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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看不见的风景”，藏着上海“创造时尚”的机遇
王 彦

接棒上海时装周的上海时尚周末

现场，碧昂丝的设计师乔治亚·哈丁和

世界著名百货公司哈罗德的美妆总监

凯蒂·舍维斯不约而同地表示： 在上

海，有欧美看不见的风景。这指的既是

上海本土品牌的跃跃欲试， 也是在说

上海的市场活力。

全球时尚产业不断发生变革、中

国市场越发举足轻重的今天， 上海可

以利用多少“欧美看不见的风景”向世界

发出自己的声音？除了消费引擎之外，上

海能否有更主动的方式与全球时尚市场

建立有效链接？一个答案渐渐清晰起来：

不妨尝试“创造时尚”。

上海应当加速孵化一些能享誉世界

的本土品牌，以持续释放内需动力、创新消

费模式、挖掘新的动能与价值。 时尚品牌

是制造业、工业和美术设计、材料科学的综

合体现，国际消费城市不仅应是全球新品

的首发地、高端品牌的聚集地，也应该成为

本土品牌的孵化打造之地和世界橱窗。

眼下，许多国际时尚品牌的新品五个

工作日就能进入中国市场。 去年 3月，迪

奥首次将以往只在欧洲举办的春夏高级

定制发布会移师陆家嘴。而在浦东国金中

心，15%的品牌是中国首店，40%的品牌是

上海首店。在海外时尚品牌纷纷“抢滩”之

际，为推出享誉世界的上海本土品牌带来

了机遇。上海的老字号和名牌产品曾经行

销全国，如今也需要一些响当当的时尚品

牌，让它们成为消费市场新的增长，让“上

海购物”成为人们往来此间的自然选择。

要让这些在展会上惊艳海外时尚界

的“看不见的风景”，被更多人看见，提高

它们的能见度和影响力， 更需要上海用

好资源。“创造时尚”，外部和内生的环境

都已为上海培植好了土壤。

放眼全球， 背靠中国本土的巨大市

场，上海已经具备“四大时装周”所没有

的优势。相比之下，年轻的上海能在未来

业态、全产业链开发、中国文化创意上多

做文章。 上海是全球零售商集聚度第二

的城市， 各资源要素齐备是时尚商业领

域长袖善舞的优势。上海地处长三角，链

接苏州、杭州等创意、设计、研发的上游

产业，整合苏浙皖的手工艺、高端面料等

资源，既是上海所独有的优势，也是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国际时

尚界人士所说的 “未来时尚潮流在东

方”， 透露出时尚潮流正从欧美移向东

方，这为“消费为骨，文化为魂”的时尚产

业迎来弯道超车的机遇———上海需要用中

国气派在全球市场获得“时尚话语权”。

对标国际一流， 时尚本就是一座城市

不可或缺的消费基因和文化印记。 品牌不

仅是品质的保证也讲述故事传递文化，根

植于城市的时尚品牌也是城市文化内涵的

一部分。米兰、巴黎、伦敦、纽约这些世界名

城往往也和阿玛尼、博柏利、爱马仕、蔻驰

等品牌联系在一起。 当上海本土设计师品

牌以集体崛起之势亮相， 不仅可以成为引

领时尚促进消费的核心竞争力， 也能增强

上海这座有城市的国际影响力。近年来，许

多中国设计师、华裔设计师在看过世界后，

纷纷把个人品牌店铺和工作室开进了上

海。这些设计师店存在的意义，既是本

土时尚消费的新鲜脉动， 也是传递中

国文化、 输出中国审美主张的一扇扇

窗口。

“欧美看不见的风景”里有着庞大

的消费群 、 蓬勃的市场 、 要素的集

聚 、创新的模式 、独一无二的中国文

化……这些都是上海 “创造时尚”、打

响品牌经济的良好机遇。不难想象，上

海本土时尚品牌的价值， 不仅在于定

义流行色、风尚款，更重要的是要通过

集体崛起的姿态，提升“上海购物”品

牌的全球牵引力， 进一步提升上海国

际消费城市的底气。

海
派
文
化
见
证
者
蒲
汇
塘
有
了
专
属
“故
事
书
”

