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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之根 乐游松江
———2018秋季寻根松江旅游节9月15日开幕

2018 秋季寻根松江旅游节将于 9 月 15 日—10 月 28

日举行。 旅游节以“Fun 松去松江”为主题，期间将举办 2018

年上海欢乐谷国际魔术节、2018 松江菊花文化节、上海旗袍

文化艺术节等 19 项活动， 推出更为优质的松江旅游服务，

满足游客多样化体验需求。

为贯彻落实国家旅游局实施“优质旅游”战略要求，聚

焦市委市政府打响“四大品牌”，全力迎接首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打造周周有节、月月有庆、季季有主题的四季节

庆活动，展示“上海之根、乐游松江”松江全域旅游目的地形

象，本次旅游节将突出五大特色：

强化文旅融合，彰显文化自信。 推出“上海之根”山水婚

典、“翰墨风华·人文醉白”2018 上海醉白池公园秋季文化艺

术节、“永远灿烂的方塔” 方塔园四十年成果展等系列历史

人文旅游活动，深度挖掘广富林文化、二陆文化、书画名城

等特有的“上海之根”文化血脉，展示上海这座大都市的历

史底蕴和文化自信。

培育乡村节庆，盘活浦南旅游资源。 推出松江菊花节 、

新浜乡村休闲旅游节等活动 ，以花为媒 ，结合松江特色联

动乡村民宿、蔬果采摘、农副产品展销、非遗民俗展示等多

种资源和配套活动， 打造适合市民游客休闲娱乐的乡村旅

游活动，努力构筑“浦江首胜，泖田花海”的浦南乡村旅游目

的地。

增强互动体验， 提高市民游客参与度。 全新推出 2018

松江山水城千人露营节、“激擎之夜”天马赛车特技秀、2018

上海（佘山）航空嘉年华等互动性强、体验度高的活动，吸引

更多市民游客参与到旅游节。 此外， 举办欢乐谷国际魔术

节、影视乐园旗袍节、月湖宠物总动员等经典活动，满足游

客多样化体验需求。

突出惠民利民，提升民生福祉。 推出“漫游山水城 放松

松江来”小程序推广周，在小程序中上线“1 元游松江”、团购

等活动，进行 1 元抢或团购松江热门景点；举办松江旅游进

社区、进学校、进企业活动，以“人文松江”为主题，设计旅游

专题小活动和旅游产品， 使活动参与者享受便民惠民新举

措，让市民游客通过旅游节提高获得感和幸福感。

聚焦服务提升，迎接进口博览会。 举办 2018 松江区旅

游行业职工岗位服务技能竞赛，以技能比赛促进松江宾馆、

旅行社、旅游景区等窗口服务行业服务水准提升，为迎接首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做好旅游服务保障工作， 让游客能

