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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的“隐藏米奇”，你能找到几个？

DELICIOUS FOUND  去上海迪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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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打造一身元气满满的时髦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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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寻宝。全球独有的上海迪士尼乐

园加勒比海盗“沉落宝藏之战”，显

然满足的是这种东方式的趣味。

除了考虑故事外，设计还应捕

捉梦境。迪士尼认为，主题乐园的

所有视角都应是儿童的。很少有人

注意到，上海乐园主入口进来的一

组建筑就是反科学的。一层和二层

的层高不是等比例的，甚至是不规

则和变形的，设计师说，这是小孩

子做梦时梦见的建筑，模似儿童眼

中的迪士尼世界。所谓梦幻，就是

孩子气，看似形式的虚无，却是本

质的真实。

当然，设计的最高境界是表达

审美。独一无二的 IP 和品质感是迪

士尼区别于全球其他乐园地方的关

键。迪士尼要表达的经典味和中国

风，都体现在成千上万的精致细节

中。在上海奕欧来奥特莱斯中，欧

陆小镇规划混搭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上海装饰艺术（Art Deco） 建筑风

格，呈现出鸡尾酒式的格调，传递

的是海派文化的审美，兼收并蓄，

不拘一格。度假地的审美不是单体，

而是整体氛围，虽为人作，宛自天然。

无印良品的设计师原研哉认为，设

计带来的美感，对消费欲望的引导，

至关重要。而对于梦想工程师来说，

手工之美，细节之精，还有助于潜

移默化中培养儿童的审美观念，让

他 们 知 道， 美 好 事 物， 蕴 于 日 常 ；

美好时光，贵于分享。

设 计 之 美， 需 用 心 才 能 体 会。

今天的游客，依然是行色匆匆的旅

人。时间所限，终究不能放慢脚步 ；

心境使然，无法耐心驻足停留，从

观光到度假，中国人还要跨越多少

个千山万水，才能返朴归真。

城市可以阅读，街区适合漫步，

城市是有温度的。未来上海描绘了

人文之城的愿景，犹如我们心中的

梦幻世界，不要丢失我们的本能，

悉心保护好孩子气，它包括，对四

季变化的捕捉和感知，对朋友家人

的依恋和坚守，对美好事物的想象

和感动。一如那首歌咏 : 读你千遍也

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三月。

度过了巅峰时刻，终究归于平

静。进入 2018 年，上海迪士尼面

临的挑战是入乡随俗，适应日常。

春心萌动，适宜游戏。不像时

下流行的手机里养个蛙，排“独”

养颜，心灵慰藉。早在几十年前，

迪士尼幻想工程师就想好了故事，

在乐园预埋了大量符号，隐藏的米

奇图案和形状，让人们去发现，且

从来不宣传，不断秘密修改，让迪

粉们争相发现，乐此不疲，上海迪

士尼乐园亦不例外。

这个“寻找米奇”的设计，告

诉我们主题乐园经营一些最简单的

原理 ：一、要有可持续的故事 ；二、

要创造乐园和游客之间的互动 ；三、

设计阶段就要凸现运营理念。渡边

喜一郎在《东京迪士尼的四重创意

构想法》中强调，东京乐园首年实

现客流 990 万，第 2 年达 1700 万

人，如今，扩建后的两个乐园每年

稳定在 2500 万人，不断吸引回头客，

最重要的主轴就是故事。当然，故

事能否讲圆，还和文化有关。中外

文化造就不同的价值观，外国人喜

欢未知，钟情达芬奇密码式的探索，

中国人关注已知，偏好盗墓笔记式

读你

- 卷首 Mr.D's VIE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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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

食在有型
除了味觉，视觉对美食的影响也非比寻常，这一季

就一起来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寻找好吃又好看，高

颜值，萌翻天的美食们吧。

在玩具盒里用餐
“迪士尼·皮克斯玩具总动园”是上海迪士尼乐园

的第七个主题园区，园区内的“玩具盒欢宴广场”

