉的旧衬衣，挂在阴凉通风处。”

记者在超市里看到，这些收纳箱、防尘袋、樟脑丸和清
洁用品销售挺红火。而在网络平台上，一种可以替代樟脑
丸的“樟木条”也备受追捧，此外，吸水的碳包和一部分防虫
剂开始旺销。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在家中寻找一个干净的
布袋，装入一汤匙胡椒粒和一些干的菊花瓣，也能够替代樟
脑丸成为天然的驱虫剂。

清明虾未“散春” 什么样的河虾更美味？

一夜东风吹雨过，满江新水长鱼虾。自古就有清明食
虾的说法，河虾正处于新旧交替，因未“散春”，肥美的河虾
还能在虾肚里看到虾籽。

“河虾的价格目前比较高，最便宜的为75元一斤，最贵
的达到 95元一斤。”林龙祥告诉记者，在零售端，河虾售价
不菲。而市场上有野生河虾和养殖河虾，常难以分辨。

业内人士指出，野生河虾身形更为修长，入口时肉质更
为清甜爽脆。河虾也并不是越大越好，以小手指大小为适
宜。买虾时，要挑选虾体完整、外壳清晰鲜明、虾身与虾头
紧密相连的河虾。如果河虾的肉质疏松、颜色泛红、闻之有
腥味的，则不够新鲜。

踏青出游 自驾何处加油最便宜？

根据上海市发改委的通知，上海地区油价上调。沪 92
号汽油上涨 0.14 元/升，涨至 6.85 元/升；沪 95 号汽油涨至
7.28元/升；沪 98号汽油涨至 7.98元/升；0号柴油涨至 6.48
元/升；-10号柴油涨至6.86元/升。调价后，加满一箱50升
92号汽油将多花7元，市民自驾出行成本将小幅增加。

不过记者了解到，虽然油价上涨，但申城多家加油站的
优惠力度依旧很可观。记者从中石油方面获悉，3月末开
始，申城有近百个网点 92号汽油施行优惠，优惠力度普遍
在 0.2元/升-0.3元/升左右。虹口区唐山路的一家加油站
优惠力度最高，达0.6元/升。此外，部分网点如果使用加油
卡，还能享受更高的优惠。

中石化相关人士介绍，全市共有121个网点油价有优惠。
其中市区多个站点的优惠力度达到0.5元/升。 来源：劳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