享受到更为优质的松江旅游服务。

2018松江旅游节活动一览
1、 2018 年上海欢乐谷国际魔术节
时间： 10 月 1 日—10 月 7 日

地点： 上海欢乐谷

2、 2018 上海 （佘山） 航空嘉年华
时间： 9 月 15 日—9 月 24 日

地点： 上海月湖雕塑公园

3、 ?激擎之夜” 天马赛车特技秀
时间： 10 月 1 日—10 月 7 日晚上 7：15 至 8:30

地点： 上海天马赛车场

4、 ?漫游山水城 放松松江来” 小程序推广周
时间： 9 月 24 日—9 月 28 日

地点： 线上活动

5、 松江旅游进社区、 进学校、 进企业活动
时间： 10 月下旬

地点： 松江区

6、 2018 松江菊花文化节
时间： 9 月 30 日-11 月 25 日

地点： 五厍农业园区

7、 新浜乡村休闲旅游节
时间： 9 月 15 日—10 月 10 日

地点： 新浜镇

8、 2018 ?辰山秋韵” 花果展
时间： 9 月 28 日—10 月 21 日

地点： 上海辰山植物园

9、 上海佘山森林旅游节
时间： 9 月 15 日—9 月 30 日周末

地点： 上海佘山国家森林公园

10、 蚂蚁亲子 2018 松江山水城千人露营节
时间： 10 月 1 日至 10 月 2 日

地点： 广富林郊野公园

11、 ?上海之根” 山水婚典
时间： 10 月 28 日

地点： 待定

12、 2018 月湖宠物总动员
时间： 9月下旬至 10月上旬 （具体时间待定）

地点： 上海月湖雕塑公园

13、 2018年第十九届上海千名老人重阳佘山登高
时间： 2018 年 10 月 17 日

地点： 佘山国家森林公园东佘山园

14、 丽影绣中华—上海旗袍文化艺术节
时间： 10 月 1 日至 10 月 7 日

地点： 上海影视乐园

15、 永远灿烂的方塔—2018 年上海方塔园国庆
黄金周活动
时间： 10 月 1 日—10 月 7 日

地点： 上海方塔园

16、 翰墨风华·人文醉白—2018 上海醉白池公园
秋季文化艺术节
时间： 9 月 18 日至 10 月 8 日

地点： 上海醉白池公园

17、 2018 松江首届旅游纪念品创意设计大赛
时间： 8 月 27 日到 10 月 10 日

地点： 面向社会公开征集

18、 2018松江区旅游行业职工岗位服务技能竞赛 （决赛）
时间： 9 月下旬

地点： 大众国际会议中心

19、 游九峰三泖， 品松江佳肴———主题系列活动
时间： 9 月 28 日-30 日;10 月 8 日-11 月 11 日

地点： 区内相关餐饮饭店

这个秋天，一起去松江“Fun松”
Fun声去嗨

2018 年上海欢乐谷国际魔术节。上海

欢乐谷国际魔术节以“国际魔术节，魔力

狂享曲”为主题，邀请来自美洲、欧洲、亚

洲等六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20 位魔术大师

共赴魔术盛会。 10 月 4 日—11 月 11 日，

上海欢乐谷万圣潮玩季以“遇见第五人格”

为主题，与网易热门悬疑手游“第五人格”