是一个充满乐趣的户外主题餐厅，为游客提供以《玩

具总动员》为主题、妙趣横生又美味无穷的美食和

餐饮。

购物

达菲熊和他的“萌趣”好友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丰富多样、不断创新的主题商品

广受游客喜爱，达菲熊和他的几位好朋友凭借可人

的外型，萌萌的互动， 已成为乐园“红人”。

活力春日 “红”运当头
从初春的萌芽到六月的活力，整个春季都充满了勃

勃生机。想要为自己打造一身元气满满的时髦造型，

就从跳跃的红、柔和的粉、洒脱的金开始。

住宿

服务

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为游客提供周到悉心的无障碍

服务。

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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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故事  Photo Story
春光秘境

和煦春日，漫游上海迪士尼度假区，成就了迪士尼

传奇的大师们，早已悄悄地将神奇的故事镌刻在不

为人熟稔的建筑细节中，隐藏米奇也是迪士尼传统

小惊喜，这一切，只等我们静下心来慢慢体会。

专题  Feature
寻味设计

装饰艺术的海派复兴

在装饰艺术风靡上海近一个世纪之后，这种外形挺

拔俊朗、以对称几何为特点的建筑又在上海国际旅

游度假区的奕欧来奥特莱斯内，以更为现代的建筑

语汇得以复兴。

 “弄堂”里的时髦匠心

没有奢华大牌，只关注中国设计，对寻找、追求工

艺精神的购物者而言，创 x 奕的店铺里有着最不可

错过的时髦匠心。

光影之间的自然艺术

倚靠湖水一畔、被水杉林环抱的申迪展示中心沉静、

庄严，在阳光之下，仿佛已与周边的自然风貌融为一体。

专家寄语

行家攻略  Itinerary
春日新相遇
在全新亮相的“迪士尼·皮克斯玩具总动园”主题

园区，请尽情跟随胡迪、巴斯光年、翠丝和大熊开

启一段充满欢乐和想象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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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奇幻童话城堡，迎宾阁斜对

面，有一面绘制着藤蔓葡萄的花钟，

复刻了于 1955 年开幕的美国加利福

尼亚州迪士尼乐园中的钟面，传奇从

此揭幕，我们将进入一个生机盎然的

奇幻世界。

The Story Behind Shanghai Disney Resort's H
idden Details

春光秘境
玩转上海迪士尼深度隐藏细节

文/胡悦薏     摄影/马腾

和煦春日，漫游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何不细细欣赏那

些资深粉丝才能捕捉的隐藏故事——成就了迪士尼传

奇的大师们，早已悄悄地将神奇的故事镌刻在不为人

熟稔的建筑细节中，隐藏米奇也是迪士尼传统小惊喜，

这一切，只等我们静下心来慢慢体会。

发现地

梦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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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拂过星愿湖，掀起阵阵涟漪。

