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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生活 拥抱风尚

自 2012 年发行至今，《熊出没》 始终乗

持“自然、环保、健康、快乐”的理念传达青少

年儿童成长需要的正能量， 共发布了多部动

画片和电影，成绩斐然。

近几年来，温室效应正在加剧冰川融化，北

极熊和珊瑚礁面临灭绝、 极端天气和洪涝灾害

等自然灾难频发。 展览联合上海仁渡海洋公益

发展中心，将理念知识和互动游戏巧妙融合，培

养孩子们保护冰川的责任感。 活动还特别邀请

到《熊出没》中熊大、熊二、光头强的原配音演

员，为孩子们录制了保护冰川的号召，呼吁从身

边小事做起，尽一份力所能及的心意。

本次展览设置了多项具有挑战性的装

置，俨然一座小型游乐场。 熊熊冰川观察站将

总高度近 8 米的三层大滑梯与超大海洋球池

相结合； 雪地急速探险还原了真实雪场的魅

力； 还有极地熊熊号海盗船、VR 冰川 4D 过

山车、极地冰壶挑战赛、雪域森林彩绘屋、极

地商店等。

2019 年，虹桥南丰城的关键词是“陪

伴”。如今，虹桥南丰城以“勇气”作为崭新的

关键词， 向成为全国亲子家庭商业标杆的方

向不懈努力。

“极地熊熊号熊出没冰川探险营” 展览

也围绕着“勇气”。 展览将超半数的游玩设施

升级为可允许成人陪同的模式，将“陪伴”与

“勇气”有机结合在了一起，使之成为每个小

朋友、 每个家庭成长之路上不可偏废的一双

羽翼。

（广 告）

魔都首个熊出没主题展亮相虹桥南丰城

号召全家总动员共同保护冰川

2020年 11 月 14 日—2021 年 1

月 3 日，全国 200 余家电视台和新媒

体持续热播的《熊出没》登陆虹桥南

丰城，举办其位于上海的首次线下展

览。 《熊出没》播放八年以来，位居中

国动漫网络点击排名榜首，本次联合

沪上知名亲子地标虹桥南丰城，历时

一年精心打磨，为魔都亲子家庭量身

打造了中国大陆首场冰川探险主题

展览———“极地熊熊号熊出没冰川探

险营”，将“保护冰川”概念嵌入紧张

刺激的游乐项目，让每个小朋友在探

险过程中树立起 “从细微处践行环

保”的意识和习惯。

伴随着 “LOVE CONQUERS ALL 嘉

无边·爱无界” 节日季亮灯仪式上儿童唱诗

班天籁般的吟唱，静安嘉里中心的冬日序曲

也正式拉开帷幕。

当天傍晚，以“WE 爱是我们”为主题的

灯光艺术装置被逐层点亮，同时，安义夜巷的

巨型拱门也一同亮起， 在恒星乐队的动人演

奏下共同绽放出爱与希望的美好光芒。据悉，

此次“WE 爱是我们”的灯光艺术装置结合了

“城市心情”这一创作理念，由上千个“心情立

方” 堆砌而成， 将每个人的心情故事悉数收

藏，封存成属于 2020 年的城市独家记忆。

12 月 1 日至 24 日，KerryOn 都将围绕

温暖、分享、健康、永续等主题开展各具特色

的社群活动。 周一由一场爱意派送开启美好

生活的仪式感；周二，一起开启进行一场可持

续生活方式的手工工艺体验；周三，KerryOn

将为周边白领进行热红酒的派送， 传递暖心

爱意；周四，共赴一场瑜伽派对，在健康永续

的运动中， 重新唤起对生活的热情； 周五，

“铲屎官” 则可以带上自己毛孩子参加宠物

时装定制派对，留下专属你们的独家记忆。

巴黎贝甜 1988 年成立至今 ， 全球门店

3700 多家，足迹遍布法国 、中国 、美国 、新加

坡、越南等地。 近年来，巴黎贝甜以丰富的甜

