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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假了，到这些景点去看看

2013徐汇区各景点暑期旅游节目一览（之一）

! ! ! !活动由澳中在线和云洲古玩城联合主办，由上海著名策展人施平先生策划，
诚邀沪上 &"位海上书画名家到云洲古玩城参展或举行笔会。

活动时间：
!"'$年 %月 '(日—!'日

活动地点：云洲古玩城 )楼交流交易中心（大木桥路 ))号）。

展出作品或参加笔会的画家有：

韩 敏 徐昌酩 施大畏 韩 硕 苏春生

丁申阳 金正惠 龚继先 韩 伍 刘小晴

车鹏飞 许艺城 金义安 周京生 刘汇茗

范长江 何承锡 沈鸿祥 王建伟 隋家祐
马晓鹰 宗炳春 程共飞 沈培鑫 马明玉

陈岳明 顾于非 杨竹君 唐少雄 李朝政

何承爵 靳雪丹 马金龙 成莫愁 张庆德

陈伟杰 高 剑 竹 军 陈欣华 周培正

第六届“海上画坛·情系徐汇”
画展暨笔会

7月份云洲古玩城活动安排表

周三、周日
'"

点—
'*

点，提供鉴定咨询服务

长期提供寄售寄卖服务 地点：八楼交流交易中心内

'

、
!+'$

云洲艺术品交流会

时间：
*月 !)日—%月 '&日

地点：八楼交流交易中心
举办单位：云洲古玩城

!

、纸币金银币精品分析

时间：
%月 '&日 下午 '$,""

地点：八楼交流交易中心多功能厅
举办单位：虹口收藏学会

$

、海上画坛·情系徐汇———画展暨笔会

时间：
%月 '(日—%月 !'日

地点：八楼交流交易中心
举办单位：云洲古玩城 澳中在线

&

、云洲第六届扇艺文化展

时间：
%月 !*日—%月 !(日

地点：八楼交流交易中心
举办单位：云洲古玩城

-

、钱币免费鉴定咨询活动

时间：
%月 !%日 下午 '&,""

地点：六楼会议室
举办单位：上海市钱币学会

云洲古玩城（文物公司）

! ! ! !放假了，徐汇区旅游局为青少
年朋友推出了益智逸趣类暑期旅游
项目，供学生们选择。

景点名称：钱学森图书馆

节目：夺宝奇兵第二季（通过一
系列的寻宝活动，吸引更多青少年
观众走进钱学森图书馆、走近钱学
森，感受人民科学家的精神风范）

地址：华山路 ')""号
时间：

!"'$.%.'———!"'$.).$'

票价：免费

交通：地铁 '、(、'" 号线徐家
汇、交通大学站

咨询电话：
*!($$$(%

景点名称：上海公安博物馆

节目：“快乐暑期，安全护航”首
届公共安全科普主题夏令营活动
（与上海禁毒科普教育馆、上海消防
博物馆、上海民防科普教育馆联合
开展）

地址：徐汇区瑞金南路 -')号
时间：%月 '(日下午、)月 (日下午

票价：免费
交通：旅游 !号线，公交 '%、

!"-、&'、)(、(*、%)'、&$、%!、%$$ 路，
隧道 '、!、%、)线，地铁 &号、(号线
等。

咨询电话：
!!"!-'&'、!!"!-'$"

景点名称：上海宋庆龄
故居纪念馆

节目：《同志·朋友·亲人———宋
庆龄与廖仲恺、何香凝一家的情谊》

文物图片展
地址：上海淮海中路 ')&$号
时间：

!"'$ 年 - 月 !( 日至
!"'$年 '!月 $'日，上午 (：""/下
午 #%：++

票价：
!+元0人

交通：公交 !*、(''、(!*路，地
铁 '、'+号线

咨询电话：
*&%&%')$

景点名称：上海植物园

节目：上海植物园第五季“暗访

夜精灵”夜间自然观察活动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罗城路

'-'号（上海植物园 &号门）
时间：

%月的周五、周六、周日，
下午 '%：++/晚上 !'：++

票价：
'-+元0人（本科普活动在

夜间非开放时间举办，单独收费）
交通：地铁 $号线（石龙路站），

公交 -*、%'&、%!+、%%+、)!&、'''、'&&、
'-*、'*&、(-%、上奉专线等

咨询电话：
+!'/-&$-!)&-，-&$

--'!-（沈老师、修老师、蔡老师）

小情侣都爱吹泡泡，看来这代表爱情。

读者 刘维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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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泡泡