星愿湖畔，有一处墙画绘着三艘帆船

正在海上满帆航行 ①，领航船船身上

印有 PYEWACKET 英文字母，原型是

华特 · 迪士尼的侄子、迪士尼公司荣

誉董事罗伊 · 迪士尼（Roy E. Disney）

最爱的一艘帆船，他曾驾驶这艘船从

洛杉矶到火奴鲁鲁，创下 7 天 11 小

时 41 分钟 27 秒的航海纪录。

游走迪士尼小镇，周大福所在建

筑的观音兜式山墙上，镌刻着数字，

1901 代表了华特 · 迪士尼（Walt Dis-
ney）诞生年，1952 则是华特迪士尼

幻 想 工 程 WDI（Walt Disney Imagi-
neering）前身 WED Enterprises 的成

立年份 ②。

进入迪士尼乐园后，是否有个人

物品需要寄存？走到跟前，原来寄存

柜的钥匙是一把巨大的隐藏米奇头金

钥匙 ③。抬头望见美妙记忆屋前飘扬

的米奇旗帜，倒映着蓝天的窗

玻璃上，贴着几乎难以发现

的 Hotel Marceline 两行

字母，现实中并没有这家

酒 店，Marceline 一 词 来

自华特 · 迪士尼少年时曾居

1

1

2

4

住过的美国密苏里州马瑟琳小镇（Mar-
celine），现在小镇开办了华特 ·迪士尼

故居博物馆 ④。

米奇大街上的门牌号码更有意

思，207 号 建 筑 顶 棚 上 的 地 图 隐 约

浮现出米奇轮廓 ⑤。230 号建筑是华

特 · 迪士尼于 1922 年在堪萨斯城创

办的欢笑动画公司（Laugh-O-grams 
Photo Studio），标志着迪士尼动画事

业的开端 ⑥。

发现地

米奇大街

发现地

迪士尼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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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角的帕帕里诺冰激凌店里，悬

挂着一幅唐老鸭家族树型谱系图，这

是被誉为“唐老鸭家族之父”的卡尔 ·巴
克斯（Carl Barks）的杰作 ①。

从甜心糖果转进鲜花里弄，高飞

车库门上的 1401，是华特迪士尼幻想

工程总部在美国加州格伦代尔的街道

门牌号码。在另一扇门廊上，可以找

到由汽车零件和排风扇组成的隐藏米

奇头像 ②。

米奇好伙伴美味集市的一间餐室

的墙上，挂满了黑白线条勾勒的手绘

作品，每张画的右下角有一个共同的

签名——著名迪士尼动画创作大师埃

里克 · 古德伯格（Eric Goldberg），他

的代表作包括 1992 年《阿拉丁》中

的神灯角色 ③。

1923 年， 华 特 · 迪 士 尼 勇 闯 好

莱坞，和他的哥哥罗伊 · 迪士尼（Roy 
O.Disney）创建了迪士尼兄弟动画工作

室，也就是华特迪士尼公司的前身，可

以在米奇大街尽头的老车站商店的机车

头上，发现“23”这个重要的数字 ④。

1

2

3

41
发现地

米奇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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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漫月食府的古雅园

林前，先端详一下正门的雕

花窗棂，两只米奇正相对微

笑，瓦当上的隐藏米奇你找

到了吗 ① ?

挑战完加勒比海盗 - 沉

落宝藏之战，在斯诺比什堡

的一处楼梯墙上，海盗风格

的隐藏米奇欢乐跳跃着 ③。

创极速光轮入口处有一台造型独

特 的 激 光 器（the Laser）。1982 年

科幻电影《电子世界争霸战》中的凯

文 · 弗林（Kevin Flynn）就是被这台

激光器数字化并被吸进程序空间，成

为电子网络游戏世界中的一员 ；电影

续集《创 ：战纪》中，冒险和传奇仍

在继续 ④。

这里处处栖息着神秘

的丛林动物，欢笑聚友会

里的猴王路易和黑熊巴洛

是 1967 年《 森 林 王 子 》

中的卡通形象，该片是华

特 · 迪士尼生前最后参与制

作的动画巨片 ②。

1

3

3

4

2

2 2

发现地

奇想花园

发现地

探险岛

发现地

明日世界

发现地

宝藏湾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里还有更多隐

藏米奇在微笑，这个春天，一起来游

园探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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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味设计
文、编辑/曹绮     摄影/马腾     图片提供/上海奕欧来奥特莱斯

日本设计师原研哉说，设计存在于日常。大到建筑

景观、小至器物服装，无一不是设计美学的体现。

而只要细心探究，在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这片集合

各种功能的空间之中，设计不仅只存在于恢弘的大

型建筑或设施，更存在于街道、自然、食物等

等往常被忽略的细节内，而这

些细节与其中的故事，正是设

计的美与韵味所在。春日正

好，一起寻味设计。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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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空中鸟瞰上海奕欧来奥特莱斯建筑
群、月牙畔和星愿湖，仿佛置身外滩
万国建筑博览会。

