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锦繁花，道出盛情美意殷殷祝福

金黄鲜红热盼盛会
“祥云”
“ 如意”喜迎宾客
从南广场 1 号门进场馆，首先穿过的是
道路两旁的八根巨型花柱。往里走过两侧
均匀分布的共 16 眼喷泉景观水系，便是
202 根旗杆组成的旗阵，让人油然生出庄重
神圣感。杆头，各国国旗迎风招展；杆底，
摆满金黄色的大花百日草盆花。旗阵与外
侧 52 棵 12 米高的香樟组成的树阵遥相呼
应，林下撒满橙色的大花百日草。负责施
工的上海建工园林集团介绍，南广场室外
铺装和林下设置的花阵面积近 2 万平方米，
选用超过 6 种花卉，视觉上以黄色为主，逐
渐递进为红色，热闹壮观。
最震撼的还属南广场大台阶——不同
颜色的小石子拼成两只活泼灵动的进口博
览会吉祥物“进宝”，下方是一组万国建筑
群绿化墙，台阶其余部分填充绿色植物，铺
成 绿 色 基 底 ，2000 平 方 米 的 面 积 气 势 恢
宏。台阶上，场馆雨棚下，
“二十四节气”灰
色立柱顶端“盛开”24 朵“四叶草”，与广场
绿植花卉自然协调。
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场馆内，车行
道两侧和主会场西厅主入口区域 8000 平
方米花卉布置工作已进入尾声。室内布置
区域选用彩叶草、直立冬青、大丽花等十来
种花卉绿植，运用不同搭配手法，提升装饰
效果。
“国家会展中心景观提升项目中，室外
共临时摆花近 127 万盆，室内摆 46 万盆。
东、南、西、北四个广场及洲际酒店的室外
景观提升总面积达 9.06 万平方米。南、东、
西广场的临时花卉布置约有 2.2 万平方米，
其中南广场是大头，占比超过三分之二。”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上海）
）周边花团锦簇
周边花团锦簇，
，绿植繁茂
绿植繁茂，
，静待各国宾朋
静待各国宾朋。
。

花卉绿植妆点全城
人民广场：秋实满园
人民广场的热门旅游打卡点——高
12 米、占地约 900 平方米的大型立体花
坛“秋实满园”内，各色花卉怒放。
“大花
篮”用凤仙花、矮牵牛、海棠等塑出 7 只
“寿桃”，以及石榴、桃子、苹果等十种果
子，
寓意结出累累硕果。
陈毅广场：浮雕花墙
外滩陈毅广场上，200 米的浮雕花
墙近日完工，呼应黄浦江两岸新近改造
完成的景观照明系统，反映黄浦江晨曲
的朝气和活力。

上海建工园林集团国家会展中心场馆功能
提升项目生产副经理周凌鹏说，所有花卉
从种子开始科学培育，其中绝大部分是进
口种子，通过控制水、肥料、温度、光照，使
其在进口博览会期间保持盛花开放状况；
对于已摆放好的花卉，工人加强巡视监控，
科学养护，
防止枯萎和病虫害等。
南广场 1 号门路对面，最近还出现了一
面 66 米宽、6 米高的立体绿墙“屏风”——
绿植墙上塑出红色的中国传统“祥云”
“丝
带”
“ 如意”等图样。
“ 迎宾屏风绿墙与南广

外白渡桥：扬帆启航
外白渡桥南侧，
一组
“扬帆启航新征
程”立体花坛正用惟妙惟肖的帆船和江
水形象讲述黄浦江的故事，表现一座追
求卓越之城
“改革开放再出发”
的豪迈和
奋进之情。
陆家嘴：
“珠联璧荷”
环形天桥下，
“ 珠联璧荷”大花坛以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为主题，通过
立体绿雕荷花与荷叶，
洒落点点水珠，
营
造荷塘胜景的美丽画面，表达合作共赢、
共同繁荣的愿望。

场的迎宾体系形成整体，吉祥如意图案为
红色，代表喜庆热烈，基底的绿色代表生
命。屏风将主要选用海棠、山茶花、大花百
日草、圣诞花、红色三角梅等红色系花卉装
饰绿墙。”迎宾墙设计者张德明说。

周边绿化升级改造
兼顾长效环境改善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周边的道路、公
共空间、大小绿地公园、河岸、商务楼宇门
前广场等区域，综合杆上的吊篮花卉也更

