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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阳似火，追光造梦

一个鸡蛋的暴走
如果说春天是造梦与播种的季节，那夏日代表的，则

员工天地 | staff corner 18

是挥洒汗水的酣畅淋漓，与继续奋斗的一往无前。瑞

踏青

安人秉承公司丰富的行业经验、坚韧的创造精神和前

|
夏至

沿的商业、生活理念，继续为这座城市造梦，将每一
个蓝图变为现实的风景。
追逐着夏日的光，在波诡云谲的房地产市场披荆斩棘。
瑞安这一只沙鸥，依然振翅高飞，坚韧不改，坚强不息。
我们承继瑞安人一以贯之的信念与拼搏，继续开创新
的可能。
炎夏，骄阳似火。瑞安初心不灭，追光，造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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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pingqiao
「融」展览开幕
5 月 29 日，翠湖天地携手「无间设计」创始人吴滨先生共同举办的「融」展览，
在翠湖天地生活艺术馆 Lakeville Gallery 开幕。这场沉浸五感的艺术体验将
至 10 月 31 日。本着对东方美学精神的共同追求，瑞安房地产市务及销售部
总经理戴亚伦先生与吴滨先生进行了一场关于“探索生活无限可能”的对话。
来自国内外的艺术界、设计界人士、知名媒体与翠湖天地的业主们齐聚一堂，
暂时“出世”，谈山水、谈艺术、谈意境、谈生活。

“表演艺术新天地”火热上演
6 月 8 日 - 18 日，第三届“表演艺术新天地”艺术节活动在上海新天地进行。
来自中国、英国、法国、墨西哥、澳大利亚、斯洛伐克等多个国家的 15 个精
彩剧目，于新天地的帐篷剧场、咖啡馆、酒吧、餐厅、博物馆、广场等空间次
第上演，其中包括音乐、舞蹈、户外实景器乐演奏、灯光装置巡游、默剧、形

SOL 2018 Annual General Meeting

体木偶剧、街头表演和观众参与型剧目，更包括实景昆剧、创意环境戏曲等呈
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艺术表演。

瑞房 2018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举行
瑞安房地产 2018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于 5 月 16 日在香港顺利举行。大会中，
包括瑞安房地产主席罗康瑞先生与瑞安房地产董事总经理兼财务总裁孙希
灏先生在内的董事会成员在媒体答问环节向记者介绍公司业务发展，并在
股东座谈时段与股东们交流意见。

罗康瑞主席参加“2018 亚布力青年
论坛创新年会”
由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主办的“2018 亚布力青年论坛创新年会”于 6 月
23 日在香港举行。本此论坛主题为“ONE IN ALL,ALL IN ONE”。论坛
汇聚了时代先锋青年，在当代企业家们的指导下，共同探讨新时代下的机
遇与挑战，为国家和社会发展贡献更多、更优秀、有责任、有梦想的新生
活力。6 月 23 日上午，罗先生作为论坛的演讲嘉宾为大会作了题为“粤港
澳大湾区给年青人的机遇”的主旨演讲。罗先生讲了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况
和特点，以及存在的巨大机遇，激励起青年企业家从大湾区走向一带一路
沿线的豪情壮志。

Training
《精装修项目精细化管理》培训举行

“萌宝夏日环游记”开幕
5 月 30 日，沪上首个集合式动画互动展、首创场景体验式超级乐园——“萌宝夏日环游记”
尼克超级乐园主题展，于新天地湖滨道购物中心正式开幕，活动将举办至 8 月。
活动期间，湖滨道购物中心将首次集结美国尼克儿童频道旗下的七大超人气儿童偶像——超级
红人“海绵宝宝”、新晋偶像“汪汪队立大功”、超级战神“忍者龟”、勇敢少女“爱探险的

