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八股
老八股”
”28 年后再聚黄浦路
中国证券博物馆在沪开馆
存世最早的中国股票、第一只上市股
票原件……众多中国证券史上重要藏品亮
相于年前揭幕的中国证券博物馆。
中国证券博物馆位于上海市虹口区黄
浦路 15 号（原浦江饭店）。1990 年 12 月 19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在这里正式开业。
中国证券博物馆的陈列展览共分三
个部分：在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历程展
中，以场景还原、实物展陈以及多媒体展
示等形式浓缩了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的不平凡历程；世界与“一带一路”交易所
文化展，分别介绍主要国际交易所组织和
亚洲区、欧非中东区、美洲区各个交易所
以 及 发 行 股 票 情 况 ；湘 财 历 道 藏 品 精 华
展，展现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捐赠历道
证券博物馆藏品。
在 中 国 证 券 博 物 馆 中 ，陈 列 着 一 张
1984 年 11 月 15 日的新民晚报，上面刊登了
一篇《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十八日开业 接受

新 民 晚 报 在 1984
年 11 月 15 日报道了上
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
司 股 票 认 购 的 新 闻 ，这
是第一次严格意义上的
股票发行。
股票发行
。
◀
个人和集体认购股票》，这也被认为是第一
次严格意义上的股票发行。
1990 年 12 月 19 日，
“ 中国证券交易第
一锣”敲响，包括飞乐音响在内，延中实业、
真空电子、爱使电子、申华电工、飞乐股份、

场景还原当年股票
买卖。
买卖。

豫园商城、浙江凤凰 8 家上市公司，开启了
新中国资本市场的新纪元，她们也被称为
“老八股”。上交所开业不到一年，启动无
纸化交易和结算制度。1991 年 7 月中旬，
上交所正式开始实施股票账户制度，交易

成交后电脑完成自动过户。所以，
“ 老八
股”的纸质真身，后来只能在登记中心资料
库、博物馆、收藏册或图片上目睹了。此次
能够重聚当年交易的地方，引发了许多当
年参与者的感慨。
“看到今天的陈列，当年上交所开业的
场景历历在目。”源星资本董事长卓福民
说，
“ 那个时候的交易条件非常简陋，谁也
没有想到今天的资本市场能够如此繁荣。”
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李仲谋曾为中国证
券博物馆的陈列出谋划策，
“我觉得这个地
方的历史意义非常重大，在这里展现像‘老
八股’这样的实物，能够更好地展现中国证
券的发展历史。”
尽管“老八股”中现在大多更换门庭，
但它们不折不扣地成为了中国资本市场改
革开放的标志性符号，是新中国资本市场
发展过程中一道绕不过去的风景。
来源：新民晚报

你不知道的老上海，
你不知道的老上海
，房子都记得……
《女 贞 树
下 LUN
LUN—
——
上海老洋房
的故事》
的故事
》
本书收录了上海 12 栋天价老洋房背后
的故事，每一栋老洋房都有一个故事，折射
出悲欢离合的家国命运。作者深入到平时
大门紧闭，不为人知的老洋房之中，揭秘从
未与人知晓的的老上海故事，并附有大量
家族老照片与精美建筑图片以饕读者。

天空下的红砖建筑 。。

近日，凯德星联手时尚女装 ROCOCO
在凯德龙之梦虹口打造了一座《凯德甄选·
舞动 xin 愿之时光造梦场》线下快闪店，这
是凯德龙之梦虹口与凯德星首次尝试与租
户联动，实现少女们的 xin 愿！黑科技光影
随意穿梭，
少女心爆棚的梦幻池，
一踏入就
不舍得出来，
这里还有一场购物的狂欢节，
折扣+积分+现金券折上折，累积使用优惠
无上限。此外，凯德“真会许愿季”全国上
映，在中国 17 个城市 38 个项目，舞动心愿。

身临其境的光影 SPACE

置身梦幻空间，伴随着 3D 影像，三个
不同的虚拟场景，
分别是海底世界、宇宙银
河系以及土耳其热气球带给顾客身临其境
般的体验，
拿出手机拍拍拍，
怎么拍都是大
片的既视感，
美出了新高度。