加多彩鲜亮，别致有趣的大花柱正开出朵
朵小花，地栽盆栽的装饰花卉喜庆热烈，花
镜花坛设计新颖别致，大小乔木长势茁壮
喜人，灌木丛茂密错落有层次，隔离带绿化
兼具视觉美感和功能性，让中外宾客转角
便能遇见惊喜。
为迎接进口博览会，位于国家会展中
心（上海）周边重点区域的青浦、闵行、长宁
等区，纷纷提升改造绿化景观，在设计和养
护等方面颇具匠心。据统计，今年以来，国
家会展中心（上海）周边已升级改造 214 万
平方米绿化，其中新建 29 万平方米绿地；修
建 38 处花坛花境、31 处主题景点和 6765 个
组合花箱悬挂花球，并补种了 1984 株行道
树。改造工程不仅谋求进口博览会期间场
馆的绿化景观效果，
更兼顾长效生态环境。
青浦区绿化市容局副局长莫林明介
绍，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核心区 1 平方公里
内的崧泽大道、涞港路、诸光路、盈港东路
及会卓路五条道路是绿化提升的重中之
重；经过三个月努力，这些区域的道路绿
化、土建小品、景观灯光布景、进口博览会
主题雕塑和花坛花镜等面貌一新，景观效
果和便利性大幅提升。
在诸光路上，工人为西面工地建造了
围墙并精心布置，设计成迎进口博览会主
题绿墙，增加了植物花景，并运用多种园艺
形式，结合悬挂、树立等手法，突出景色的
立体感和层次性。
为提升道路颜值，涞港路上选用法国
梧桐作行道树，整治改造道路沿线树穴，人
行道边摆放三角梅盆花。位于崧泽高架东
侧、背靠小涞港河的涞港路绿地，景观位置
十分重要，设计师将这里重新定位为宣传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和青浦区形象的主题
绿地，以“四叶草”的形状布局绿化景观形
态，以四季花景丰富视觉空间，青浦区地域
形状“七彩蝶舞”雕塑点缀其中。改造后，
新的绿地面积达 1.8 万平方米。
在进口博览会核心区和重点区集中
整治 22 条河道时，青浦区水务部门还特意
在水中和岸边设计了绿植水景，共种植 20
多万平方米沉水、挺水和地被植物，以及
1.3 万株大小乔木，搭配不同色彩和层次，
既追求河清岸绿好生态，也实现四季皆有
景可观。
来源：文汇报

营造心中的“月亮河”与“九级浪”——

揭秘外滩景观灯光升级背后玄机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在即，
黄浦江两岸景观灯光正进行全面升级改
造。这两天的“试灯”获得各界赞誉，
“圈
粉”无数。但少有人知，大家赞不绝口的
“如梦如幻”，其背后却有着对标国际最高
标准、最好水平的匠心，体现着这座城市
的人文艺术视角和美学素养。记者在采
访中获悉：相关部门正抓紧完善细节处的
工 作 ，完 美 营 造 人 们 心 中 的“ 月 亮 河 ”与
“九级浪”。

个灯点，以模仿星光熠熠。通过充分考虑
月光投射在水面上的效果、亮度和反光，尽
可能展现出月光的皓白和梦幻。由于这 5
万个水瀑布灯点都能实现色彩的精准调
校，整个场景能体现完美的律动。
“波光粼粼下，这些灯点完美呈现了东
方皓月之白的禅意和美感，如同人们心中
的‘月亮河’，把整个外滩‘托起来’了。”黄
浦区绿化市容局灯光景观管理所相关负责
人这样说。

5 万个水上水下灯点，营造东方
皓月之美

道法自然，高度还原建筑外部
石材肌理和色彩

此次黄浦江两岸景观灯光全面升级的
“重头戏”，就是 8.3 公里外滩滨江岸线，同
时涉及第一立面、第二立面共 180 多栋楼
宇的灯光照明。其中，最为核心的是中山
东一路的延安东路至外白渡桥段，总长 1.2
公里，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外滩经典万国建
筑群”。
如何将这一段的景观灯光做成“国际
样本”？有关方面酝酿筹备了整整两年，此
次改造中，从水面到岸线再到建筑，灯光改
造升级中运用了大量突破性技术。
最值得推荐的是临近水面的“全彩变
幻水瀑布”。工程团队中不仅有灯光设计
师、工程人员，还请来了多媒体艺术指导，
为的就是更好地呈现月光投射之下水面的
波光粼粼、仪态万千。
据介绍，原先外滩沿线也设有水瀑布
设施，但分布不够合理，视觉上也欠缺完整
性、对称性和协调性。此次升级改造，将水
瀑布设施从 36 个增加到 48 个，且实现了对
水量的智能监测和调控。比如，以往江面
的一些漂浮垃圾会堵塞水泵，如今一旦遇
到此类情况，智能控制系统会预警甚至自
动停机，减少机械损耗。
以往瀑布选用钠灯，尽管颜色协调，但
无法呈现丰富的色彩和律动。此次改造升
级，在水面上、瀑布后以及水下增设了 5 万

