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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游

现代风貌

路程：
路程
：
约

2.6 公里

路径：泰东路轮渡站——滨江大道——东方
明珠广播电视塔——上海城市历史发展陈列馆
——陆家嘴中心绿地——上海中心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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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对于浦东居民或在陆家嘴地区工作的人群来说，
这条路线再熟悉不过了。沿着黄浦江漫步至陆家嘴腹
地，
短短数公里，
浓缩了浦东开发开放的精华。
现代风貌的起始点，是有着 70 年历史的泰东
路轮渡站，它见证了浦东翻天覆地的变化。泰公轮
渡线连接了浦东新区泰东路和虹口区东平路，自
1948 年航行至今，全长约 0.63 公里，日客运量约 4
万人次。上海轮渡曾经是往来浦江两岸的唯一方
式，是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上
世纪 80 年代全球最繁忙的轮渡航线之一。再乘坐
一次轮渡，
在江风徐徐中感受浦江两岸巨变。
从轮渡站出来，便是滨江大道的入口处了。这
条道路建成于 1997 年，多年来，一直是海内外游客
“打卡”地之一。如今的滨江大道，环境更为宜人，
选择更为丰富。不仅有多种风格的美食餐厅，还有
规划整齐的灰色骑行道和红色跑步道。在浦东文
华东方酒店工作的蔡小姐，每天早上喜欢提前来到
酒店，在滨江大道的慢跑道上往返跑上一会儿，感
受滨江的四季美景。特别是在慢跑道建成后，蔡小
姐感到来这里锻炼的人数明显增加。不仅清晨有
晨跑爱好者，傍晚时分，也有许多在陆家嘴工作的
白领，下班后选择来到滨江大道进行锻炼并欣赏美
妙日落。
沿着滨江大道向南漫步，亲水平台上保留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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邂逅西岸
路程：
路程
：约 4.1 公里

路径：龙美术馆（西岸馆）——余德耀美术馆
——上海摄影艺术中心——龙华寺——龙华烈
士陵园——朵云轩
走进龙美术馆、余德耀美术馆等西岸文化群
落，将充分感受艺术之美，提升审美情趣和生活
品味。龙美术馆原为煤炭码头，由“煤漏斗”改造
而成的“斗廊”营造出怀旧工业感。余德耀美术
馆原址是上海飞机制造厂机库，美术馆建筑主体
空间是麦道飞机的机库，建筑一侧设计成玻璃
房，引入户外绿植，将玻璃大厅变成绿意盎然的
公共空间。
邂逅西岸路线中，还有上海摄影艺术中心、
龙华寺、龙华烈士陵园、朵云轩等地，既能感受艺
术之美，也可体验中华传统文化，
值得细细品味。
微旅行，正是以这种步行的运动休闲方式，
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发现城市之美，寻踪探秘属于
上海的城市故事。

美术馆

着 70 多年历史的船厂码头和巨型铁锚，这里也是
欣赏浦西万国建筑博览群的最佳位置之一。滨江
大道左侧，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巍然矗立在陆家嘴
腹地。作为上海标志性文化景观之一，东方明珠广
播电视塔高 468 米，塔内有全透明悬空观光廊、可
口可乐欢乐餐厅、空中旋转餐厅等，吃喝玩乐一应
俱全。此外，上海城市历史发展陈列馆就位于东方
明珠广播电视塔的底楼，可在各种栩栩如生的场景
中，
感受上海近代历史的变迁。
寸土寸金的陆家嘴，保留了一块上海市区内规
模最大开放式草坪——陆家嘴中心绿地。这里以
绿为主，水景为辅，地形高低起伏，为现代金融城区
营造了都市“绿肺”。陆家嘴中心绿地不定期地还
会举办一些文艺活动，如国际咖啡文化节、户外音
乐演出等，
为陆家嘴金融城增添一抹人文色彩。
现代风貌的最后一站必须留给上海中心大
厦。作为陆家嘴核心区超高建筑群的收官之作，上
海中心大厦以 632 米的高度成为中国第一、世界第
二高楼。这里也是上海“三高”的集合地，站在上海
中心大厦的门口，一抬头，便能拍到金茂大厦、环球
金融中心和上海中心大厦三座超高建筑的合影。
上海之巅观光厅位于上海中心大厦第 118 层，垂直
高度 546 米，透过落地超大透明玻璃幕墙，可 360 度
俯瞰上海城市风貌。

余德耀

2018 年伊始，黄浦江两岸 45 公里岸线贯通
开放，这么长的岸线怎么玩？上海市旅游局以
“滨江发现之旅”为主题，推出了 5 条黄浦江滨
江微旅行线路，包括工业历程、文艺风情、摩登
岁月、邂逅西岸、现代风貌，助你“笃笃悠悠”玩
遍滨江两岸。
□撰文 本报记者 周蓓君