颜粉研究所
进入粉色的梦幻空间，化一个精致且
blingbling 的 节 日 美 妆 ，各 类 配 饰 随 意 搭
配，再给自己做一次免费的美甲扮靓心情，
专属凯德星会员的福利，最后和粉色的羽
毛们来张合影，整个少女心炸裂。
期间，
还举办了一场限时的狂欢派对，
现场 DJ 表演，网红小哥哥、小姐姐齐齐上
阵，陪你嗨翻天。在商场任意消费，即可填
写一张心愿卡，投入邮筒，限时抽取幸运儿
帮他实现愿望。
时光匆匆，一晃眼凯德龙之梦虹口 7
岁了，感恩每一位消费者的用心支持与长
久陪伴，今年的节假日依然让凯德龙之梦
虹口陪你一起度过吧！
来源：中国经济导报

提篮桥随着上海的开埠成为了公共租界，
其中这幢为犹太人避难的房子就是在 1897
年造成。而它并没有同法租界一样给世人
留下深刻的上海公共租界印象，相反，它是
因为犹太人而冠名世界，堪称犹太人濒临
绝境时的诺亚方舟。
在 20 世纪 30 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烽火燃遍整个欧洲和亚洲。在欧洲战场上
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分子对犹太人进行了
惨无人道的大屠杀，短短几年内，犹太人被
杀了 600 多万。而此时的上海，
是全世界唯
一不用签证或任何官方文件就能入境的地
方，于是，走投无路的犹太人从四面八方来
到了上海，先后共计有三万多人。这些人
中有优秀的科学家、医生、学者等，这幢房
子当时就居住了 2000 名犹太人。
这里一度成为了犹太人生活的集散
地。但当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随时会受
到日本侵略军的迫害，并面临着疾病、饥饿
等的威胁。这时，勇敢善良的上海人民，特
别是居住在这幢房子附近的居民们，他们
省下自己口中的食粮做成面包掷进围墙救
济这些犹太人，使犹太人在上海顽强地生
存了下来，也为以色列的建国储备了一批
精英分子。
二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形势与中国内
政形势的发展与转变，犹太人开始陆陆续
续离开了上海。经历过战争的人最渴望的
是和家人团圆。所以战火刚刚散去，有些
犹太人就迫不及待回到以色列、加拿大、澳
大利亚等国打听亲人们的消息并与其团
聚。据统计，1950 年至 1951 年在“犹联”注
册的上海犹太人还有 2000 多人，1952 年，
还有 700 人左右，1959 年年底，在中国境内
的犹太人只剩下 251 人了。
同时，曾经热闹非凡的犹太集中区随
着犹太人陆续离开，也开始渐渐冷清了下
来。榆林路这三栋联体大宅也经历了一
番不同寻常的经历。如果我们不知道犹
太人在上海的这段故事，那么面对这幢已
经破烂不堪的建筑，根本无法想象这里曾
经是犹太人的避难所，是他们赖依生存的
地方。
来源：文汇报

去年新建市民健身步道 89 条
到 2020 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争取达 2.4 平方米
记者从市体育局了解到，2018 年，全市共新建市民健身
步道 89 条，新建、改建市民益智健身苑点 342 个、市民球场
72 处，
去年的市政府实事项目提前竣工。
近年来，新建公共体育场地设施被纳入市政府实事项
目，
确保每年实事项目按时完工。市民健身步道项目在政府
实事项目市民满意度测评中位列前茅。截至目前，
本市累计
建成市民健身步道 728 条、社区健身苑点 13445 个、市民球场
545 处。
虹口区彩虹湾二期金枫里社区是动迁安置小区，规划中
并未安排体育设施。居民陆续入住后，2700 多户中的老年
人口比例达到 42%，能在家门口锻炼成为居民的一大心愿。
去年初在大调研走访后，街道积极与区体育局联系，最终在
小区内腾出近百平方米，去年 10 月建成益智健身苑点。今
年小区还将新建 1 条市民健身步道。紧邻淀浦河而建的朱
家角镇市民广场体育公园占地近 5 万平方米，是目前青浦区
11 个街镇最大的室外体育场所。每天早晨，在 1600 米的健
身步道上走上几圈，已成为当地居民的习惯。在市民足球
场、篮球场、网球场和百姓健身步道的基础上，去年 10 月公
园又新增了包含 20 多件器材的益智健身苑点，满足更多人
需求。
目前，上海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已从 2014 年
的 38.4%上升到 42.7%，各类人群参与体育健身的热情越来
越高。面对市民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要，
上海全民健身依
然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场地设施供给依然不足。在
增加体育场地面积的过程中，各区深入挖潜、做出特色。闵
行区率先在全区街镇都建立社区市民健身中心。崇明等区
自行车绿道建设富有成效。宝山、嘉定等区把握工业转型契