点种类，以及馥郁香甜的口感，成为众多消费

者分享美好瞬间的优秀烘焙品牌。 欧洲风格

的烘焙方式赋予面包诱人的香气， 在面包入

袋的一瞬，心中也溢满甜香。

湿润、柔软、香浓，尚未品尝就留下深刻

印象的芝士， 是种有点猴急的食材， 轻轻一

抿，颇具锐度的鲜美感悠悠然融化，带来愉悦

感受。 近日，四款芝士面包上线登陆巴黎贝甜

全国门店，还不快去与芝士梦一场！

芝士香肠面包，明亮的马苏里拉芝士在口

中舒展，奶味与咸香交织；三重芝士甜面包，充

分释放芝士的微酸、微甜、微咸风味；清香罗勒

芝士面包， 双重芝士像羽毛一样融化在舌尖

上，罗勒叶解腻又解馋；青酱鸡肉芝士面包，鸡

肉经青酱调味，香而不柴，感受多重芝士的奇

妙魅力在于探索口感间一点点微妙的不同。

2020岁末悄然而至， 圣诞钟声在城市中回

响。 近日， 尚嘉中心联合英国百年经典 BEN鄄

JAMIN POLLOCK'S TOYSHOP 打造华美

的圣诞剧场，以“奇愿乐遇”为主题迎来璀璨的亮

灯仪式。 12米高的圣诞屋温暖亮相户外广场，精

选的百老汇音乐剧优雅开场，微缩玩具幻化成实

景戏剧场景，吸引一众消费者前来拍照打卡。

尚嘉中心将戏剧艺术从剧场搬到了商场，

以极具想象力和戏剧性的方式带领大家开启

一场艺术之旅。百老汇的经典音乐剧开场将奇

愿剧场华丽点亮， 为节日平添更多艺术气息，

“特邀嘉宾”时尚兔 Lapin 惊喜现身，与现场来

宾共襄盛举。

在奇愿圣诞剧场的门口，尚嘉中心形象代

表兔 Lapin 遇上从英国远道而来的 Pollock

先生正在紧张筹备圣诞演出节目。在接下来的

一个月的周末里， 舞台上将呈现《Physical 

Theatre 肢体剧场》、《现代童话音乐秀》等音

乐及戏剧演出， 通过逼真生动的精彩演绎、引

人入胜的故事改编，带领消费者走进美好的世

界，创造温暖梦幻的午后互动时光。

位于舞台幕后的互动体验区， 则是 Pol-

lock 先生从英国带来的精选的微缩剧场玩具

展 览 ， 据 悉 ，BENJAMIN POLLOCK'S 

TOYSHOP 是一个拥有过百年历史的英国玩

具品牌，一座座微缩剧场玩具将百年维多利亚

风华尽收其中。通过巧妙的设计将布景、道具、

演员、 舞台灯光全部融入一方玲珑的玩具之

中，将一部部经典戏剧惟肖惟妙地打造成可供

玩乐的艺术作品。

近日，全球知名苏格兰威士忌品牌为纪念

其自创始人起的 200 年发展里程碑，并为下一

个即将到来的 200 年喝彩，而隆重推出了四款

“200 年纪念珍藏系列”特别限量版威士忌，其

中三款运用创新的威士忌匠造方式打造出全

新酒液。 此次四款特别限量版酒款推出，旨在

向尊尼获加所走过的传奇旅程而致敬。

四款“200 年纪念珍藏系列”特别限量版

威士忌分别为：尊尼获加蓝牌调配苏格兰威士

忌、 尊尼获加蓝牌苏格兰调配威士忌--传奇

八杰纪念版、尊尼获加调配苏格兰威士忌欢庆

版和尊尼获加 28 年调配苏格兰威士忌。

此款限量版威士忌灵感源自于尊尼获加

礼赞系列发展历程中一个里程碑式的事

件———1860 年尊尼获加老高地威士忌的发

布。 从获加家族起家杂货铺中所私藏的一味

19 世纪 60 年代威士忌风味中受到启发，并

以同时代运营的酒厂珍贵威士忌原液加持，

呈现馥郁繁复的风味。

此款杰出的威士忌还原了约翰·获加

先生在苏格兰起家的小杂货铺所历经的风

味发展历程， 馥郁的风味层次和对于其别

致风味的想象可追溯出约翰·获加先生对

于风味的期待。 以优质杰出的威士忌原酒

匠造而成， 所运用酒液皆为 28 年以上陈

