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断巩固和扩大奥特莱斯业态的领先优势，并将优秀经验输出到长三角和全国———

立足上海高地，百联集团打造奥特莱斯的“标杆效应”

首开“国风奥莱”先
河，用国潮文化与 Z 世
代“对话”

一个成功的商业项目入市， 总是带着
独特的理念烙印。 杭州百联奥莱从开业伊
始，就自带这样高光：它不再是欧洲小镇风
格，而是与地缘、人文融为一体的商旅文融
合项目，首开“国风奥莱”先河。

从设计“起笔”，这便是它最亮眼的姿
态：总建筑面积 24万平方米的杭州百联奥
莱，在超山风景区、塘栖古镇、十里香雪海
的雅致美景间，自然糅合了国潮文化，中式
美学的建筑语言又添上了几笔意蕴： 糅合
先古城廓的赭壁与丝蕴水乡的廊檐，以褐、

灰交叠的外墙立面与黛青起伏的坡屋顶
群，形成充满人文艺术的建筑肌理。

从现场景观与公共艺术的氛围中，也可
感受到项目借笔京杭运河传承与底蕴之意：

以街巷为河，以广场为港，用花会、灯会、戏会
主题艺术装饰，赋予三个主要街巷和而不同
的艺术空间调性；以游船为座椅，以树池为
卵石，营造一幅泛舟游赏的“运河游园”画卷。

首开 “国风奥莱” 先河的杭州百联奥
莱，映衬的是当下的消费趋势。在文化自信

的时代背景中 ，

“国潮风” 逐步走
入大众视野 ，90

后 、00 后新生消
费力量热情拥抱
国潮已成为大势
所趋。让国潮奥莱
与 Z世代“对话”，

这一创新不仅让
杭州百联奥莱诠
释了自己的特色，

也是奥莱抓住年
轻消费群体的“杀
手锏”，这对于“以
低价取胜”的业态
来说，是更具年轻力的破圈尝试。

值得一提的是， 首个国潮风奥莱的布
局中，还承载了更多的国潮内容。包括中国
李宁、波司登、太平鸟、朴术、老凤祥、小米
之家等一大批国潮品牌在此集中亮相，为
“国潮”崛起中凸显文化自信的品牌开拓了
一条全新的路径。 有分析人士认为，过去，

国内奥特莱斯一般都是看国际品牌的集结
能力， 国内品牌往往只是衬托， 分散在各
处， 而此次杭州百联奥莱不仅网罗了一众
国际奢品名品， 更将国潮放置在新的语境
中加以诠释，也是一种创新。

有统计数据显示，9月 29日试营业期
间，杭州百联奥莱的开业率就高达 96%，首
日客流近 10万人次， 销售额突破 500万
元，创百联奥莱新店开业新纪录。

确立标杆效应：巩
固和扩大奥莱业态领先
优势

力争到“十四五”末率先基本建成具有
全球影响力、竞争力、美誉度的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正在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
上海，为自己定下了一个“小目标”。它的题
中之意，是确立一种风向标式的标杆效应：

在上海塑造最前沿、最核心的消费理念，并
将这种优势辐射到全国。

站在奥特莱斯的维度， 上海一直是奥
莱行业的汇聚高地，外资系、国资系、民营
系多种模式在上海集聚， 国际国内知名品
牌在上海交汇，加上买买买的消费实力，赋
予了上海奥莱行业足够的活力与优势。

作为上海的商业航母， 丰富的零售运
营经验加上国资企业的背景， 百联集团算
得上是中国奥特莱斯板块的拓荒者。 公开
资料显示，2005年， 百联就已宣布打造一
种“全新的商业零售业态”，彼时奥莱概念
在国内兴起还不足三年；2007年， 百联股
份将奥特莱斯列入未来发展的三大主要业
态之一，同年，上海青浦奥特莱斯项目实现
年度盈利及累计盈利， 成为行业内的一个
里程碑。此后，百联奥莱拉开了全国范围内
扩张的序幕， 将上海的标杆之作复制到全
国———七城八子的布局， 扩大和巩固了百
联集团在奥特莱斯领域的优势地位。

“十四五”期间，百联集团首次提出了
“一核三柱”的产业发展战略，即围绕商业零
售这一核心，凝结商业金融、商业资产、商业
投资“三柱”势能，以“一核三柱”商业产业集