机，
利用厂房、仓库建设体育设施积累了有益经验。
数据显示，2017 年，全市共新增体育场地面积 314.3 万
平米，
人均场地面积达到 1.96 平米。上海市民对体育场地的
满意度为 81.8 分，比往年显著提升。上海提出，到 2020 年，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争取达到 2.4 平方米。完善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体系，增强上海市民体育健身的获得感，也对探索多元
化社会化发展提出新的要求。比如通过体绿融合，
市民获得
更多的体育空间。据统计，
目前本市配有体育设施的公园有
150 余座，每天在公园绿地中健身的市民超过百万人次。
“十
三五”期间，本市还将新增绿地 5000 公顷以上，建设绿道
1000 公里，在公园绿地和郊野公园，结合需求嵌入符合市民
需求的健身活动场所。此外，将在黄浦江、苏州河沿岸贯通
开放的过程中，
同步配套建设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等体育
健身设施，
不断改善市民健身条件。
来源：解放日报

目送嫦娥四号升空，见证嫦娥玉兔互拍
成功，一个多月来追踪采访“月背着陆”的经
历，让人心潮澎湃。
1 月 11 日下午 4 时许，嫦娥四号着陆器
与玉兔二号巡视器互拍成像如期进行。北
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大厅里，成像指令陆续
发出。地面数据接收与处理需要一定时间，
所有人都屏声敛气，把目光聚焦在大屏幕
上，满是紧张的气氛。倒是大屏幕两侧的标
语——“严慎细实确保万无一失，全力以赴
誓夺圆满成功”，给人审慎而自信的印象。
16 时 47 分，互拍影像图展现在大屏幕上，调
度员声音响彻大厅：
“ 图像下传处理显示正
常，两器互拍工作正常完成”。全场一下沸
腾了，爆发出持久而热烈的掌声。
互拍影像图上，鲜艳的五星红旗标识分
外醒目。很长一段时间里，到月球背面去被
不少人视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上世
纪 50 年代开始，各国陆续向月球发射了 100
多次探测器，却从没有探测器在月球背面软
着陆。首次实现航天器在月球背面软着陆
和巡视勘察，首次实现月球背面同地球的中
继通信，最近又刚刚完成首次月面生物生长
培育实验，这些成就足以说明，嫦娥四号迈
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人类一大步”。
正如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贺电
所说，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圆满成功，
“是
我国由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迈进的重要标
志之一，是新时代中国人民攀登世界科技高
峰的新标杆新高度，是中华民族为人类探索
宇宙奥秘作出的又一卓越贡献”。
“ 广寒宫”
不再清冷寂寞，嫦娥四号还将为中外科学家
提供更深层次了解月球和太空的机会。这
也正是为什么美国《时代》周刊网站文章强调，
“ 无论就中
国作为一个航天大国的声誉，还是就探索本身的进步而
言，对这一壮举的意义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犹记一个多月前嫦娥四号发射时的热闹场景。面积
不算太大的发射观景平台上，站满了全国各地来的航天爱
好者。从西昌市区到发射场两个多小时路程的颠簸，近乎
零下的山区低温，难阻人们见证历史的满腔热情。
“……3、
2、1，点火！”发射的一瞬间，所有观众都在用最大嗓音跟随
指挥员倒计时。从“一曲星梦东方红”到“嫦娥奔月创奇
迹”，航天梦为实现中国梦凝聚起强大精神动能。既有长
久夙愿与历史文化的积淀，又有科学研究与强国梦想的邂
逅，正是嫦娥四号引发国人热烈关注的原因所在。面对浩
瀚宇宙，嫦娥四号的价值在于，她不仅助我们逐梦深空、探
索未知、延展认知视野，更点燃了中国自力更生、自主创新
推进航天强国建设的雄心壮志。从“天眼”到“嫦娥”，从火
星到暗物质，星空浩瀚无垠，中国的探索之旅才刚刚开始。
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空间技术研究院展厅里，有一面
成功发射运行航天器纪念浮雕墙。今年，嫦娥四号的身影
也将登上这面功勋墙，和她的前辈东方红一号卫星、神舟
五号载人飞船一样，标记下又一个中国航天里程碑。国家
航天局负责人表示，中国将在 2020 年前后首次实施火星探
测。外媒对此评价，中国正迅速成为“太空探索领域的先
行者之一”。展望未来，随着中国航天事业快速发展，中国
人探索太空的脚步，会迈得更大、迈向更远。
来源：人民日报
日 前 ，，嫦 娥 四 号 落 月 的 一 刻 ，，在 北 京 航 天 飞
行控制中心 ，，科研人员庆祝降落成功 。。