从上世纪 90 年代起，滨江外滩段建筑
景观灯光一直在陆陆续续改造。此次升
级，从更高站位、更国际化的视野，对建筑
景观照明系统实施重塑和提升。以“道法
自然”为准则，完美还原建筑本身的肌理色
彩，同时模拟大自然各类自然光照耀的效
果，让建筑在不同时间段呈现最本真的“裸
妆感”
。
有专家这样比拟：参照世界名画《九级
浪》的丰富光影层次，将自然光线看做画
笔，将建筑本体看做画布，让两者相融合，
展现出丰富而灵动的自然光影效果。
据介绍，以往，经典万国建筑群上的景
观灯光统统采用钠灯泛光照明。其优点
是：色彩金碧辉煌，温暖富贵，色调统一，也
由此形成了多少年来外滩在人们心中的经
典印象。但是也有不能忽视的缺点：钠灯
低显色，有的过亮、有的不够亮，总的来说
就如同给建筑罩了一层纱——
“粉底”太厚
重，掩盖了不同建筑不同的美感和建筑肌
理层次。
相关部门在全球遴选出一批中青年
新锐设计师，组成联合团队共同为此次楼
栋的景观灯光设计出谋划策，还邀请两位
文物保护和历史建筑方面的院士专家担
当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郑时龄提出：对
建筑的理解需要“再理解”——对建筑做

景点讲解内容可优化
19 时许，游船缓缓驶离十六铺 3 号
码头。沿途乘客不仅能看到浦东陆家嘴
沿岸的“四大高楼”、外滩万国建筑博览
群等，
还能近距离观赏中华艺术宫、梅赛
德斯奔驰演艺中心等世博园区建筑，
饱览杨浦、虹口、浦东、
黄浦的滨江夜景。随着黄浦江两岸景观灯光全面升级改
造，
和平饭店的绿色琉璃瓦、
“彩虹桥”卢浦大桥、
“浦西两圈
半”南浦大桥呈现出流光溢彩，船上游客不停按着手中快
门。
来自加拿大蒙特利尔的戴安娜选择坐在甲板中央看夜
景，
“乘坐游览船能清楚看到上海的变化。”不过，在欣赏黄
浦江夜景的同时，她希望能听到更多关于景点的讲解。记
者注意到，
船舱内播放的景点讲解，
在二楼甲板上基本听不
到。船上虽设置英文讲解，但英文广播在中文之后。对外
国游客来说，
广播中还在介绍海关大楼钟声时，
船已驶到十
六铺了。有游客建议，
船上可发放语音讲解设备和耳机，
同
时解决广播声音过轻和讲解延迟的问题。

打造世界级旅游精品
投资约 5000 万元的新游船，
含餐加游览每人 500 元，
这
使“水晶公主号”成为浦江游船中的“新贵”。那么，两个小
时的游船体验能否值回票价？
一些游客表示，
虽然
“水晶公主号”整体体验不错，
但价
格偏高了。不过，也有游客表示，黄浦江上应该有“水晶公
主号”这样的高端游船，
可以给市民游客更多选择。还有游
客建议，
时长两个小时的游览体验中，
可加入一些具上海特
色的互动和表演，
让行程更丰富。
“水晶公主号”所属的浦江游览集团相关负责人说，他
们将围绕
“将浦江游览打造成世界级旅游精品项目”这一目
标，
全方位做好以优质服务迎接各方来客的准备，
加推游船
包租业务，满足来沪嘉宾及商务团体定制业务需求。他们
也在收集游客反馈，在服务上作出相应改进。针对外国游
客，将加强服务人员英语培训等，以打响浦江游览知名度，
展示上海城市良好形象。
来源：
解放日报

最佳观赏期集中在 11 月中旬至 12 月上旬

进口博览会开幕在即，
进口博览会开幕在即
，沪上知名地标外滩的景观灯光经过更新
沪上知名地标外滩的景观灯光经过更新，
，以崭新的面貌迎
接八方来宾。
接八方来宾。
更为精准的理解分析，考虑到比例、尺度、
肌理、历史等要素，从而有的放矢展现建
筑的美。
此 次 改 造 弃 用 钠 灯 ，启 用 高 显 色 的
LED 灯，通过灯光的明暗来表达透光的亮
度、配光角度、肌理纹路，实现对建筑外部
不同石材肌理和色彩的高度还原，展现建
筑本体的美。这些高显色的 LED 灯，还实
现了主点调控，能精准控制明暗、色调对
比，根据不同情境给建筑局部“打眼影”
“勾
眉形”，实现
“裸妆感”
。
配光、色温、亮度调节，要在一套灯具
里解决，这是个大挑战。相关团队不断攻
坚，实现了对 LED 灯从 1800K 到 3000K 的
色温调控。在一个灯具里做到色温的线性
变化，其效果被专家这样比喻：如同一抹朝
霞打在山顶，一缕晚霞映射在海浪上，光影
层次和颜色不断变化，
震撼人心。