团的战略定位， 努力成为消费升级的引领
者、商业模式的创新者。这一战略之中，做强
主业的决心坚定不移，未受疫情影响的奥特
莱斯产业迎来了扩大优势的新时期。

以何种标杆加速扩大自身优势？ 奥特
莱斯行业走入精细化发展的今天， 以数字
化驱动全链路体验和运营，成为关键之举。

从目前的格局来看， 在奥特莱斯行业为数
不多的巨头中，数字化的渗透率并不高。而
百联集团的数字化转型早在几年前就已开
启，并逐渐形成 i百联平台的“新基建”以
及百联云店的线上业务拓展模式， 这为杭
州百联奥莱的开业插上了“数智化”翅膀。

与此同时，百联牵手华为，依托自身积
淀的数字化基底， 加速数智化连接与拓展，

率先打造“数智奥莱”行业样板：通过引入数
字化的管理技术和智能化的管理终端，打造
体验、消费、管控三心合一的智慧运营中心；

通过线上“百联云店”与线下数智化场景的
不断融合， 持续优化全时域潮流消费体验，

实现服务可触达、管理数字化、智慧看得见。

数字化赋能引领新零售创新转型之
路。从数字化的维度来看，百联集团的奥特
莱斯业态仿佛一张网，网的触角向前，延伸
到全国的各座城市， 而网的中心节点依然
在上海，通过数字化的“新基建”和“智慧大
脑”，从数量向质量谋变，为自己积累更多

的势能，建立起标杆效应。

实现辐射作用：助
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
发展

树立标杆效应， 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辐
射带动效应， 将上海在消费领域的优秀经
验、做法带到全国。 这也是上海，打造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的责任与使命。

根据刚刚发布的 《上海建设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实施方案》，上海将加强国内大市
场联动。放在面前的新课题是，深化长三角
消费品制造业和终端消费市场联动发展，

优化消费品设计、 制造和销售产业链的分
工布局， 为本土品牌孵化提供产业腹地支
撑。 发挥上海国内外消费品集散中心的优
势，把更多优质本土品牌、新品潮品、新业
态新模式向全国辐射。

站在“十四五”的开局之年，新一轮“上
海购物”品牌打造的起步之年，百联集团在
助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方面已经有所成
就。“五五购物节”期间，集团就联动旗下业
态在长三角协同“共舞”，而如今将奥特莱
斯落子杭州，更是做大做强“一核”零售主
业的有诺必践。

事实上，百联集团在长三角地区的发展
有扎实的根基。百联奥特莱斯广场在上海青
浦的项目就是落在长三角的腹地内，迄今仍
保持着行业巅峰者的纪录： 在 2020年中国
市场奥特莱斯项目销售额排名中，青浦百联
奥特莱斯以年销售额 46.5亿元的成绩轻松
夺冠，也是其自 2014年起连续 7年夺冠。

此次， 杭州百联奥莱作为第八个奥莱
作品再次进阶，无疑也为长三角地区的业态
融合发展，以及区域之间的协同联动提供了
发展范本：“一日微度假”的融合体验，为长
三角区域带来“一小时高铁圈”的国风奥莱
商旅文体验；而手握优质国际名品资源的百
联集团，也可进一步将优势资源辐射到长三
角，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为出发点和落
脚点，更好阐释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

立足长三角地区的宏观视野， 上海发
挥着引领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和上海大都
市圈发展的核心城市作用。 百联集团将借
奥特莱斯业态的高地优势， 进一步助推长
三角一体化建设， 增强消费在上海构建国
内大循环中心节点、 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
链接中的基础性支撑作用， 为全面提升上
海城市能级与核心竞争力作出更大贡献。

正在迈向国际消费中心建设的上海，在“上海购物”各业态的发展上，一直
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姿态。 除了拥有领潮全国商业理念的诸多购物中心之外，上
海一直也是奥特莱斯业态的高地，并持续将这一业态的服务理念、服务标准、服
务能力拓展到全国。

10月 15日，国内首家“国风奥莱”———百联奥特莱斯广场（浙江·杭州）开
业，这也是百联集团在奥特莱斯序列上的第八个作品。 现代新潮与人文圣地相
会、数智变革与杭城文脉交融、中式美学与现代建筑“对话”……打破奥特莱斯
传统风格，杭州百联奥莱呈现出“一日微度假”的商旅文新生态，在超山 -塘栖
“诗路”上，打造了一片品牌联动、跨界融合的美好生活打卡地。