巴洛克风
格的门把手和
浮雕大门 。。

凯德龙之梦虹口七周年

打造时光造梦场，
治愈你的少女心

提起上海老洋房很多人马上会和静
安、卢湾等地块产生联想，似乎对处于上海
东北角的虹口区域没有什么概念。其实，
虹口区提篮桥附近，有一条狭长的马路榆
林路，它和临潼路的路口就有着三排斑斑
驳驳的红砖建筑，每一栋都有 1000 至 2000
平米的面积。这排建筑有着英国安妮女王
时期的建筑元素，也有欧洲古典主义的风
格，建筑层高，体积庞大，再加上年久失修，
使得建筑群看起来别有一番风情，一股浓
重的历史感扑面而来。
了犹太人。
房子的原主人究竟是谁？已经无从考
说到提篮桥，那就有必要讲一讲一个
实，但它曾经是俄侨第一公学的校址，被认
伟人在黄浦江上游览时问身边人员的一段
为是近代上海第一所俄侨正规学校。当时
话。那是 1955 年，
毛泽东到上海视察，
他在
的楼顶上飘扬着沙皇时代的三色旗，哗啦
黄浦江上游览时，面对浦江两岸风光突然
啦地在上海的天空上飞扬着，直到那一天，
向陪同人员问了一个问题：
“你们知道上海
一群从欧洲逃命而来的犹太人来到了上
还有个‘下海’吗？”顿时，陪同在边上的人
海，并在这里生存下来后，这排有着百年历
员一片哑然。大家面面相觑，心里头都在
史的建筑也载入了世界的篇章。随着犹太
问：
“ 上海还有个下海？下海在哪里呀？”
人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复国，虹口也成为了
“是呀，既然叫上海就会有下海呀。”就在大
上海对外宣传友好城市的名片，成为犹太
家将信将疑时，毛泽东用肯定的口吻回答
人心目中的圣地。
了大家的疑问：
“上海肯定有个下海。”
伟人的一句话，如同在黄浦江中投下
同时，这排建筑在上海历史建筑中较
一块巨石，在当时的上海市领导心中掀起
为特殊，因为上海很少有体量如此之大的
了 轩 然 大 波 。 是 呀 ，中 国 人 喜 欢 咬 文 嚼
红砖建筑，有些大体量红砖建筑并不具备
字，比如有长就有短，有高就有低，有上就
艺术性，传统的红砖老洋房多为英式风格，
有下，那既然有上海也就有下海了，何况
被贴上了秀丽、浪漫的标签。只有此建筑
连毛泽东都说有的。于是，上海市领导在
结合了新古典主义元素，再加上联排的大
全 上 海 开 始 寻 找 这 个 不 为 人 知 的“ 下
体量更是显得气势恢宏。
海”。终于，在虹口区提篮桥附近找到了
从建筑的细节中可以看出原来的主人
一座“下海庙”。
肯定是个虔诚的基督徒犹太人，也许在建
下海庙俗称义王庙，它始创于清代乾
造这座房子时上帝给了他灵感，他知道未
隆年间的公元 l736 年至 1795 年，当时仅有
来这里会住上自己的同胞。于是，他在室
内的装饰中雕上了现在犹太人的国家——
房屋九间，是当地渔民、居民为祈佑平安、
以色列的国徽雏形。后来，也许是住在这
奉祀海神的民间神庙。大家都知道，那时
里避难的犹太人为了感谢这位主人，以这
候的上海还是一个渔村，人口也只有 20 万
个为雏形作了国徽？究竟是什么已经不重
人。到了嘉庆中间也就是公元 1796 年至
要了，
最最重要
1820 年间，下海庙年久失修一片荒塌。这
的是在全世界
时有一位叫心意的师太路过下海庙，她见
都不肯收留犹
庙宇荒废，菩萨也没有一个安身之处，就发
太人时，
上海却
愿重修，她向附近的渔民化缘募捐，修建了
向他们敞开了
一所临济宗的比丘尼道场。
怀抱，
为苦难中
这座道场就位于现在的虹口区昆明
的犹太人提供
路 73 号，即虹口区商业闹市段提篮桥地
避难所。何况，
区。当时义王庙地处下海浦长江船只入
此时的上海正
海处，整个上海也分为上海浦和下海浦。
遭受着日本帝
而庙对门的马路就叫海门路，在庙与路之
国主义的铁蹄
间有一座桥。当地居民和船民进庙烧香，
凌辱，
同样处在
常常是提着篮子过桥，故这一带地方得名
水深火热之
为提篮桥。
中。但提篮桥，
后来，随着上海的经济地位提高，下海
这个滋润慈悲
浦几经变迁就叫海门路了，而以南的上海
的地方却拯救
浦就叫着上海，并得以保存下来。虹口区