2018“项目经理特训营”全新精品单课——《精装修项目精细化管理》培

朵拉”、魔法姐妹“亮亮和晶晶”、速度与激情的“旋风战车队”，以及相亲相爱的“劳德一

训于 4 月 25 日 - 26 日在武汉举行。在外部资深专家张劲松老师的专业讲

家”。此次展览在商场中设置了八大亲子互动趣味项目与九大 100% 还原动画场景的互动装置，

解下，学员们系统地学习行业最新批量精装修的实践经验与发展趋势；以及

将动画中的科普知识与超级乐园活动相结合，为沪上亲子家庭提供寓教于乐的暑期游玩体验。

高端精装修项目各阶段管控的要点难点；并分析总结适合公司的批量精装

资产管理特训营（AMC）2018 第二季
在上海顺利开营

修管控体系的实用方法。最后，由内外部专家与学员们一起进行圆桌论坛，
围绕着学员们最关注的精装修话题，结合内外部的实战经验，展开热烈探讨
与深入交流。

资产管理特训营（AMC）2018 第二季于 5 月 24- 26 日在上海顺利开营！
来自总部和项目团队的 28 位商业管理核心人员经过提名入选全旅程学习。
此次旅程共分为“大资管体系”，
“资产管理视角下的财务分析与经营策略”，
以及“全面运营管理策略”三个模块。在此次第一阶段——两天一晚的“大
资管体系”课程中，来自莱顿商学院的两位资深讲师范唯鸣老师和刘石冰老
师分别就“商业地产人眼中的资产管理”和“大资管体系下概念框架及工具
方法”两个主题，开展深入讲解与分析。在“资产管理与运营管理”的工作
坊中，特别请到知名商业地产大咖林宠升老师与范老师，带领大家一起通过
不同视角，梳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在实际工作中的联系。在最后阶段，
学员需要结合公司项目进行实战案例分析与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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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草颜团子 de 萌境之旅”
主题展登陆上海虹桥天地

瑞虹天地变形警车珀利
中国首展布鲁姆斯小镇嘉年华开幕

3 月 30 日，“长草颜团子 de 萌境之旅”主题展在虹桥天地揭幕，开启为期
52 天的春日心动旅程。此次，是“国民表情包”长草颜团子在 2018 年的首个“萌
境之旅”主题展。整个展览共分为 3 大展区，含有可免费参观的 7 个主题点。

瑞虹天地变形警车珀利中国首展布鲁姆斯小镇嘉年华于 5 月 18 日在瑞虹天

本次主题展首度引入互动体验游戏，其中 2 项创新互动将迄今最大的长草颜团

地星星堂正式拉开帷幕，超 600 平的震撼体验，100% 神还原动画场景，七

子装置和 7 米直径棒棒糖蹦床创意结合，并首次呈现代入式长草颜团子网红表

大趣味游艺体验，小朋友们更在游戏中轻松 get 交通安全小技能！换装变身，

情街，另有巨型蘑菇扭蛋机、独家限量发售长草颜团子公仔等新奇游玩点，营

加入变形警车救援队！

造萌动新体验。

首届“天地表演艺术节 虹桥天地木
偶戏剧季”启幕
6 月 1 日，国内首个大型木偶主题戏剧节——“天地表演艺术节 • 虹桥天地木
偶戏剧季”于虹桥天地启幕。在为期一个月的木偶戏剧季中，虹桥天地将携手
来自法国、中国台湾、四川和上海等国内外著名木偶文化艺术团体，共同带来

李诞跨界艺术装置《太空度》亮相瑞虹天
地月亮湾

3 大主题展区、9 个演出团体、16 个不同剧目和 71 场演出，倾情打造一场精
彩纷呈的木偶艺术文化盛宴。此次，虹桥天地首次将木偶剧场艺术带到城市公

4 月 7 日，作为作品主理人的李诞来到瑞虹天地，进行了一次艺术跨界的对谈。

共空间，所有展览和演出均可现场免费观摩，为公众带来前沿且拥有独特内涵

听惯了李诞吐槽讲段子，你见过他搞艺术吗？冷中带萌的李诞这次通过策展

的木偶艺术文化，让人们与艺术近距离接触，从而进一步提升虹桥天地的“艺

人这个全新角色联合艺术家“大悲宇宙”，于瑞虹天地月亮湾打造了叫“太

术文化西引力”，丰富沪上文娱休闲生活。

空度”的互动艺术装置。

KIC
“创我所爱”亲子运动季趣味上演
6 月 2 日，伴随着儿童节的到来，创智天地第二届大型原创亲子嘉年华“快乐
童盟” KIDS EXPO，在创智天地广场拉开帷幕。今年的“快乐童盟”活动在