“发
现
闵
行
之
美
”系
列
文
史
丛
书
保
存
申
城
旧
有
生
活
印
记

地处江南腹地的闵行区在悠悠岁月长河里逐渐形成了

独特的闵行之美生活哲学， 上海海派艺术馆日前开启了一

场特别的雅集活动， 人们在一张张宝贵的影像照片中一窥

曾经的江南生活。 随着丝竹奏响、剪纸翻飞，文艺范儿十足

的江南生活栩栩如生地呈现在人们眼前。 由闵行区政协主

办的这场“谁不忆江南之‘发现闵行之美’系列文史丛书出

版雅集”活动将一直持续至本月 25 日。

活动中，谁不忆江南之“发现闵行之美”系列文史丛书

正式发布。 城市在飞速向前走，但旧有的生活印记，如果没

有好好记录保存，就会有消失的危险，而这套丛书的出版正

是“以书存史”“以史为鉴”。

首次完整讲述蒲汇塘前世今生

上海是一座与水十分有缘的城市，许多地名因此而来，

蒲汇塘也是这样。位于上海西南方向的蒲汇塘并不算长，仅

不到 20 公里，但就是这样一条不起眼的小河，却源源不断

地向江南文化、海派文化提供着重要养料。

闵行区七宝镇位于蒲汇塘的中端。在这个千年古镇上，

有一座横跨两岸的三孔石桥———蒲汇塘桥， 是明正德十三

年（1518 年）由当地人徐寿、张勋筹资建成，距今整整 500

年，桥下静静流淌的就是蒲汇塘河水。

向西，经过九亭、泗泾，蒲汇塘见证着曾经繁盛的农耕

文明时代。

向东，缓缓流淌过徐家汇、漕河泾，蒲汇塘也是海派文

化的见证者。

有人说，蒲汇塘是“地理图腾”，人们从它身上触摸到了

背后的江南文化、海派文化。 但在此前，它却还未拥有一本

专属自己的“故事书”。 此次“发现闵行之美”系列文史丛书

中的《蒲汇塘》，被不少业内专家公认是丛书中编撰得最好

的。 这种“好”，主要体现在它对于历史文脉梳理的重要意

义———第一次完整阐述蒲汇塘的前世今生、周边风土人情、

历史风貌及其产生的社会影响。 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孙

甘露认为，《蒲汇塘》一书对于历史资料的运用十分“诚恳”，

文章写作风格朴实凝练，读来让人不禁产生许多情感共鸣。

不仅还原历史，还要从中发掘营养

沪上知名作家沈嘉禄则提出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观

点。他认为，位于徐家汇地区的土山湾具备中国职业教育的

雏形。

1864 年，土山湾孤儿院建立，随后创办的土山湾孤儿

工艺场内设了绘画、雕塑、印刷、木刻、金工等多种工艺场。

虽然建立之初，这仅仅是一个为接纳孤儿工作习艺的工场，

但却在无意间翻开了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重要一页。

在沈嘉禄看来， 土山湾不仅从技术层面改变了中国教

育的面貌，在文化意义上有着更加深远的影响。 除了物理、

化学、地理这些科学类课程，土山湾孤儿工艺场还非常重视

道德品格方面的教育。

作为一部记载闵行当地历史文化的丛书， 谁不忆江南

之“发现闵行之美”系列文史丛书在还原历史之余，也在无

形中从历史中发掘营养。沈嘉禄说，如今已经很难寻到在土

山湾成长或者工作过的人了。随着这批人年岁渐长，如果不

通过文字将这段珍贵的历史如实记录下来， 那后来人就再

也没有机会见证这段历史。从这一角度而言，这套丛书的意

义还在于“抢救”正在不断消逝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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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速滑馆结构体系基本形成
近日， 北京冬奥会标志性场馆国家速滑馆屋面索网结构张拉工程全部完成， 标志着国家速

