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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 有不法分子擅自以我
司合法持有的 “谈家渡路 78 号”
对外发布虚假信息， 进行非法募
集、融资等活动，为此我司特发布
如下澄清公告：
一、我司从未通过任何渠道以“谈
家渡路 78 号” 开展任何募集、融
资等活动， 也从未授权任何个人
或实体以“谈家渡路 78 号”进行
上述活动。
二、 我司合法持有 “谈家渡路 78
号”产权。

三、 投资者如发现任何第三方有
冒用、盗用“谈家渡路 78 号”名义
进行非法募集、融资等行为的，建
议立即向当地公安机关、 监管部
门举报。

希望公众切勿轻信虚假信息，
以免造成资金损失， 我司保留采
取进一步的法律行动以追究该等
个人或实体法律责任的权利。

特此公告。
上海房地产时报社有限公司

2020 年 10 月 17 日

澄 清 公 告

新闻报社广告部
地址：威海路 755号 1310室
电话：22895230 63515724
邮箱：xwbsg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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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岁老人做竹木微雕
惟妙惟肖再现豫园风貌

晨报记者 谢

从《在雁荡路尽头唤醒春》步
入《巨鹿路林深》，在《绍兴路的星
期天下午》慢慢《从北京西路漫步
至日落》，在《汾阳路的骤雨》之后
遇见《衡山路流光》，《从北京西路
漫步至日落》……
昨晚，首届上海逛马路节在淮

海TX广场正式启动。记者获悉首
届上海逛马路节于 10 月 17 日至
30日举办，期间将推出一批特色活
动，为申城的秋天增添温度。
据市商务委介绍，本次逛马路

节特与上海地铁、哈啰出行联手，聚
焦南昌路、武康路、巨鹿路、愚园路、

大学路、多伦路等 6 条小马路、18
家小店推出打卡活动，挖掘一批匠
心小店。

而在 10 月 17 日和 24 日的下
午，逛马路节将推出 10 场转角音
乐会———上海特色商业街区发展联
盟携手 2020 上海街艺节，在愚园
路、巨鹿 758、甜爱路等街区，推出
街头艺人流动剧场精彩表演；在永
平里、思南公馆等街区，市民也将邂
逅由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们带来的
古典音乐快闪“盲盒”。
上海马路不仅有长短、宽窄和

曲直，而且它还有色彩、气味和声
音。穿行在上海马路的历史时空
里，不仅能听到有轮船汽笛声、报

童叫卖声，还能闻到咖啡香和油墨
味。逛马路节期间，上海图书馆将
把书搬进小马路旁的小店里，推出
“这一页，你非读不可” 打卡活
动，挑选了 6 本有关上海文化的
书籍，随机散落在 6 家街区友邻
小店中。

为寻找属于上海小马路的音
乐，本次上海逛马路节邀请第一届
进博会宣传片《上海，不夜的精彩》
的音乐创作者、青年音乐人罗威，从
他的《钢琴随笔》中精选 10 首关
于上海街道记忆的作品，集结成一
张《上海逛马路节漫步特辑》。从
《在雁荡路尽头唤醒春》步入《巨
鹿路林深》，在《绍兴路的星期天下

午》慢慢《从北京西路漫步至日
落》，在《汾阳路的骤雨》之后遇见
《衡山路流光》，《从北京西路漫步
至日落》，到《思南路入梦》……这
些马路音乐随笔，也是一颗颗关于
上海的时间胶囊，记录了上海街道
的生活瞬间。
与此同时，上海逛马路节期间

一批特色街区也将推出 30 余场精
彩纷呈的活动，共谱马路秋日之歌。
例如思南公馆推出“SinanYé 思
南夜派对”秋季逛马路节特别活
动，举办街角音乐会、思南读书会、
思南赏艺会等文化活动，打造文艺
周末生活；老码头推出 2020 爵士
老码头活动，每周五、六晚上演爵士