Chongqing Tiandi
萌宠“星”天地举行
6 月 1 日 - 2 日，一场名为“萌宠‘星’天地”的活动在重庆天地举行。
整场活动分为动物星球与创意星球两部分，将萌物与儿童相结合，设置了
各种互动体验设置，诸多家庭参与其中，乐享六一。

去年“快乐孩子零浪费”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确立了“创我所爱”的亲子运动
主题，通过一系列趣味十足的互动体验，让家长和孩子在享受亲子时光的同时，
可以更深切地体会到素质教育的重要意义。

2018 中法文化之春 @ 重庆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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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智天地 5/20 打造甜蜜微旅行

重 庆 天 地 与 法 领 馆 合 作 在 4 月 21 日 与 22 日 引 入 法 国 Opus7 演 出。

创智天地举办“5/20 来大学路说爱你”的主题活动，打造甜蜜

OPUS7 由 7 位艺术家组成了一支节日乐队，摇摆而来；他们翻转着，转

微旅行。手牵手漫步在大学路上，肩并肩玩转打卡任务，有趣的

移着，一切的动作都沉浸在一场滑稽的节日气氛里。切尔克斯人的娴熟技

拍照打卡点以及众多潮店都以 520 地图贯穿全程，让恋人们和

能被发挥地淋漓尽致：杂耍，托举，手链，韩式翻转，飞人……空中飘扬

闺蜜们在大学路以及大学路·下壹站流连忘返。现场还有 520

着阵阵的铜管和打击乐的旋律！演员们尽情地展示自己的力量，就像是一

主题市集和恋爱主题 Workshop 等让现场洋溢着浪漫的节日气

场演出，将所有观众都牢牢地被吸引着。

氛，当下可是恋爱正当时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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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天地 2018 壹方春夏时装周火热上演

4 月，武汉天地壹方购物中心携手 22 家时尚租户，在壹方一楼中庭为武汉民众带来了四场主题
各异、精彩纷呈的时尚大秀。4 月 7 日“潮流嘻哈”秀，六大潮牌轮番亮相，与 rapper 和 DJ
一起将壹方变成潮流嘻哈圣地；4 月 14 日“时尚运动”秀，用运动的视角表达对于现代潮流时
尚的理解，打破观众对运动服饰的传统印象；4 月 21 日“新派绅士”秀，绅士男模们与《W》
杂志总编王允一先生、新锐艺术家吴学聪先生一起，重新诠释“新派绅士”的生活理念和时尚态度；
4 月 30 日“潮童花园”秀，纯真可爱又不失专业风范的童模们闪亮登场，传达了童装的最 in 潮
流风格。
5 月，“妈妈咪呀”和 “爱闪耀”两场主题秀受到了广泛关注和好评。5 月 13 日，“妈妈咪呀”
为 29 组素人母子和母女们打造了母亲节专属秀场。新晋靓妈、时尚辣妈、冻龄美妈们用精彩的
表现告诉大家“妈妈是超人，更是富有魅力的潮人”。5 月 20 日，壹方 A1 中庭则被打造成了
甜蜜的游园会乐园。棉花糖机、娃娃机、手作饰品等多种互动体验，让现场充满了 520 的浪漫
节日氛围。