② 利落的装饰线条和优美的几何图形，
是装饰主义建筑的特色，也是上海奕
欧来奥特莱斯建筑群最出彩的地方。

③ 灯火通明月牙畔，灯光点缀下的装饰
主义建筑群富有浪漫的海派色彩。

④ 颇具设计特色的品牌店铺店招。

装
饰
艺
术
的

海
派
复
兴

风
格&

设
计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源于法

国而又在美国盛极一时的装饰

艺术（Art Deco）风格在上海

大放异彩。以邬达克 （Laszlo 
Hudec）为代表人物的欧洲

建筑师们，在上海设计建造

了包括国泰大戏院（ 现国泰

电影院）、沙逊大厦 （现和平

饭店） 等超过 1000 栋装饰

艺术风格的建筑。近一个世

纪之后，这种外形挺拔俊朗、

以对称几何为特点的建筑又

在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的奕

欧来奥特莱斯内，以更为现

代的建筑语汇得以复兴。

1

2

3

4

16 17

- 专题 FEATURE - - 专题 FEATURE -



以设计之名，向上海致敬

上海奕欧来奥特莱斯与迪士尼小

镇之间隔着一片波光粼粼的星愿湖。

晴天里，在湖边优雅的月牙畔小坐不

仅能眺望小镇景致，更能一览上海奕

欧来奥特莱斯建筑群中最为醒目的奥

斯卡大楼的风采。

为了向名厨奥斯卡 · 奇尔基致敬

而得名的这栋大楼位于月牙畔的中心

位置，它拥有优雅流畅的线条、几何

饰边，以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建筑

独有的简约。

随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大批

优秀的欧洲建筑师登陆上海，起源于

欧洲、崛起于美国工业化发展的装饰

主义装饰艺术风格也开始风靡，仅匈

牙利人邬达克就为上海留下了百余幢

装饰艺术风格的建筑。独特的色彩搭

配、简约的几何线条和流畅挺拔的建

筑形态，使得装饰艺术风格建筑永远

特立独行、拥有一种优雅高贵、不断

向上的摩登城市精神。从新艺术主义

（Art Nouveau）演化而来的装饰艺术

风格显然更趋向平民化、社会化，但

因为工业一体化的蓬勃发展，装饰艺

术风格建筑依然不乏摩登韵味与傲然

屹立的气度。从造型上来说，阳

光放射型、闪电型、曲折

型、 重 叠 箭

头型、星星闪烁型、埃及金字塔型都

是装饰艺术风格建筑惯用的经典图案 ；

色彩方面，强烈的原色和金属色系则

最能体现装饰艺术风格设计的城市特

性 ；至于材料，金属、玻璃这些上世

纪三十年代崛起的新型建筑材料，则

成为了建造装饰艺术风格摩天大厦的

典型性材料。

如果说 90 年前上海外滩与租界

建筑的装饰艺术风格被称为装饰主义

的海派演化，那么上海奕欧来奥特莱

斯的装饰艺术风格

则是装饰主

义的

沉肃穆的棕红色外墙，上海奕欧来奥

特莱斯的现代版装饰艺术风格大楼则

因为乳白色外墙而显得更为明朗舒缓。

同样，大光明电影院（原大光明大戏

院）夺目的、大片竖直线条勾勒的外墙，

以及国际饭店经典的层层收紧的锯齿

形屋顶，也都能在上海奕欧来奥特莱

斯找到新时代的最新演绎版，而这些

或许都可以看作对于海派建筑艺术与

装饰艺术主义的又一次致敬。

穿梭时空的风格之旅

建筑大师贝聿铭说过，艺术和历

史是建筑的精髓。而在上海奕欧来奥

特莱斯，这句话或许可以被理解为 ：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却同样拥有装饰

艺术灵魂的设计艺术成就了此处建筑

的精彩。

穿行于纽约街区美尔大道，不难