全球地标共同展示一场不一般的盛会
除了上海“外滩之窗”外，被誉为“世界
的十字路口”的纽约时报广场、人流如织的
巴黎春天步行街、热闹繁华的东京涩谷，以
及菲律宾马尼拉、黎巴嫩贝鲁特的市区主
干道……
“这一刻在上海”
“ 新时代共享未
来”，进口博览会上海城市形象宣传片在六
座城市的地标先后点亮。
无论是世界闻名的旅游景点，还是熙
熙攘攘的都市中心，人们一抬头就能望见：
巨大的 LED 屏幕上，上海的都市魅力与创
新活力尽显无余，朝阳在云雾中腾跃而起，

日前，记者在十六铺 3 号码头购票
乘上“水晶公主号”。游船共四层，外表
以蓝、白两色为主，
漂亮流畅的外观在黄
浦江夜景的映衬下十分耀眼。据介绍，
“水晶公主号”是目前黄浦江上配置最
好、设施最全的游览船，载客量为 380
人。
“两个小时的航程，
要看风景要吃自
助餐，来得及吗？”在“水晶公主号”试运
行时，不少游客就提出这样的疑问。登
船后记者发现，游船虽说 18 时 45 分起
航，但 17 时 30 分就可登船。18 时左右，
所有游客几乎都已登船并开始享用美
食。来到二层餐厅，
一落座，
就有服务员
送上餐前面包和一份包含龙虾与牛肉的
主食。餐厅一侧还摆着意大利面、新鲜
海鲜、烤鸡、披萨等各类美食。船上的厨
房还在源源不断烹饪美食送上桌，在航
程中随时补足，
满足乘客需求。

今秋，去这29条景观道赏落叶

进口博览会进入倒计时冲刺，上海城市形象宣传片在六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点亮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10 月 25 日的浦
江两岸流光溢彩。
“距离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开幕还有 10 天”！从外滩向陆家嘴望去，
只见高楼林立间，
“ 外滩之窗”LED 大屏幕
的倒计时字样鲜艳璀璨，
分外醒目。
10 月 26 日距离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正式召开还有 10 天，而从 10 月 24 日
起，进口博览会上海城市形象宣传片就开
始陆续在全球著名地标的户外媒体大屏上
登场亮相，携手向世界展示这场“不一般”
的盛会，汇集更多期待。

两个小时可边吃边看

万元，有 望 成 黄 浦 江 首 艘﹃五 星 级游船﹄
5000

八根八米高的名花绿雕“迎宾花瓶”、
数万平方米的各色花卉、挺拔茂盛的全冠
大香樟树林、巨幅外滩万国建筑群立体花
墙……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南广场，一
片喜庆花海和生态绿林已然织就，伴着两
只笑脸相迎的巨型吉祥物“进宝”一道，静
候世界各国宾客到来。
为迎接即将在沪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上海将盛情美意和殷殷祝福
化作花语，妆点场馆和城市，在似锦繁花里
期待盛会的秋实硕果。

﹃水 晶公主号﹄投资约

国家会展中心织就喜庆花海和生态绿林，与吉祥物“进宝”一同喜迎各国宾朋

为了打造
“必游必看”的世界级旅游
精品，上海黄浦江游览不断推陈出新。
在本月初刚启用的十六铺 3 号码头，一
艘名为
“水晶公主号”的新游船开启每晚
一班的试运行。这艘投资约 5000 万元
的豪华游船，有望成为黄浦江上第一艘
接受
“五星级游船”评定的船舶。记者了
解到，绝大多数游客对“水晶公主号”上
看到的夜景评价颇高，
但也有人认为，
按
照这艘游船目前往返于杨浦大桥、南浦
大桥、卢浦大桥之间两个小时的航程，
就
算包含西式半自助餐，标价每人 500 元
的价格不算便宜，船上景点讲解也有欠
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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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亮了这座城市的车水马龙，国家会展中
心（上海）相关筹备工作正忙碌而有序地进
行。而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进宝”则手持四
叶草，笑意盈盈地向全世界人民张开怀抱，
发出盛情邀请。
“我们提前联络了合作伙伴，在众多全
球地标大屏中进行有效筛选。”滨江星传媒
市场总监徐昊告诉记者，这次与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局共同合作推出的全球地标宣传
非常有意义。除了美国纽约、法国巴黎等
国际知名城市以外，他们还特意挑选了身

