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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 昨天是五四青年节，

市委书记李强向全市广大青年致以

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李强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是“十四五”开局

之年，全市上下正以排头兵的姿态

和先行者的担当奋力谱写人民城市

新篇章。希望全市广大青年牢记习

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和嘱托，继

承和发扬五四精神，树立远大理想，

赓续红色血脉，锤炼过硬本领，勇担

时代重任，积极投入上海改革发展

的火热实践，争做有志、有为的新时

代青年。全市各级党组织要重视青

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支持青年发

展，做青年人的知心人、引路人。共

青团组织要更好团结带领全市广大

青年继承革命传统、发扬优良作风，

在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新征程

中，书写新时代上海青年的绚丽篇

章。

昨天上午，市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胡文容在“渔阳里”团中央机

关旧址纪念馆会见中国青年五四

奖章获得者等上海各界优秀青年

代表。

李强向全市青年致以节日祝贺

争做有志、有为的新时代青年

晨报记者 荀澄敏

红砖黛墙焕然新生， 清水墙面

圆缝勾边透出历史的厚重……位于

南成都路辅德里 625 号 （今静安区

老成都北路 7 ? 30 号）的首部党章

诞生地， 历经近半年的建筑本体维

护保养以及内部展陈提升改造，5 ?

4 日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以崭新面

貌面向社会重新开馆。

据介绍，本次中共二大会址纪

念馆维护提升项目涵盖建筑本体维

护保养以及内部展陈提升改造，并

按照传统的材料及工艺对建筑进行

维护保养，最大程度还原了这两排

老建筑在 1915 年建造之初的历史

风貌。在确保文物建筑安全的基础

上，严格遵循“修旧如故”的原则，

延续了建筑的耐久性和使用性。

此次提升改造中，靠近延安中

路的一排石库门建筑的修复是重点

和难点。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提升

改造项目经理黄俊雄说：“这一排建

筑共有 8个门洞、16根砖柱及门楣。

其中，16 个柱头完全由工匠师傅使

用红砖手工雕刻而出，仔细看的话，

还可以看到砖上面有一个个天然的

小孔。为了最大程度还原百年前的

建筑面貌，老师傅还特地把侧面的

叶茎也雕了出来。”

“整堵清水墙的修复过程需要

经过12道工序，我们采用了上海本

地传统修复工艺，修复材料取自天然

石灰岩料，按传统房屋修理施工操作

规程的配比配制，用人工绕拌、锤打、

搓揉而成的‘手作石灰’来作为砖

面、砖与砖之间灰缝的修复料。”黄

俊雄说，为延续老建筑的耐久性和使

用性，还把二大会址的地板改单层为

双层木地板，其形制、尺寸、材质都保

持了原样，并釆用 1.2 毫米厚的不锈

钢卷边成U字型，先将卷边不锈钢

固定在混凝土地坪上，随后再将地板

木搁栅镶嵌在卷边不锈钢内固定牢，

使之起到木搁栅与地坪的隔潮作用。

这样不仅保留了原有风格，也满足了

现代功能的需求。”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党支部书

记、副馆长尤玮说：“围绕建党百年，

我们提升了场馆空间布局，优化了

展陈形式，调整了展陈内容，就是要

打造‘石库门里的纪念馆’。”观众

走进第一展厅就能看到 12 位代表

展墙，远观能看到其以白色为底色，

近看展墙就变成了透明色，透过照

片便可看到室外的阳光长廊及石库

门景象。“其实，12位代表展墙采用

了双层夹胶通电玻璃，通过电源控

制，可调节通电玻璃的透明度，从而

增强了展厅的通透性，更完整呈现

展厅外阳光长廊以及石库门风貌。”

在基本陈列展厅，巨型油画《中

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

次全体会议》引人注目。尤玮说：

“这幅油画曾经在 2008 年的时候于

馆内做过展陈。十几年过去了，为让

油画更好地展现在观众面前，我们

将原作者俞晓夫请来亲自修复。”

此外，纪念馆还首次将二楼人民

出版社旧址在一楼至二楼的楼梯下

方全景展示，通过同步联动的平板设

备，控制切换视角，360 度全方位观

看人民出版社空间场景内容等。

据悉，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接

下来将进一步整合静安区红色文化

资源，打造“一馆一品”特色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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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 这个“五一”假期，