武汉天地公共空间艺术节
零距离感受艺术的生动
4 月 29 日，“武汉天地公共空间艺术节”在武汉新天地正式启幕，80 场公
共空间演出于五一小长假期间及 5 月 11 日至 13 日轮番上演。本次“艺术节”
邀请了来自法国、荷兰、意大利、中国等多个国家的艺术家为公众带来世界
专业水准的精彩剧目，将以高跷、巨型木偶、近景魔术、新马戏、音乐、舞
蹈等多种表演方式呈现。无论是参与演出的国家数量，还是国际艺术家及团
队的参与数量都在去年“武汉城市空间艺术节”的基础上大幅提高。

虹桥天地：
创造上海西引力
建立国际会客厅
随着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世界级盛事在虹桥商务区落地，枢纽效力不
断升级，虹桥商务区“大交通”、“大会展”、“大商务”三大功能也逐渐完善，

Foshan Lingnan Tiandi

虹桥天地也将继续发挥该区地标项目的优势，助力虹桥大区、长三角以

teamLab 水晶烟花
华南首展点亮岭南新风尚

的行业经验、坚韧的创造精神和前沿的商业、生活理念，继续将虹桥天

及整个中国的飞速发展。迎着“十三五”的东风，瑞安人将秉承公司丰富

地打造成为立足上海，辐射全球的“国际会客厅”。

teamLab 水晶烟花华南首展于 4 月 9 日至 7 月 1 日期间登陆佛山岭南天地，本次亮相
的 teamLab 水晶烟花装置是 teamLab 团队的又一匠心杰作，处处蕴含艺术巧思。整
个装置高 14 米，地台占地直径达 10 米，将 LED 三次元地设置于空间之内，并应用
了 teamLab 独自开发的“Interactive 4D Vision”，以令三次元空间内移动的立体物
能即时且立体地被呈现出来。三维烟花由 LED 光带组合而成，参观者只需在现场扫描
二维码，即可进入专属页面来与装置互动，在 30 种不同色彩、形状的烟花中进行选择，
点亮专属于自己的花火，为心爱之人传递祝福。为了将水晶烟花艺术作品与岭南城市
文化进行有机融合， teamLab 更以岭南特色花朵“木棉花”形象进行设计，并将其作
为本次作品的主烟花，为广大公众带来一场浪漫的视觉盛宴。

岭南天地 6 月艺术盛事开锣，街头战舞、
光影舞马、冰雪小镇，惊艳整个华南！
6 月 16 日起，“岭南天地·光影舞动艺术周”正式拉开帷幕，由国外知
名艺术团体带来的《街头战舞》及《光影舞马》强势来袭，首次在华南演出。
此外，6 月至 11 月期间，曾火爆一时的奇妙冰雪小镇将再度降临岭南天
地，以升级版的真雪体验，打造一个超大北欧飘雪童话乐园，带你领略
北欧童话小镇冰雪胜景，如亲临童话情景，成为华南首选“避暑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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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唯一一个直接连通虹桥交通枢纽的商业综合体，虹桥天地自落
成以来，其发展速度令人惊叹。瑞安房地产凭借丰富的项目经验和
前瞻式的发展眼光，在两年时间内，将虹桥天地打造成为拥有强大
的区域辐射能力和“枢纽西引力”的成熟商业地标。