“凝固的音乐”将真正展现律动
灯光改造升级过程中，为了把灯具做
到隐藏隐蔽，团队对灯具进行了小型化改
造，也由此推动了外滩沿线的多杆合一工
作——原先 273 根立杆被压缩到 102 根，部
分还实现了位移，尽量让老建筑的外立面
实现
“无遮挡呈现”
。
1.2 万多套主点控制的灯具，能完美展
现日月光影同经典建筑的交相辉映。在此
基础上，配合外滩景观灯管升级改造，一系
列音乐创作也在进行中——目标是真正让
外滩这些“凝固的音乐”能律动起来，余音
绕梁，
走进人心。
当下，相关部门正抓紧排布正式线缆，
隐蔽安装相关管线，从艺术和人文的视角
对一些细节进行再优化，以国际领先标准
精雕细琢。

处“一带一路”沿线、并且已明确参加本届
进口博览会的国家投放宣传片。
“这些地标
窗口，往往在当地老百姓心目中有代表作
用，是‘世界之眼’。我们希望通过在世界
地标媒体布局，将中国的声音与形象传播
到更多地方，使本届进口博览会的影响力
覆盖全球。”
徐昊介绍，本次纽约时报广场纳斯达
克屏以及巴黎春天步行街投放的宣传片，
还特意选择在当地时间傍晚 6 时的黄金时
间段轮播，力求在人流量、车流量最密集、
影响力最大的情况下，让更多人能够感受
到进口博览会的魅力。
据悉，从进口博览会倒计时 60 天开始，
上海“外滩之窗”每天晚上都轮播倒计时字
样，并将持续宣传至 11 月 5 日进口博览会
正式开幕。

申城即将迎来最美赏叶季。记者近日从市绿化和市容
局获悉，
上海结合区域特点、历史人文内涵、建筑风格等，
精
心挑选并打造了 29 条风格各异、主题鲜明、新颖别致的落
叶景观道路，为上海的秋天增添一道自然和人文交织的浪
漫景致。
申城行道树品种不断丰富，
颜色趋于多彩。每到秋季，
落叶不扫的道路上，
两边见证岁月的建筑，
屡屡成为
“刷屏”
的网红。记者看到，
29 条推荐道路遍及徐汇、
静安、
长宁、
松
江、黄浦、虹口、普陀、闵行、青浦、金山等区，
包括思南路、巨
鹿路、衡山路、复兴西路、永福路、番禺路、新华路、文诚路等
特色路段。最佳观赏期预计集中在 11 月中旬至 12 月上旬。
据悉，
因气温气候等原因，
落叶景观道的预计观赏时间
可能会有所调整，各区将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保留落叶
的时间；如遇雨天、雾霾等特殊天气或城市重大活动保障，
则将以行人通行安全、不影响居民日常生活为先，
全面清扫
保洁路上落叶。

申城落叶景观道路——虹口
四平路（海伦路至大连路）
安汾路（南泗塘河至逸仙路）
虹湾路（江杨南路至水电路）
溧阳路（四平路至四川北路）

昆山公园“升级”再现百年英伦范
（上接▶1 版）设置了“最佳拍照取景点”，满足市民游客的
拍照需求。
昆山公园周边历史建筑聚集，西侧的昆山花园路沿街
为毗连式公寓，作家丁玲曾居住于此；其东侧的景林庐则是
一幢典型的近代外廊式建筑，略具英国安妮女王时期的建
筑风格。秉承“见证历史的演变过程，留下历史的印记，打
造英式温馨花园”理念，区绿化市容局充分挖掘公园与周边
历史建筑的关系，在历史风貌街区内打造出一座温馨、优雅
的英式公园，传承历史文脉，满足市民日常休闲、游览、文化
娱乐等需求。
当天，位于北外滩核心区域的新建路东长治路绿地也
完成建设并对外开放。与昆山公园的英式古典风格不同，
新建路东长治路绿地更强调科技、互动，在树阵、海棠步道
和开花地被组合而成的绿地景观基础上，还设置了智能感
应的互动装置，
旨在增加市民在游园过程中的趣味性。
据悉，这两座公园绿地的开放，是继东长治路绿化特色
街区、大连路景观绿道等项目后，本区“绿化迎进博”的收官
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