站在“十四五”发展的开局之年，消费被赋予了更多的意涵。 它不仅仅是我
国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也在升级中重构更大的格局，数字转型、文
化体验、业态创新，这些都是消费升级过程的应有之意，对于仍然年轻的奥特莱
斯业态而言，更是巨大的机遇期。作为上海商业航母级存在的百联集团，正御风
而上，不断巩固和扩大奥特莱斯的领先优势，为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提供
新范本，也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起到标杆引领作用。

▲

10月 15日刚刚开业的杭州百联奥莱是国内首家“国风奥莱”

■本报记者 付鑫鑫

人物小传
阴长青，上海市组团式教育援藏队成员、日喀则市上海

实验学校地理教师，二度进藏。 从拉孜县南汇路、嘉定路、闸
北路，到日喀则市桑珠孜区的“四纵四横”道路，他都了然于
胸，“因为了解，所以深爱”。

从莫奈、博纳尔到马蒂斯，上海呈现法国现代艺术“简史”
上海东一美术馆推出29位法国现代画派大师展，80件艺术精品首次在国内展出

在西方艺术史上， 兴起于法国的印

象派无疑具有划时代意义， 它触碰了学

院派的界限， 使人们的审美观念发生了

转变， 推动了美术观念和绘画技法的革

新，开启了现代艺术的大门。这一艺术流

派之后，法国画坛经历了哪些变化？

眼下正在上海东一美术馆展出的

“从莫奈、博纳尔到马蒂斯———法国现代

艺术大展”，通过 29 位艺术大师的 80 件

艺术精品给出系统梳理。 布丹、莫奈、高

更、马蒂斯、毕加索、杜飞……展览几乎

囊括了所有法国现代画派大师， 并涵盖

了印象派、点彩派、表现主义、纳比派、野

兽派、立体主义等众多艺术流派，堪称法

国现代绘画潮流的缩影。值得一提的是，

所有展品均来自法国本伯格艺术收藏基

金会，全部为首次在国内展出。

“艺术面向当代生活”，
印象派开启现代艺术大门

展览从印象派开始说起。 1874 年，

一群反对古典学院派的年轻艺术家探索

出了一种新的画风。他们主张走出画室，

描绘自然景物，把握光与色的瞬间印象，

使画面呈现出新鲜生动的感觉。 苦于找

不到地方展示作品， 画家们把摄影师纳

达尔的工作室改造成了一个画廊， 举办

了一场自发性的民间展览。 展览在当时

引起了较大的争议，其中，莫奈的《日出·

印象》遭受了一位评论家的犀利讽刺，他

用略带贬义的“印象”一词揶揄莫奈画风

的离经叛道，“印象派” 也因此成了这场

新艺术运动的名称。

展厅中的第一件作品出自莫奈的老

师欧仁·布丹之手。此次展出的《鹿特丹，

证券交易所大桥》是一张城市风景画，创

作于布丹 1876 年访问鹿特丹时。 画面

中，倒映在河面上的桥洞、帆船、房子、白

云，影影绰绰、波光粼粼，体现了画家对

笔触、光影的独特理解。 随后，便是印象

派的代表人物莫奈、毕沙罗等人的作品，

一场法国现代绘画的大幕也由此拉开。

印象派主张“艺术面向当代生活”，鼓励

艺术家们摆脱束缚， 把对自然清新生动

的感观放到了首位。

而印象派之后的法国画坛又发生了

什么？ 这之中，有一位画家不得不提，他

从莫奈的色彩理念中认识到色彩的无限可

能性， 并用全新的艺术观念在印象派晚期

与野兽派之初架起一座稳固的桥梁。 他就

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色彩魔法师，纳比派创

始人之一博纳尔。此次展览中，博纳尔的作

品最多，有 29 件。 《勒卡内》是他风格成熟

期的作品，这个地方位于博纳尔生活 22 年

的居住地和工作室附近， 画中既有真实世

界的轮廓也有主观情感的感受， 让人体会

到艺术无限的可能性。

中国在疫情防控方面的
出色表现，促成艺术珍品来沪

1905年， 文化之都巴黎举办了一场被

认为是 20世纪第一件艺术大事的展览。 由

马蒂斯带头的年轻画家们在秋季沙龙展出

了色彩尖锐、笔触粗犷、故意扭曲、反自然主

义画法的作品，他们因而被封为“野兽派”。

作为野兽派创始人和博纳尔的好友，

马蒂斯亦是展厅中最值得关注的艺术家之

一。 他标志性的风格是运用纯粹的色彩抽

象地表现人和物的形态， 大胆地配色让画

面色彩丰富，对比强烈，构成视觉冲击。 展

厅中，其作品《昂蒂布的景色》完美地展现