聚焦

短短两年，虹桥天地为所有关注虹桥大区的目光，献上了一系列惊人的

升级服务，为虹桥交通枢纽创造新可能

数字。截至 2017 年年底，开业 2 年来，随着虹桥枢纽效力的释放，虹
桥天地 2017 年全年人流量增长了 150%，营业额增长了 50%，租金

根据上海市虹桥商务区发展“十三五”规划，虹桥商务区要进一步发挥

涨了将近 1 倍。商铺出租率超过 95%，办公楼出租率 99%，几乎满租。

交通和会展的功能优势 , 发挥核心区示范引领作用，加快推进主功能区
和拓展区开发建设，按照建设世界一流水准的现代化中央商务区的要求 ,

这样可喜的数据表明，虹桥天地的布局是成功且具有极强发展潜力的。

形成“一主多辅、相互配套、协同发展”的格局。通过大力促进产城融

对虹桥天地来说，紧连着交通枢纽的特殊地理位置，很大程度上为其扩

合，推动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

大了客群辐射范围。这也无疑为虹桥天地的定位带来挑战，项目团队曾
花了整整两年时间进行了调研，最终将纸上的蓝图落地成眼前这个集办

“十三五”规划表明，虹桥天地作为唯一直接连通虹桥交通枢纽的商业

公、购物、餐饮、娱乐、展示为一体的商务、生活新地标。而我们相信，

综合体，肩负着重要的区域意义和产业意义。

虹桥天地的腾飞才刚刚开始。
在前两年的工作中，虹桥天地为促进空港与城市的深度融合发展做出了
如今的上海正在规划下一轮引爆点。依托长三角城市群源源不断的助推，

成功的尝试。“远程值机服务”的推出和发展，为支持虹桥国际机场拓

受力于城市内在不可阻挡的驱动力，虹桥区域拥有上海大浦西中心、辐

展国际航运和中转功能，积极争取虹桥国际机场国际航运功能拓展、客

射长三角核心的绝对优势。而上海目标建设卓越全球城市“十三五规划”、

运中转功能便利化以及航时航线资源市场化配置试点，提升虹桥国际机

“上海 2035”中五个中心建设的要求，结合科技的迅猛发展，未来城

场作为亚太航空枢纽的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

市中心的格局必然不断外延发展，更巩固大虹桥的“城市发展极”地位。
在商场内做“远程值机服务”，难度可想而知。作为国内首个提供该服
这样的发展方向，对虹桥天地和瑞安而言，都是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务的商业体，虹桥天地团队与航空公司进行了长达三年的磨合与谈判。

在时代的浪涛之中，虹桥天地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既不断升级自身业

不仅需要克服诸多如行李托运的技术难题，还需要打通各个机构之间的

态，将自己打造成为更加完善的综合商业体和生活方式孵化体。而瑞安

协同合作。

也将以沙鸥之态，在风云变幻的广阔天地中不断翱翔，创造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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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的成果是令人欣慰的。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开拓者，虹桥天地

内首家开业的、唯一直接连通虹桥交通枢纽的商业综合体，是新区内首

极大地提升了旅客的出行体验，并为虹桥交通枢纽提供了另一种出行解

家开业的也是中国新天地首个纯商业项目。

决方案，助力枢纽的升级与发展。
对于枢纽旅客而言，虹桥天地汇聚便利——步行可抵轨交 2 号线、10
今年，作为中国内地首个提供“远程值机服务”的商业综合体，虹桥天

号线、17 号线，直达上海市内各个角落。除了值机服务外，项目内还

地完成了自开业以来最重磅的值机服务升级：在原有两家航空公司提供

有租车服务、速递到家等特色服务，购物中心内可以挑选潮流品牌、体

值机服务（东方航空和上海航空）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 10 家国内航

验特色娱乐和丰富多样的主题展。另外，还有酒店和各色餐饮，为来来

球首个阿迪达斯零售学院、国内首家航海王商店、华东区首家室内运动主题公园 Latitude 乐图空间

空公司（国际航空、南方航空、吉祥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

往往的旅行者提供丰富多样的选择。置身虹桥天地，仿佛家并不在远方，

等均已开业。这些知名品牌的加盟，为虹桥天地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更为旅客和归人提供了丰富的

航空、河北航空、西藏航空、深圳航空、祥鹏航空）的值机服务，全面

而就在眼前。

选择。理想的城市生活浓缩于此，让人体验到宾至如归的舒适与快乐。

我们的团队拥有丰富的商业地产项目经验，成功打造了上海城市地标新

虹桥天地并不仅仅是成熟商业模式的引领者，更是全新生活方式的创造者。我们不仅注重购物、消

天地。过往的成功，既为团队提供了领先行业的成熟经验，又为其往更

费等生活体验，更重视如何建立积极而深刻的人与人之间的连结。

覆盖虹桥机场 T2 航站楼的所有国内航空公司，为市民家庭及商旅人士
的出行提供无缝连接的便利，成为旅客来到上海的第一站和最后一站。

虹桥天地的心愿是，给大虹桥甚至是整个长三角做一个“城市会客厅”。

高远的目标进发，不断升级业态，创造新的奇迹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过去的两年里，虹桥天地还精心打造了一系列的主题活动，包括美食、亲子、艺术、娱乐等方面，