滑馆结构体系基本形成， 为后续屋面幕墙施工， 实现场馆封顶封围打下坚实基础。 目前施工现

场正在进行屋面配重的吊装， 为下一步钢结构环桁架支座锁定和屋面安装创造条件。

图为 4 月 8 日拍摄的正在建设中的国家速滑馆。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已有 1000 多年历史的七宝古镇位于蒲汇塘的中端。 （资料照片）上海全球零售商集聚度列世界第二
（上接第一版）

国际零售协会 （FIRA） 主席马西

莫·沃尔普深有同感， 来自纽约的他对

上海的移动支付 、 30 分钟到家服务等

模式特别感兴趣。 他认为， 全球零售企业

对数字化都很关注， 中国市场做了很多与

国外市场截然不同的探索。 更重要的是，

上海就是一个试验场， 全球创新都可以在

这里发生， 然后应用到各国市场。

上海是零售行业互利共赢的大平台

和潜力无限的大市场， 阿里巴巴的新零

售 、 腾讯的智慧零售 、 京东的无界零

售， 都在这里给零售业创新打上标签。

腾讯公司副总裁林璟桦认为， 零售业数

字化的下一站， 是突破人货场的界限，

“零售数字化转型的开始， 在于打破时

空界限来做增量 ， 即使在不开店的时

候， 在用户没法到店的时候， 你也能做

生意”。

创新意义在于创造新价值

今年中国国际零售创新大会的主题

有两个关键词———零售与科技， 这两者

交叠产生的 “化学反应 ”， 有些成功 ，

有些却被验证失败。 在裴亮看来， 在创

新过程中， 一定会有很多争论和质疑，

因此， 需要回归创新的核心价值， 创新

的意义在于创造新价值。

以无人店为例， 前几年这一模式在

中国十分火爆 ， 但最近却频频发生危

机 。 相反， 亚马逊无人便利店 Amazon

GO 却实现了扩张。 “一个成功， 一个

失败， 这说明不是技术路线的问题， 而

是我们没有走通这个模式， 可能是因为

基础技术不扎实， 也可能是资本过于盲

目， 既然我们走进了误区， 就需要反思

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障碍 。” 在他看来 ，

任何技术创新都必须建立在业务和管理

不断优化创新的基础上， 很多企业的信

息系统、 业务流程基础薄弱， 也成为企

业创新无法达到预期成效的主要障碍。

马西莫·沃尔普也提到， 中美两大

经济体在零售创新上有着不同的发展特

色， 中国在创新道路上走得非常超前，

而美国则善于把新科技传导到消费者，

从这个角度而言， 双方应该互相学习。

科技赋予零售业创新魅力

零售业是给人们带来幸福的行业。

虽然这一行业从未停止创新的步伐， 但

不变的是， 它始终通过商品和服务满足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打响 “上海购物” 品牌， 大众点评

昨天发布 2019 年 “必逛榜” 榜单， 并

首次在上海发榜。 根据榜单， 上海共有

32 家商场登上 “必逛榜 ”， 成为 12 城

中上榜商场最多的城市， 占比近两成，

科技赋予零售创新魅力， 是这些上榜商

场的共同特色。 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表

示， 这将有利于挖掘年轻消费者的消费

需求， 助力打响 “上海购物” 品牌。

数据显示， 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已超过 1 万亿元， 全球零售商集聚度

高达 55%以上， 位列全球第二， 90%的

国际知名高端品牌进驻上海。 2018 年，

超过 3000 个国际国内品牌在上海首发，

上海首店达 835 家， 国际品牌首店约占

全国的半壁江山。

234 件文物呈现丝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盛况
（上接第一版）这些精美的文物呈现出丝