! ! ! !夏季，天气炎热，我们都喜欢一
些清凉的吃食，一来饱腹，二来消暑。
而凉面，绝对是符合条件的不二之选。
荞麦凉面。做凉面首选荞麦面，

因为荞麦面爽滑劲道，很有嚼劲，做
成凉面，既保持了其原有的口感与
风味，又能增添丝丝清凉。将荞麦面
入开水煮到没有硬芯的时候捞出，
放到冷开水中浸泡，之后捞出倒入
香油拌匀防止粘连，根据个人的口
味和喜好加入食盐、生抽、辣椒油等
调味料，加入胡萝卜丝、黄瓜丝、焯
熟的绿豆芽等配菜拌匀即可。另外，
深受人们喜欢的朝鲜冷面，又称朝
鲜面，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荞麦冷
面。用牛肉汤或鸡汤作为汤底，佐以
辣白菜、肉片、鸡蛋、梨条、葱丝、辣
椒、味精、盐等调味料。食用时，先在
碗内放少量凉汤与适量面条，再放
入佐料，最后再次浇汤即成。荞麦冷
面酸中带甜、甜中透辣、辣里又带着
香，令人爱不停口。

手擀凉
面。我最爱
手擀面，因
为手擀面将
面粉的香味

最大化地保留了下来，面香浓郁。用
手擀面做凉面，吃得就是原汁原味，
所以调味料最好单一一点，确保不
掩盖面条原本的面香。将食盐、蒜
泥、香醋、香油调匀，倒入凉透的面
条中拌匀即可。注意和面时打入一
个鸡蛋，加入少许盐，可使面条更加
劲道，吃起来 11的感觉。都说简单
的食材，单一的味道最养人，吃惯了
精致的料理，复杂的味道，大家不妨
让味蕾放个假，试一试手擀凉面，尝
一尝返璞归真的味道。
碱面凉面。和面时多加点碱面，

这样做成的面条，颜色淡黄，有股特
殊的香气，提口味，开胃口。将面条
煮熟出锅后，记得用冷水浸一下，保
证吃起来又清爽又利口。浇上驴肉
卤，撒上香菜，就是北方流行的吃
食———饸饹，香喷喷，滋味足；拌上芝
麻酱，撒上焦盐花生、香葱，就是翻版
的武汉热干面，驻口留香，回味悠长；
拌上酱油、白糖、醋、麻油、红油辣椒、
蒜泥，就是四川风味———甜水面，咸
鲜略甜，香辣并重，滑爽绵韧。

炎炎夏季，一碗凉面，定能唤醒
你郁闷的肠胃，让你清凉解暑、享受
美味两不误。 读者 崔丽

炎炎夏季 凉面当道

! ! 如果你已经对五番街里布丁中
的“爱马仕”不再感到新奇，那么冰
激凌中的“普拉达”呢？
“马斯卡彭”源自于西班牙语

234 567 8679:，原意是“87;;7< ;=39

>::?”，即更好的意思。-++年来一
直受到追捧的马斯卡彭，是食材中
的奢侈品，它与另一个意大利奢侈
品牌普拉达（@<3?3）来自同一个地

方———伦巴第（A:283<?B）。
初夏时节，爱茜茜里将“普拉达”

带到了我们身边。为了追求产品更好
的品质，他们选用了高于牛奶 '+多
倍价格的马斯卡彭为原料，推出了马
斯卡彭系列。据店员介绍，此番爱茜
茜里将马斯卡彭融入各种经典口味
中，推出了百香果木瓜、混合苺、芒果
酸奶披萨、混合苺乳酸菌冰沙等新

品。由于马斯卡彭不同于奶酪，也
不同于鲜奶油，却承载了两者的各
自优点，所以点击率相当高。
介于鲜奶油与乳酪之间的软

硬程度，入口后浓郁的奶香从舌
尖慢慢向四周延展，兴奋着舌部
的每一个味觉细胞，甜滑口感留
于口中许久。享受夏日里的“普拉
达”你准备好了么？ 习习

爱茜茜里：缔造夏日“普拉达”
! !天乙第二届扇文化交流展于 *

月 !)日/%月 %日在天乙文化艺术
品广场开展。其为挑空式两层广场，
规划有序的商铺如同一间间古典大
气的庭院楼阁，与一件件值得玩味的
扇子结合在一起，组成了这次富有中
国传统韵味的扇文化交流展。届时苏
州知名扇庄及制扇名家将会来访，同
时还有当代制扇名家的扇骨作品及
藏友珍藏多年的藏品在此展出。

扇子的历史悠久，多为文人雅
士喜爱的雅玩之物，其工艺之精湛，
造型之隽美，品种之繁多，堪称中华
一绝。近年来，名人书画扇成为了热
门收藏对象，一把精巧的名人书画
扇在拍卖会上常可拍出数十万乃至
百万的高价。 实习生 严游晨

扇小乾坤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