酿，包括来自于例如皮蒂维克，坎伯斯和即

将重启的波特艾伦酒厂等 “消逝酒厂”的

珍贵酒液。

作为实体商业聚焦的新亮点， 以及沪上

引领趋势的体验式消费地标， 上海港汇恒隆

广场始终秉承不断为顾客提供高端精致的购

物空间和消费体验之宗旨。 日前，上海港汇恒

隆广场焕新派对盛大启幕。 现场光璨非凡，各

大高端品牌倾力支持， 联袂呈现全国乃至全

球独家、首发或限量臻品。 上海港汇恒隆广场

更是率先开启线下零售新尝试， 邀请电商头

部主播李佳琦与时尚买手包先生将 “直播带

货”引入实体商场。 在直播购物大热的消费新

时代，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更为便利的体验。

名流挚友、明星嘉宾齐聚当下，沉浸于

商场的全新业态及精致样貌之中。 与此同

时，点燃活力的华丽演出，惊喜不断的品牌

活动， 充满趣味的互动嗨玩令人目不暇接，

潮流与奢华并举，开启了一段无与伦比的尊

享狂欢，使之成为当之无愧的城中热事。

各大品牌亦踊跃参与到狂欢之中，设置

丰富多样的店内专属活动供来宾尊享个性

化体验：LOUIS VUITTON、DELVAUX 等

奢华皮具品牌，推出融合卓越品质与手工技

艺的烫印体验；JIMMY CHOO 与 CLUB-

MONACO 的 香 薰 手 作 与 香 氛 沙 龙 ；

MONTBLANC的皮具手绘体验；HIER 古

董珠宝的品鉴分享以及 SNOW51 的室内

滑雪表演……

美妆区则设置有 DIOR 彩妆秀以及

GIVENCHY 等多个品牌的产品陈列展示

及礼品派样机，供顾客互动体验，感受精彩

丰呈的特殊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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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安石是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与

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旗下最具规模的产

业投资基金管理人与地产投资平台。 截至

2020 年 9 月末，通过各种机会型、增值型基

金， 光大安石累计管理规模超过 1260 亿人

民币。目前，大融城体系已在全国 10 个城市

管理 19 座大融城， 总管理规模过 200 万平

方米， 逐渐形成商业地产品牌矩阵：ArtPark

大融城、大融城、大融城生活馆、文旅商业中

心、大融汇，精准覆盖不同消费人群，完善全

社会商业空间。 这是近日在光大安石商业年

会暨 Art Park 大融城产品发布会上获得的

信息。

作为国内率先建立起“募投管退”资产

管理模式闭环， 并持续取得成功先例的房地

产基金公司，光大安石同时链接起城市、资本、

商场场景和消费者， 它更像是商业上下游产

业链的链接者，致力于搭建跨界商业生态圈。

光大安石擅于因地制宜打造商业项目。纵

观光大安石目前在营的 19 座大融城， 会发现

每个项目都有独特的定位和精准的客群。在未

来，Art Park 大融城将打造半开放式空间，选

址于交通枢纽、写字楼密集的区域，并且以“圈

层 + 社群”的理念进行运营。

发现地：光大安石商业年会 跨界搭建商业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