绸之路沿线国家丰富多样的文化交流，

展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在科技艺术的

融合互鉴、交汇碰撞的广度和深度。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王春法说，这

次展览是落实习近平主席“一带一路”倡

议和 2018 年首届丝绸之路国际博物馆

联盟大会联盟章程的具体举措。 唐朝诗

人王维有“人作殊方语，莺为故国声”之

句。 “殊方”意为远方异域，本次展览以

“殊方共享”为题，就是要让世界人民共

享人类文明之光。

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考古部主任

纳塔莉娅·希什林娜表示：“在这次展览

中展示的藏品表明，丝绸之路，这条古老

的贸易路线，不仅连接了东西方，发展了

贸易， 而且还有助于保持不同民族之间

的文化联系。 我们很高兴成为这种多元

文化对话与合作的一部分。 ”

丝路沿线博物馆跨文化合作

在随后举行的全球博物馆馆长论坛

开幕式上， 王春法和大英博物馆馆长哈

特维希·费舍尔共同见证了 《海外藏中

国古代文物精粹·英国大英博物馆卷 》

的首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欧敏行

表示，自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后，博

物馆一直是教科文组织的关注重点，博

物馆可以增强社会凝聚力， 促进各国间

的文化交流互鉴。在“一带一路”倡议下，

呼吁丝绸之路沿线博物馆跨文化合作、

共同展览， 这些努力对于促进文化多样

性，推动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都

是非常重要的贡献。

据介绍， 全球博物馆馆长论坛是中

国国家博物馆为贯彻响应习近平主席

“一带一路”倡议精神，落实关于加强文

明交流互鉴、 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

要讲话精神，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

重点， 继续加大与国外名馆特别是国家

博物馆合作力度组织的重要活动。

下一步，中国国家博物馆将按照“丝

绸之路国际博物馆联盟展览合作框架协

议”要求，继续深化和各国博物馆的交流

与合作，畅通联合办展渠道，优化联合策

展人制度，搭建人才交流平台，为促进各

国文明交流互鉴，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报北京 4 月 11 日专电）

推动上海电影事业持续繁荣更好发展
上海市电影工作座谈会昨召开

2018年，上海电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了一批优秀作品
本报讯 上海市电影工作座谈会于

昨天召开。 会议指出，上海电影界要学

习贯彻全国电影工作座谈会和李强书

记重要批示精神，深入分析上海电影发

展面临的形势任务，明确目标、振奋精

神、真抓实干，推动上海电影事业持续

繁荣、更好发展。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周慧琳出席会议并讲话。

2018年，上海电影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了一批优秀作品。会

上，《明月几时有》《我不是药神》《春天的

马拉松》 等 12 部上海出品影片被授予

“2018年上海电影佳作”称号。 其中，现

实主义题材创作可圈可点，浙江取材、上

海主创的《春天的马拉松》被中宣部列为

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重点影片，上映后

获得观众好评。 这 12部作品的背后，是

上海电影在 2018 年交出的一份亮眼成

绩单： 这一年， 上海共生产电影完成片

86 部，35 部上海出品影片进入院线上

映， 累计票房约 104亿元， 比上年增长

110%；上海出品影片票房占全国国产片

票房的 27.4%，4部上海出品影片进入全

年国产片票房前十位。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增强繁荣上海

电影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加快推进

上海全球影视创制中心建设，打造成熟

的电影工业体系和成熟的人才培养体

系，努力形成“1+3+X”影视产业发展格

局。要抓住创作重点，推进艺术创新，深

扎火热生活， 着力推出更多思想性、艺

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精品力作。 要

坚持问题导向、深化改革创新，强化资

源整合，完善政策供给，加强行业服务，

为上海电影实现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好

环境、提供有力支撑，努力开创上海电

影工作新局面。

上影集团党委书记任仲伦，博纳影

业董事长于冬，导演王小帅、宁浩、文牧

野等 10位行业代表在会上作交流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