“远程值机服务”即是虹桥天地迈出的第一步及重要一步。基于此成功
的且具有开拓意义的尝试，虹桥天地将继续探索交通枢纽和商业综合体

虹桥天地，正是下一个奇迹的开始。开业两周年以来，整个虹桥天地已

以提升目标客群体验。比如 2017 年，在艺术文化类方面，虹桥天地先后打造了动物迁徙（3—4 月）、

深度融合的新可能。

经做了一轮业态的升级和调整。

音乐美食季（9—10 月）、“光影上海”灯光艺术节（11—12 月）。其中，“光影上海”灯光艺术
节呈现了来自 5 个国家和地区的天才艺术家作品，以不同的灯光艺术形态，营造温暖炙热的节日氛围。

更新业态，打造上海商业、生活新地标
虹桥天地位于虹桥商务区内，相较于毗邻的其他项目，虹桥天地是新区

一方面是主力零售品牌、知名运动品牌、亲子配套品牌的齐亮相和特色

在亲子体验方面，虹桥天地强化 IP 活动，哆啦 A 梦南极大冒险（5—6 月）、小猪佩奇夏日游乐园

商户的预热；另一方面是人气网红餐饮品牌与特色餐饮品牌的升级。虹

（7—8 月）、阿狸幸福站（12—2 月）相继亮相。此外，虹桥天地还打造了核心客群定制活动，以

桥天地集结了众多知名运动品牌与特色品牌，上海首家言几又品牌、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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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虹桥天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世界 500 强企业将目光投向虹桥地
提升社群粘性和归属感，包括亲子系的 BADA 艺术课堂、国际学校联