感受到这里浓厚的曼哈顿艺术风格，

商店的门头与店招设计大多借鉴自克

莱斯勒大厦和帝国大厦，摩登、高傲

是这里最主要的建筑语汇。

与“纽约街区”穿插交错的“巴

黎街区”则显现出更为华丽的装饰艺

术风格。1925 年，巴黎展览会上展

出的一系列工艺品、建筑模型及海报，

成为了最早的装饰艺术范本，而巴黎

则当之无愧的成为了装饰艺术的起源

之地。起始于月牙畔的维塞大道，正

重复的几何图案、线条是装饰主义建筑中
不可或缺的显著特点，在上海奕欧来奥特
莱斯的建筑中，到处可见这种特点的体现。

现代演绎。月牙畔虽然取材自浪漫的

戛纳海滨，但却与昔日的上海外滩有

着近乎一致的浪漫氛围 ：临水而建、

拥有恢弘的建筑博览群，漫步于此，

不难感受到外滩独有的海派风格。不

仅如此，在这里的许多建筑都有着被

锐角修饰过的外墙，从钟楼、迎宾中

心到湖边餐饮区域无一例外，而线条

利落的锐角设计，正是在装饰艺术风

格中最为典型的设计之一。如果将视

线转移到上海外滩源，竣工于 1930

年、由装饰艺术风格建筑大师邬达克

设计的洛克·外滩源真光广学大厦（原

真光大楼和广学大楼）也拥有同样斜

刺出天空的锐角

外墙。但不同

于 外 滩 旧

建 筑 深

是得名于法国建筑师保罗 · 维塞（Paul 
Veysseyre）。尽管不如搭档邬达克有

名，但维塞更擅长将巴黎传统美术融

入建筑设计，并以此为基础在上海外

滩、旧法租界设计了不少充满巴黎风

情的装饰艺术风格建筑。

“意大利”街区的鲁索罗大道取名

自路易吉 · 鲁索罗（Luigi Russolo），

这位威尼斯艺术家所发起的噪音艺术

掀起了二十世纪现代先锋艺术创作的

革命。除了是一位声音艺术家，鲁索

罗同时也从事抽象几何风格的绘画创

作，这些充满意大利装饰艺术的元素

都被淋漓地展现在这条大道上的建筑

楼群中。

1

4

3

2

① 金色加白色、造型优美大气的奥斯
卡大楼，已经是上海奕欧来奥特莱
斯的地标建筑之一。

②-④   耀眼的金色、孔雀蓝、碧绿都是设
计师在装饰主义建筑设计中最爱使
用的颜色，在上海奕欧来奥特莱斯，
这些颜色均被运用到设计细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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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欧来三大街区、分布街道及空间

灵感来源

纽约街区             巴黎街区             意大利街区

位于外滩圆明园路上由邬达克设计的真光大楼的顶部
也正是采用斜刺而出指向天空的锐角外墙。

而同样有着精美锐角设计的奥斯卡大楼
也正承袭了这种装饰主义风格的特质。

线条利落的锐角设计是装饰艺术中典型的设计

层层收进的锯齿形顶部
是国际饭店最显著的风格特征。

而在上海奕欧来奥特莱斯的纽约风格建筑之中
这种锯齿形特征也十分明显。

现代版装饰艺术风格

真光大楼 & 奥斯卡大楼

现代版装饰艺术风格

国际饭店 & 纽约风格建筑

曼哈顿艺术风格

旧法租界风格建筑

现代高级时装

噪音艺术革命

纽约风格建筑

自由主义、爵士精神

装饰艺术、巴黎时尚

意大利装饰艺术

时装摄影

欧洲宫廷式建筑

戛纳海滨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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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
典雅