选这 5 条微旅行线路

文艺风情
路程：
路程
：
约 2.8 公里

路程：
：约 2.8 公里
工业历程 路程
路径：黄浦码头旧址——上海船厂景观步道——英商怡和纱厂旧址——
杨树浦水厂——怡和 1915（杨树浦纱厂大班住宅）——东方渔人码头——丹东
路轮渡站——杨浦大桥

杨浦区的“工业历程”主题串点成线，将船厂、
纱厂、水厂和码头等工业遗存整合，在漫步的过程
中，可触摸上海百年工业史，感受近代工业文明。
黄浦码头已有百余年历史，在上海世博会期
间，这里曾是水门码头，可以搭乘“水上巴士”直接
进入世博园区。沿着杨树浦路前行，这里集合了工
业历程路线中的大部分景点。上海船厂景观步道
是杨浦滨江开发后，市民进入滨江的 8 条通道之

摩登岁月

路程：
路程
：
约

3.2 公里
朝阳下

路径：外白渡桥——外滩源——和平饭店
——汇丰银行大楼——上海电信博物馆——十
六铺水岸——老码头创意园

外滩是上海的一张名片，滨江微旅行的摩登岁
外滩是上海的一张名片，
月，
荟萃了上海的经典都市景观，
荟萃了上海的经典都市景观
，
呈现着上海的人文
风貌，
风貌
，
展现着上海的活力与时尚。
展现着上海的活力与时尚
。
外白渡桥即将迎来110
外白渡桥即将迎来
110岁生日
岁生日，
，
这里曾经是上海
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象征，
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象征
，
也多次出现在文学和影视作
品中。
品中
。
外滩源无论从建成时间还是地理位置而言，
外滩源无论从建成时间还是地理位置而言
，
都可
称为外滩的起点。
称为外滩的起点
。这里有外滩地区最早建成的一批
历史建筑，
历史建筑
，
也是外滩的源头，
也是外滩的源头
，
经过修旧如旧的改建后，
经过修旧如旧的改建后
，
这里成为集合奢侈品零售和高级餐厅的休闲天地。
这里成为集合奢侈品零售和高级餐厅的休闲天地
。

浦江东岸呈现出全新风貌。
浦江东岸呈现出全新风貌
。

路径：上海大厦——浦江饭店——金光中心
——北外滩滨江绿地——建投书局——上海犹
太难民纪念馆

一。英商怡和纱厂旧址、杨树浦水厂和怡和 1915
都由英商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建造，具有英
国传统建筑风格。
杨浦大桥和丹东路轮渡站连接了杨浦
和浦东两地。丹东路轮渡站南至浦
东 民 生 路 轮 渡 站 ，从 杨 浦 摆 渡 过
来，正可以去近期火热的民生码头
八万吨筒仓游览一番。

的外白

渡桥

和平饭店、汇丰银行大楼
和平饭店、
汇丰银行大楼、
、上海电信博物馆可
谓最老牌的游客
“打卡
打卡”
”
点，
如今，
如今
，
上海有趣的地
方虽然多了起来，
方虽然多了起来
，
但这些老建筑依然吸引着
人们一次又一次地留影、
人们一次又一次地留影
、
参观。
参观
。
沿着外滩继续向南前行，
沿着外滩继续向南前行
，十六铺
水岸和老码头创意园摇身一变，
水岸和老码头创意园摇身一变
，
成
为集休闲、
为集休闲
、娱乐为一体的商业
中心，
中心
，
各种风格的餐厅、
各种风格的餐厅
、
文艺
活动为老城厢增添了无
穷活力。
穷活力
。

□本报记者 刘思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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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制图 吴婷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一
条精致的旅游线路，必将为游客带来一次难忘的
文化之旅、精神之旅。在北外滩你会发现阅读浦
江风情的绝美角度。
上海大厦、浦江饭店曾是十里洋场最时髦的
场所，也是很多老上海人心目中高不可攀的“高
级场所”。如今，你可以走进上海大厦、海鸥饭店
等一批老饭店，探寻上海的传奇过往，在珍贵的
老物件里流连忘返。
北外滩白玉兰广场的金光中心建筑高度 320
米，问鼎“浦西第一高楼”。北外滩滨江绿地面积
达 13.6 万平方米，由林下灌木构成的幽静空间、
植物廊道、彩色花带令人赏心悦目。
公平路上的建投书局隐藏在嘉昱大厦一层，
推开书局 4 楼咖啡区背后城墙般厚重的门，一座
隐藏的“霍格沃兹”图书阅览室跃入眼帘——挑
高空间、拱形穹顶、复古大钟，还能从巨大落地窗
眺望浦江。长阳路上的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建
于 1927 年，现在已修旧如旧，恢复了当时作为犹
太会堂时的建筑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