深度合作， 推出 400 平方米游戏实景鬼

屋，并打造线下互动体验区。 除此之外，广

受年轻游客喜爱的十大潮玩鬼屋、九大妖

魅鬼秀、八大互动拍照点也将升级推出。

2018 上海（佘山）航空嘉年华。 亮点为

FPV 穿越机表演赛、遥控航模赛、无人机

大众挑战赛、上海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四大

赛事；“月湖印象”水天航空秀、航空户外

应急救援演练、 无人机及其应用作业表

演、航模、船模、车模表演、航空礼仪秀、模

特秀五大表演；低空游览佘山、航空模拟

飞行、无人机趣味飞行、航拍、遥控航模、

车模、 船模驾驶、FPV 第一视角飞行、驾

驶、航空 VR 六大体验；航空文旅发展论

坛、航空文化展、科普讲座、趣味航空科普

DIY、航空文化秀及路演、水上运动、户外

休闲美食七大活动。

?激擎之夜”天马赛车特技秀。天马激

擎之夜，是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精心设计打造的一场将赛车与中国京

剧元素完美结合的大型汽车特技表演秀，

完美融合汽车、摩托车特技表演，辅以中

国古代经典文化的呈现形式，展现赛车特

技的动感和激情的同时， 带给观众浪漫、

唯美、惊险的视听盛宴。 国庆期间将推出

系列优惠活动。

?漫游山水城 放松松江来”小程序推
广周。以“漫游山水城 放松松江来”为主题，

在小程序中上线“1元游松江”、团购等系统

活动。 活动期间，每天上午 10:00-11:00 进

行 1 元抢松江热门景点或团购松江热门

景点。

松江旅游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活
动。 以“人文松江”为主题，设计旅游专题

小活动和旅游产品，使活动参与者享受便

民惠民新举措，推动松江文明城市和全域

旅游创建。

Fun足去野

2018 松江菊花文化节。 今年的松江

菊花文化节除了室外菊田、室内花海和现

代花艺项目外， 还增加了花海旋转木马、

魔力海洋球、海陆空三军童军营等适合亲

子家庭的项目。

新浜乡村休闲旅游节。活动串联了新

浜镇极具江南元素的雅园、雪浪湖度假村

及当地民宿、美尚花卉基地、采摘园、森鲜

馆、隆庆寺、农趣园等旅游资源，结合荷花

节、雅园重回松江府、顾遹先画展等活动，

让市民游客感受久违的乡间野趣，体验新

浜乡村游魅力。

2018?辰山秋韵”花果展。为期近一个

月的主题花果展将呈现植物园一派丰收

欢乐之景，花以向日葵为主打的各色菊科

植物，果以各类藤本瓜果廊架、蔬菜专类

园以辣椒为主打的各色蔬菜以及温室中

的热带水果。

上海佘山森林旅游节。 推出寻找秋

天—创意 DIY树叶画、 保护森林—木艺创

意大挑战、 探秘古树—无线电定向大搜索

三大主题活动，让游客在享受自然、感受文

化的同时，能够参与互动，增强旅游体验。

蚂蚁亲子 2018 松江山水城千人露营
节。蚂蚁亲子联合广富林郊野公园一起推

出 “2018 松江山水城千人露营节 ”，让广

大市民游客接近自然、回归自然、感受自

然，领略松江的山水人文之美。

Fun手去爱

?上海之根”山水婚典。 为倡导“重登

记、强责任、崇节俭”婚俗新风，加强和谐婚

姻文化建设，松江区民政局会在春、夏、秋、

冬、四个季节，分别选择一个松江地域特色

明显的风景区或人文景观， 举办一场集体

颁证仪式，共同见证不同新人的幸福一刻，

以“小家”的风采来展示“大家”的风貌。

2018 月湖宠物总动员。 活动期间，向

社会公开报名召集江浙沪饲养宠物家庭，

在月湖公园内指定区域舞台上展开宠物

界超级秀比赛，邀请业内专家级评委评出

一、二、三等奖及入围奖。

2018 年第十九届上海千名老人重阳
佘山登高。老年健身队风采展示（鼓队、腰

鼓队、各类健身操表演）；登高仪式；登高

活动（上山台阶→木栈道→烧烤区→观光

塔→下山道→汽车道→回到东佘山园南

大门口）。

Fun心去追

丽影绣中华—上海旗袍文化艺术节。 推

出红色经典重现、旗袍韵中华情、寻踪上海情

结、品鉴影视文化、满城美景胜收五大主题活

动，为游客打造一场梦幻般的时空之旅。

永远灿烂的方塔—2018 年上海方塔
园国庆黄金周活动。推出三角梅展、方塔园

四十年成果展 （“不惑方塔” 散文集首发

式、“风铃下的记忆”摄影作品展、“缘聚方

塔”书画笔会、“童趣方塔”儿童画展、方塔

园门票展）、“百姓明星进公园”综艺汇演等

活动。

翰墨风华·人文醉白—2018 上海醉
白池公园秋季文化艺术节。以“翰墨风华

人文醉白 ”为主题 ，汇集书画展 、中秋笔

会、戏曲进公园、汉文化展示、松江学子绘

醉白、古筝专场演出等六大主题，以静态

观摩、动态展演、线上线下互动等形式于

一体，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醉白池深厚

的历史底蕴集中展现给游客。

2018 松江首届旅游纪念品创意设计
大赛。 以“远看青山绿水，近看人文天地”

为主题，通过报名、初评、终评等程序，围

绕产业价值、创意水平、文化内涵、艺术表

现、环保性五个核心要求评出一、二、三等

奖和优秀主题奖、优秀组织奖。

2018 松江区旅游行业职工岗位服务
技能竞赛（决赛）。 岗位技能竞赛采用初赛、

复赛、决赛渐进制选拔模式。 竞赛内容主要

包括导游讲解竞赛、客房铺床竞赛、中餐摆

台竞赛、餐饮切配竞赛、托盘接力竞赛、主

题创意茶歇竞赛。 各赛段的评判选拔标准

均按国家级技能竞赛标准执行。

游九峰三泖，品松江佳肴———主题系
列活动。 开启 2018 松江美食盛宴自助餐

活动 ，2017 年松江首批首席技师登台献

艺，展示松江美食的风采；举办松江悠久

传统经典菜肴展示、宣传、特卖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