亚洲风

女性主义
花卉

色彩奔放

俄耳甫斯主义
几何图像
结构张力

艺术载体丰富
风格梦幻

未来主义
光影
能量

《经典之春》

《阳台上奔跑的女孩》

《一千零一夜》

《曼陀罗》

《韵律色彩》

休息厅的风格特点

休息厅的风格特点

休息厅的风格特点

休息厅的风格特点

休息厅的风格特点

他的代表作品

他的代表作品

他的代表作品

她的代表作品

她的代表作品

伽利略 ·赤坭

乔治亚·欧姬芙

索尼娅 ·德劳内

维多利奥 ·赞科情

贾科莫 · 巴拉

Galileo Chini

Georgia O‘Keeffe

Sonia Delaunay

Vittorio Zecchin

Giacomo Balla

设计，点亮平凡空间

1912 年，作为未来主义艺术流

派的贾科莫 · 巴拉（Giacomo Balla）

创作了他此后最为著名的画作之一《被

牵住的狗》，尽管以学院派画法开始自

己的创作生涯，但出身都灵的意大利

人巴拉却在接近而立之年，冲破了装

饰艺术的界限，将工业化流程中所体

现出来的活力，运用于油画、版画创

作中。而更超乎这位艺术家想象的是，

在百多年后的地球另一端，以他的艺

术创作为灵感的贾科莫 · 巴拉休息厅，

因其展现的视觉魅力，而为上海奕欧

来奥特莱斯赢得了最美旅游厕所的荣

誉。身处其间，色彩和谐、互为一体

的墙面、地面犹如油画般优美，而整

片色彩中无数的小色块也正如艺术家

本人所倡导的点彩技法，生动且富有

视觉冲击力。

除了荣膺最美的贾科莫 · 巴拉休

息厅，散落在上海奕欧来奥特莱斯内

的其余四处“设计艺术空间”也同样

拥有了与之比肩的视觉震撼力。其中，

同样取材自艺术作品，向女性主义艺

术家、美国静物风景画画家乔治亚 · 欧

姬芙（Georgia O'Keeffe）致敬的休息

厅，则呈现出与贾科莫 · 巴拉休息厅

完全不同的风格。红色妖娆的花朵热

烈而奔放、莫兰迪色系的大面积色块

舒展自如，形似自然界中的山川湖泊。

在这位强悍的、天蝎座女艺术家

的画笔下，无论是花卉还是自然景观，

都能够展现出顽强的女性力量，而身

处这样一方被乔治亚 · 欧姬芙作品覆

盖的空间之中，不仅能全维度地感受

到艺术家所想要传达的力量之美，更

可以近距离欣赏到日常生活之外的艺

术之美。

比起厕所，显然用休息厅来形容

这五处艺术空间更恰当。除了宽大到

奢侈的功能性区域、独立的洗手台，

在每一处休息厅的入口处，都陈设了

线条简约的现代意大利式沙发。

贾 科 莫 · 巴 拉（Giacomo Balla）

和乔治亚 ·欧姬芙（Georgia O'Keeffe）

之外，意大利画家及陶艺家伽利略 · 赤

坭（Galileo Chini）、维多利奥 · 赞科

情（Vittorio Zecchin）和俄罗斯艺术

家索尼娅 · 德劳内（Sonia Delaunay）

的创作也成为了设计师的灵感，从而

诞生了另外三处休息厅，特别是索尼

娅 · 德 劳 内（Sonia Delaunay） 休 息

厅内活泼明朗的几何图形设计，则让

人瞬间联想到时髦有趣的时装设计，

而这种将空间、艺术、时装串联一线

的设计巧思，无疑让平凡的生活空间

变得更加生动。

当巨大且灿烂的花卉代替了传统的净色地

砖，当装饰风格的艺术马赛克代替了千篇

一律的墙面，或许“设计艺术空间”比“洗

手间”更适合形容上海奕欧来奥特莱斯风

格卓然的休息厅。

上海奕欧来奥特莱斯
的五大主题休息厅各
具特色，不仅承载洗
手间功能，更具备艺
术欣赏价值，此处为
伽利略·赤坭休息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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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
堂
”
里
的