了度假胜地的美丽风光。 这是了解马

蒂斯艺术风格演变的重要作品， 从画

面粗放的笔触中可以看出他早期追求

情感表达的表现主义倾向。

在展览的后半段， 主办方专门辟

出了两块区域： 一块专门呈现纸本绘

画作品， 一块则汇聚了艺术家们在地

中海沿岸写生的风景画。 毕加索的画

作无疑是其中的“明星”，吸引了不少

观众驻足观摩。他的粉彩画《皮埃罗和

阿尔勒金》 是其辉煌一生临近结束时

创作的作品。 画中二人是毕加索晚年

的友人， 他们鲜明的个性被毕加索用

诙谐的线条刻画出来，氛围轻松幽默。

他将不同时期艺术所留下的印记，融

入了这幅画中： 人体描绘有着明显的

立体主义色彩， 人物周围又有着受超

现实主义诗人启发的梦幻氛围。

据主办方之一上海天协文化负

责人谢定伟介绍，法国本伯格艺术收

藏基金会愿意借展，重要原因是中国

在疫情防控方面的出色表现。 “当世

界上很多博物馆暂停开放甚至永久

关闭 ，中国的美术 、文博展览早已恢

复如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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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婷

阴长青：二度援藏支教乐在其中
少则 1 万步， 多则 4 万步，“好动分

子” 是阴长青在上海援藏教育队里响亮

的名号。 作为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地

理教师，他身处高原，仍然像在上海一样

喜欢参加各种体育锻炼， 强健的体魄使

他更易适应援藏工作。

“这大概是 2 年前，组织上会批准我

‘二次进藏’的原因之一。 ”阴长青笑着说。

阴长青上课，有些细节值得说道。比

如，高原缺氧常使人健忘，但阴老师很少

会在课前忘带教案 、教具或 U 盘 ；即便

连上三节课，他也总有水喝，不至于口干

而在课堂上“卡顿”。 学生们评价：“阴老

师上课不易‘断片’。”“阴老师课堂讲授，

特别有趣。”“上阴老师的课，大家都很投

入，以至下课铃响，我们才明白，要到下

周才能再与他在课堂相见了。 ”……

阴长青坦言， 如何引导学生在学习

方法上有所突破， 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十

分重要。 “原来在上海讲地理课的经验，

在高原可能不太合适， 学生的成长环境

差异较大。但我可以就地取材，告诉学生

们，西藏高原是怎么来的，更贴近学生生

活。 ”阴长青告诉记者，沪藏两地共同举

办的“网络地理”课程教学，帮助日喀则

市的孩子认识到祖国的地大物博。

课堂之外， 他还会力所能及地去帮

助学生们解决一些困难，“这是我们身为

一线教师的责任”。 比如，他曾向偏远幼

儿园的小朋友捐赠过冬衣物， 也会抽空

与同事一起到日喀则市第二福利院，陪

孩子玩游戏、猜石子、转魔方；甚至自掏

腰包，资助困难学生求学等等。

“心胸开阔天地宽， 学问广博道路

长。 ”作为地理人，阴长青开设了颇具特

色的地理专题讲座《巧记地名识中华，爱

我中华爱国家》，给日喀则市的地理教师

做培训。 由他带教的德吉措姆老师现已

被拉孜高级中学录用。

和其他援藏同事在一起，阴长青也常

帮助他人排忧解难。 “我从教已有 20 多

年，援藏很光荣，想想前辈阴法唐、孔繁森

以及前八批援藏干部的团队精神和奉献

精神，就会感觉，即便有再多的困难，也不

算太难，再多的坎儿也不是事儿了。”阴长

青一直乐观向上，见谁都笑盈盈的。

在上海援藏教育队里，有人说：如果

你觉得日子有点单调，就去和阴老师一起

散步，妙趣横生；如若你自觉援藏所能有

限，你就听阴长青的课，肯定发现还有诸

多事务值得尝试； 假设援藏是座高山，和

阴老师一起攀越，感受注定颇为不同……

“说到底，我只是比第一次参加援藏

的同事更有经验， 比那些年轻的教师多

些阅历罢了。 ”阴长青坦言，同行教师对

他的赞誉，也是对自己的鼓励，让他心甘

情愿一如既往地坚守下去， 为完成援藏

支教任务不懈努力。

此次法国现代画派大师展上， 纳比派创始人之一博纳尔将有 29 件作品亮

相。 图为其作品 《海岸》。

雪域礼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