区，向世界展示充满潜力的中国经济以及企业高瞻远瞩的全球布局。

合活动；白领系的 Social Hub；年轻系的夏日祭、秋日祭；及公益系
的宠物领养和荧光动物园。

一些企业不仅在这里办公，还租用了部分办公室改成展示厅，用于产
品、品牌展示以及公司分部培训学习场所等。比如阿迪达斯，除了将

作为上海乃至长三角的地标，虹桥天地一如既往秉承天地系列的“人

原本一个 100 多平方米的店铺变成了 600 多平方米的综合店，打造成

文理念”，契合虹桥天地独特的“上海西引力”品牌定位，融合海派

上海旗舰店外，还在办公楼这里成立了全球的零售学院。里面有培训，

文化底蕴与国际时尚商业元素，着力于美食、亲子、艺术、文创、娱乐、

有给客人和给内部员工的展示，包括有一家实体店。

购物等多元化业态分布，为商务人士、亲子家庭、时尚先锋等不同消
费群体提供丰富的互动体验。

知名品牌的选择表明，在依托了虹桥交通枢纽的特殊区位，虹桥天地
不仅具有辐射长三角地区的影响力和作用力，更拥有辐射世界的巨大

瑞安相信，依托完善的业态组合、齐全的交通配套服务及推陈出新的

潜力。

人文主题活动，虹桥天地将成为西上海新生活方式的引领者及创造者。
而虹桥天地项目的成功，离不开公司的丰富项目经验和敏锐的前瞻能

立足“十三五”，助力虹桥区域腾飞

力。在项目开业之前，团队便已经预见到了虹桥天地以及整个虹桥区
域未来的发展潜力。

随着交通枢纽功能的日益升级和完善，以及配套商业服务的不断更新

INNOSPACE+
出战“众创杯”足球锦标赛

发展，虹桥地域日益成为高效、创新、生态的枢纽经济新引擎，以及

整个项目思路也始终早于实际运营，并在运营中不断调整，最终成为

城市科技、产业、生活的深度融合地。

上海西部边的一颗璀璨明珠。“设计好了客群，引导了客群，也成就

2018“众创杯”足球赛于二季度开赛，20 支来自上海各孵化器、众创空间、科技园区

了我们自己。”团队如是说。

和创业服务组织的球队为我们奉献了极其精彩的较量。INNOSPACE+ 队出征本次“众

随着“十三五”计划的推出和推进，虹桥地区的“西上海地标”及“长

创杯”足球赛，与倾臣巡游者队、媒体队和魔迪队同分在 E 组。他们的队伍由优秀的创

三角都市圈核心”地位愈发明晰——可以预见立足于大虹桥商务区规

而在未来的发展中，虹桥天地也将发挥其商业引领者和生活方式开创

划及虹桥交通枢纽的特殊性，虹桥区域将覆盖以上海为中心的“高铁

者的巨大力量，成为虹桥区域腾飞的一双翅膀。立足上海，放眼全球，

业团队成员和工作人员组成，大家相聚在 INNO、尽情于赛场，不仅有创业梦，也有足

一小时经济圈”的 7500 万人口，构建全新的“长三角 CBD”。

将自己打造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城市会客厅。

球梦！目前 INNOSPACE+ 队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成功出线。

巨大的机遇与挑战，让虹桥天地的未来变得更加令人期待。政府、企
业和各大机构的关注，将为虹桥天地注入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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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KM

暴走
的

一个鸡蛋

在海鸥社的呼吁和组织下，来自瑞安房地产及丰诚物业的 7 支队伍

暴走的挑战，不仅是为了磨练自己的体力和意志力，更是为了激发

参加了本届“一个鸡蛋的暴走”公益徒步活动。“一个鸡蛋的暴走”

身边人的公益心和社会责任感。几支队伍积极地向身边的同事和朋

是联劝公益于 2011 年发起的公益徒步筹款活动。4- 6 位暴走勇士

友募集善款，最后 7 支队伍筹款总金额为 69,280 元，其中来自丰

组队在 12 小时内挑战 50km，并通过创意的方式向熟人网络募集

诚物业的队伍“紫荆花开，为爱暴走”团队筹款金额最高，远远超

善款，自我挑战，完成筹款目标。

出了筹款目标，共筹得 28,420 元；来自瑞虹新城的杨涛的个人筹
款金额是最高的，达到 10,298 元。为了鼓励参加的同事，并且进

5 月 12 日活动当天，7 支队伍共 39 位同事早早地到达出发点开始

一步支持暴走公益，最后海鸥社以社团名义捐出 33,600 元。截止

了热身运动。当天参加暴走的总人数达到 3800 多人，炎热的天气

活动结束，瑞安的筹款及捐助金额一共为 102,880 元。所有募集善

阻挡不了大家为爱挑战的激情。团队中大家互相鼓劲互相加油，从

款都将用于联劝 U 积木及 U 泉计划，资助营养健康、教育发展、

迪士尼出发，一步步向陆家嘴走去。10KM、20KM……每到一个

安全保护和社会融合四个领域公益项目，让 0 - 18 岁儿童健康成长、

打卡点就离终点更近一步。最后来自丰诚物业的一位同事率先到达

平等发展。

终点，陆续各个队伍都有队员坚持走到了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来自
KIC 的队伍“暴走下壹站”全员都走到了终点！即使那时已经月上
树梢，但是没有一个队员放弃，一起拿到了最后挑战成功的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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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气 里 读 的 诗

夏 至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作者：杨万里 年代：宋

毕 竟 西 湖 六 月 中
风 光 不 与 四 时 同
接 天 莲 叶 无 穷 碧
映 日 荷 花 别 样 红
【释】
此诗通过描写六月西湖的美丽景
色，曲折地表达对友人林子方的
眷恋之情。首句着力表现在一片
无穷无尽的碧绿之中那红得“别
样”、娇艳迷人的荷花，将六月
西湖那迥异于平时的绮丽景色，
写得十分传神。诗的后两句是互
文，文义上交错互见，使诗句既
意韵生动，又凝练含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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