时
髦
匠
心

藏在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里的

这间创 x 奕算得上是一个“异

数”。身处大牌云集的上海奕

欧来奥特莱斯，却并不贩售任

何所谓大牌设计 ；没有华丽张

扬的店招与门头，也不会在橱

窗里打出吸引眼球的 SALE 字

样。然而对寻找中国设计、追

求工艺精神的购物者而言，创

x 奕却有着最不可错过的时髦

匠心。

① 藏身在装饰主义建筑内的创 x 奕集
合了许多具有手工艺匠人精神的设
计师品牌。

② 店铺装潢采用上海“弄堂”风格。
③ 造型独特的设计师品牌包包，透露

出创 x 奕所要传达的年轻、创造力。

工
艺&

设
计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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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艺人的守艺心

两年前，想要在不缺任何国际品

牌的上海购齐几件像样的设计单品，

免不得在市中心弯弯绕的小马路上颇

费周折多跑几遍。不过自从有了颇为

“隐秘”又相当低调的创 x 奕，似乎

免除了不少人寻寻觅觅的麻烦。从这

几年大热的鞋履牌子 Bing Xu，复古

眼镜 CHairEYES，到依旧小众却口碑

在外的 by FANG，都能在创 x 奕中

找到。

不止设计出众，入选创 x 奕的品

牌还必须当得起“手艺匠心”这几个字。

尽管快时尚席卷全球，但总是不乏热

衷传统工艺的设计者、制作者，将通

过手工劳作创造出的美传递给更多人。

杨芳无疑是其中之一。

第一次看到 by Fang 的时装单品，

一定会被它的素雅、精致深深折服。

属于东方女性线条的柔美、来自西方

现代剪裁的立体，再加上深植在记忆

中的传统手工折纸造就了 by Fang 的

独特韵味。从最初的系列到最新的设

计，折纸作为灵魂元素一直贯穿其中。

而关于面料，在 by FANG 的设计中，

大量运用的丝绸不难体现出设计师的

偏爱，这不仅因为真丝这种传统面料

在中国更易获得，而且不同种类的真

丝也能完美呈现出轻盈、垂荡、建筑

感等多种时装形态。

同 by FANG 有着相似手艺精神

的还有眼镜品牌 CHairEYES。一开始

就打着手造眼镜旗帜的 CHairEYES 属

于为数不多的本土手工眼镜。在手工

制作成本越来越高的今天，手造眼镜

的制作流程长、制作报废率高，尽管

许多品牌开始慢慢使用机械制造取代

手工，但在 CHairEYES 创始人周圆的

坚持下，所有的单品仍然由师傅手工

完成。为了使用传统的工艺保证眼镜

的牢固度，在每一副眼镜最重要的铰

链固定处，手工匠人用原始的手工穿

针法固定材料与金属，虽然费工，却

也让 CHairEYES 的眼镜多了一份手工

品才有的韵味与温度。

①-② 可以自由活动的货架、方格设计的
展示空间，出自 lukstudio 芝工作
室的创 x 奕内部设计，不仅保留了
旧式里弄的风情，更通过金属色和
木色的结合体现出现代海派的活力。