上海“夜经济”人气地标“外滩

枫径”正式回归。还是那条熟悉

的小马路，却又和记忆中的有了

一些不同。

此次的 2.0 版外滩枫径以

“春日游乐会”为主题全新亮相，

通过引入多个大型 IP 街区，通过

提升街区整体品质，进一步助推

外滩商圈经济热潮。

虽然天公不作美，但昨天下

午的外滩枫径依然人气高涨。市

民游客一边打着伞排队、听着音

乐享用美食，一边发现着身边的

“小惊喜”：人民路入口处的门头

从去年的风车换成了形似麦穗的

霓虹灯饰；原本靠近北广场的游

艺区被挪到了南区商场旁；星巴

克从办公楼里走出来，在复星艺

术中心旁开了个“移动咖啡馆”；

给酒吧区搭出了二楼“景观位”

的 ebeiGo 是今年的新面孔，该

品牌参加了去年进博会后，把在

上海的首家快闪体验店放在了外

滩枫径……

去年 6 月开幕以来，外滩枫

径累计吸引客流超过 600 万人

次，成为点亮上海夜经济的代表

项目。此次外滩枫径在第二届

“五五购物节”期间重启，将从合

作品牌、演艺活动、沉浸式体验等

各方面进行全面升级。

BFC 外滩金融中心市场营

销高级总监杨博凯表示，“如果

说去年我们是把这个街区开出

来，并通过许多板块来赋能整个

街区的活力，那么今年我们做的

更多的是对街区进行系统性的包

装和策划。”通过对去年积累下

来的品牌基础进行整合、规划，今

年将在外滩枫径里打造更多独立

且丰富的主题场景。

据悉，今年外滩枫径将陆续

推出包括好运花市、外滩BFC艺

术季、外滩甜品节、夏日嘉年华、

外滩BFC音乐季、外滩咖啡节、

外滩啤酒节、星厨美食节、万圣惊

悚夜、圣诞嘉年华等在内的“四

季十节”主题体验。

与此同时，借助外滩这一得

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外滩枫径也

将进一步与浦江游览形成紧密的

联动。未来，游客凭借浦江游览

的船票便可以领到外滩枫径乃至

BFC的折扣优惠，也可以在 BFC

了解到浦江游览的资讯或是购买

游览票。杨博凯说：“我们希望通

过这样的方式，更好地把周边的

景点、打卡点串联起来，从而更好

地实现商旅文引流联动。”

记者 荀澄敏

晨报讯 5 月 5 日，“2021

上海国际美妆节”将在静安兴业

太古汇吹响全球新品首发的集结

号，召集众多国际化妆品牌和当

红国潮品牌亮相美妆节，发布前

沿美妆新品，分享未来妆容趋势，

倡导绿色环保理念，推动可持续

发展，积极助力上海建设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据了解，“2021 上海国际美

妆节”在去年首届上海国际美妆

节成功举办的基础上，力求不断

创新突破和扩大影响，以节造市、

以节兴市，今年集中亮相的 24

个品牌既有国际化妆品和奢侈品

巨头（欧莱雅、雅诗兰黛、爱茉莉

和 LVMH），也有国潮化妆品新

势力（花西子、珀莱雅等）；既有上

海本土品牌 （自然堂、 玛丽黛佳

等），又有长三角及其他地区的品

牌（欧诗漫、完美日记等）。

“2021 上海国际美妆节”活

动精彩纷呈：5月 5日下午，依托

天猫直播平台和 ELLE 直播平

台，由 24 个品牌代表和达人老

师、时尚 KOL 一起开展新品发

布直播活动；5月 9日晚，李佳琦

在直播间开展“2021 上海国际

美妆节”专场直播带货；5 月 9

日至 16 日，久光 2 楼中庭将集

中对品牌新品进行线下展示，并

开展美妆主题的商场营促销活

动；伊势丹百货也将同步开启日

本化妆品节，共同造势促消费。

上海国际美妆节不仅帮助企

业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同时也

促进行业交流。通过行业趋势探

讨，使品牌更好地了解消费者的真

实诉求，同时也提供了舞台让消费

者更加了解品牌和新品。据上海国

际美妆节官方统计，阿玛尼、IT

Cosmetics、勃朗圣泉、MAKE

UP FOR EVER、丝芙兰、雅诗兰

黛、TOM FORD、雪花秀、兰芝、

希思黎、多特瑞、QUALITY

FIRST、EltaMD、妮维雅等国际

化妆品品牌以及美即、自然堂、莎

辛那、花西子、玛丽黛佳、欧诗漫、

完美日记、珀莱雅、薇诺娜、贝医生

等国潮品牌即将亮相。

外滩枫径升级回归

上海国际美妆节启动

2021 年 5 ? 4 日上午，上海，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闭馆近半年后重新开放。 /人民视觉

外滩枫径以“春日游乐会”为主题全新亮相 /晨报首席记者 任国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