从“天眼”到“嫦娥”，从火星到暗
物质，星空浩瀚无垠，中国的探索之旅
才刚刚开始
从“一曲星梦东方红”，到“嫦娥奔
月创奇迹”，航天梦为实现中国梦凝聚
起强大精神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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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力，
向星辰大海出发
嫦娥四号着陆月球背面的惊心动魄，已成为人类航天
史上的经典时刻，
而成功落月后的一个定格，
同样将成为人
们心中永久的记忆。控制中心内，一位 74 岁的老人走向前
排工作席喜极而泣的年轻人，
两只手紧紧握在一起。激动、
感怀、
传承，
握手的人百感交集。老者是嫦娥卫星系列总指
挥叶培建，
年轻人则是嫦娥四号探测器项目执行总监张熇。
“成功的花，
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的确，
嫦娥四
号登月背后的曲折并不为大家所熟知。在方案制定阶段，
嫦娥四号的“命运”曾引发争议。作为嫦娥三号的备份星，
嫦娥四号是再次复制月球正面落地的成功，还是放弃发射
避免节外生枝？各方莫衷一是。
“背面没去过！”
叶培建力排
众议，为嫦娥四号找到了新的使命；而探月团队的艰苦攻
关，
为
“嫦娥奔月”
铺就了坦途。
两代
“嫦娥人”
，一个航天梦。握手的，
其实不只是两个
人、两代人，更是中国航天 60 多年来接力前行的所有人；握
住的，不仅是这一刻的喜悦，还有探索未知、奔向星辰大海
的未来。
正是这群仰望星空的人，将人类的好奇心化为脚踩实
地的勇气，创造了中国探月“五战五捷”、迄今 11 名中国航
天员飞向太空、北斗系统开启全球卫星导航服务等彪炳史
册的成就，
为人类走出地球、
飞向太阳系和更遥远的宇宙深
处的共同梦想贡献出中国力量。正如网友所说：在探索未
知的征途中，我们薪火相承，我们前赴后继，我们绝不止
步！从钱学森、孙家栋，到叶培建、张熇，无论是科学家、设
计师，还是一线工人、火箭燃料加注手或是炊事员，无数双
手共同搭建起通往梦想的天梯。
“我们在一起走过这么多年的道路，
后面还有很多路要
走呢……”叶培建用力握住“弟子”的手，是肯定，也是鼓
劲。嫦娥五号将从月球采样返回、中国空间站即将搭起第
一块“积木”、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将在 2020 年前后实施
……未来的太空旅程，中国航天人依然会十分忙碌。但这
支年轻、
有朝气的队伍，
是中国航天的最大资本。在手把手
传递之间，
中国航天人追梦的脚步永不停息，
也将激励着每
一个人逐梦奔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