音乐盛宴；新天地推出玩乐天地·有
范街区活动，将带着大家在黄浦街
区的繁华中探秘；永平里推出康民
市集、杜梦堂画廊《动物狂欢节》主
题展览、武康庭狮语画廊《贝壳里
没有珍珠》展览，引领大家走近海
派文艺生活；愚园路 Fiufiu 画廊推
出《和安东尼一起去他人生的公寓
看一看》、愚园公共市集推出《遇
见·在地艺术的力量》等特色展览；
大学路推出创客嘉年华奇妙夜市和
Social Rabbit 艺术展；安义夜巷
推出静安国际美食嘉年华，打造街
区美食乐园；陕西北路开开百货、鸿
翔制衣、西区老大房等一批老字号
推出优惠活动。

首届上海逛马路节昨晚正式启动
17日至 30日举办，期间将推出一批特色活动，为申城的秋天增添温度

晨报记者 何雅君

九曲桥弯弯折折，中外游客穿
行其间；绿波廊标识醒目，敞开大门
迎接游客；临近湖滨美食楼的湖面
上，洁白的人物雕像立于水中，荷花
在周围亭亭盛开……这一切并非豫
园实景，而是一组名为 《上海一
角———豫园》的竹木微雕模型。
眼下，由上海老艺人彭逸民制

作的这组模型就陈列在豫园街道社
区文化活动中心里，作为“鼓·舞豫
园”老城厢文化节艺术联展的展品
对外展出。

10月 15日下午，在豫园街道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四楼展厅入口
处，记者看到了这组微雕模型。它差
不多占满了整张方桌，以豫园湖面、
九曲桥及湖畔主要建筑为内容，惟
妙惟肖地再现了豫园风貌。
作品的颜色、布局与实景相同，

九曲桥紧挨着湖心亭，周围是绿波
廊、南翔馒头店、湖滨美食楼、上海
小吃人家，还有盖着黛瓦的白墙将
景区围起来。九曲桥的走向、弯折数
目与实景一致，灯柱和栏杆根根分

明。楼群上有镂空的门窗，有些窗户
自然敞开，楼顶飞檐和实物一样微
微翘起，牌匾上的字体、颜色与原型
一致。再看湖面，莲台、鲤鱼等雕塑
的形象也和原物相同。
这件作品的制作者，是松江区

泗泾镇的八十岁退休老人彭逸民。
昨日，彭逸民在他的工作室里给记
者讲解了这组模型的制作技巧和材
料选择。
楼的墙面、九曲桥桥面和湖面

都是用三合板做的。桥上的路灯，灯
顶用铁皮制作、灯箱用有机玻璃做
成，串在细竹做的灯柱上。栏杆和门
窗也要用细竹子而不是木材来加
工，因为木材对微雕来说太粗。门窗
采用榫卯结构，可以灵活开关。屋顶
的瓦楞用细竹棍黏在三合板上来表
现。湖面上的雕塑用石膏雕刻而成。
所有建筑按照实景方位摆放，再配
上绢花制作的荷花以及面塑的中外
游客形象，一幅豫园游园场景就在
眼前铺陈开来。

彭逸民的微雕作品很多，这组
《上海一角———豫园》是其中颇有
代表性的一件，前前后后做了差不

多一年。
长年累月制作微雕模型，老彭

的掌心被磨得十分粗糙。他是松江
酿造厂的退休职工，退休后才和这
门手艺有了交集。
邻居们在外面热火朝天地搓麻

将、打牌，喜静的彭逸民就在家里把
一根竹筷削成九条，再用沙皮打磨，
为微雕做准备。平时，老彭会把收集
到的制作材料分类摆放，既有邻居
装修废弃的三合板、木条，也有自家

的老旧饼干箱、废电线里剥出来的
铜丝、外面找来的旧竹子，方便随时
取用。
制作豫园微雕模型，是因为居

委会组织的一次参观，目的地正是
豫园。有相机的居民纷纷在现场留
影，老彭没有相机，就把豫园的样子
记在了心里。听说有些老人腿脚不
便、没有去成，但也想看看，老彭决
定将豫园最精华的部分用微雕形式
再现。对照着别人拍下的不同角度

的照片，老彭开始动手制作。
因为照片画幅有限，有些角度

看不到，自己既没有相机也不会使
用，老彭便一次次从松江跑到豫园，
反复观察，并将各种细节记在脑子
里，比如南翔馒头店有几层楼、几扇
窗、几个门，九曲桥的哪一段挨着湖
心亭，湖面上的雕塑有哪些细微特
征……在做成这组作品之前，各个
角度的场景都已经装在他脑子里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