③-⑤ 通过繁复手工设计、制作的鞋履配
饰是只有在创 x 奕才能够一站式购
买到的设计师单品。

摩登“弄堂” 创意市集

在装饰艺术风格浓烈的上海奕欧

来奥特莱斯，创 x 奕的店铺风格也特

别本土 ：隐于欧式外墙之内，呈现出

一派新颖独特的“弄堂”风貌。由上

海本土设计工作室—— lukstudio 芝工

作室操刀，创 x 奕的店铺同其间的设

计师作品一样，注重工艺、勾画细节、

独具巧思。

石库门住宅、里弄建筑形态这些

上海本土独有的生活空间被重新演绎，

一些富有海派特色的生活场景、用品

也得到了新的延伸意义 ：在不大的空

间内，模块化设置的货架与走廊，产

生了“弄堂”与“弄屋”的互动关系，

展示、等候、试衣、工作不同区域各

司其职 ；入口单元取材自“石库门”

的弯角 ；上海弄堂标志性的外伸晾衣

竹竿在这里变身服装展示架 ；老式竹

椅做成了单元分隔 ；而由黄铜木材打

造的可移动货架则让人联想到弄堂里

的长椅桌凳。铺石与木地板界定空间

的同时，开放式的展示形式使得“弄

堂”与“弄屋”之间保有视觉上的延续。

多层次的相关元素堆叠成紧密的整体，

兼具灵活性与秩序感的体验恰如“里

弄生活”的缩影。

与普通设计师集合店不同，这里

更像是一个融汇了各种手工艺时尚产

品的创意市集，更注重手工制造、更

讲求本土化、更独特的品牌选择，当

厌倦了工业化与快时尚，倒不如来这

条“摩登弄堂”找一找自己缺失的那

件手艺品。

4

5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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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影
之
间
的

自
然
艺
术

从申迪北路上一扇不起眼的铁

门驶入，沿着蜿蜒狭小的道路

缓慢前行几分钟，眼前豁然开

朗，倚靠湖水一畔、被水杉林

环抱的申迪展示中心沉静、庄

严，在阳光之下，仿佛已与周

边的自然风貌融为一体。

① 申迪展示中心回廊内的透光设计是
这栋主楼中最吸引人的亮点，引入
自然光线让本来庄严稳重的建筑更
添灵动。

② 德国红砖砌成的回廊设计，引入光
线的同时，让整体建筑显得更为灵
动轻巧。

③ 七号楼在樱花大道的掩映下，显示
出建筑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④ 被湖水环绕的申迪展示中心，静谧
舒适，与自然融为一体。

环
境&

设
计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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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自然 融于自然

“七号楼的建筑是和周边景观环境

设计一起开始的，应该说建筑与自然

互为补充，不可分割。”在设计师曹刚

口中的七号楼，正是两座藏身于上海

国际旅游度假区深处，并不对外开放

的申迪展示中心的主楼与副楼。

从建设伊始便被种下的一大片水

杉林，已经如列队般整齐的环绕在整

个申迪展示中心地块四周，既是天然

的视线屏障，又为原本冷峻的建筑景

观增添了许多柔和与自然韵味。除了

挺拔简约的水杉，周边种植的其它植

被也大都去繁就简，正如简约主义建

筑大师密斯 · 凡 · 德罗的那句名言“少

即是多”说的那样，虽没有第一眼的

惊艳，却因为淡雅与留白，而更多了

值得反复品味的韵致。

虽然申迪展示中心主楼与副楼主

要承载着展示、接待与会议的功能，

但漫步其间，却更能感受到属于度假

区的、舒适自在的“度假感”。由内而

外、不浪费每一寸空间、尽量将景观

环境的舒适度最大化，正是因为设计

师从建筑开始的这一设想，形成了申

迪展示中心始于自然、融于自然的完

整格局。

和建筑体一同开工挖掘的人工湖，

面积虽不大，却让主、副楼拥有了依

林傍水的独特风景，连接景观步道与

建筑体的蜿蜒桥体由木结构与钢结构

简单组合而成，既沉稳又通透，更使

湖水与建筑体连成一片风景。

主楼朝南入口处刚毅的线条装

饰不仅形似上海本土装饰艺术（Art 
Deco）建筑惯用的几何线条，又和

意大利建筑大师卡洛 · 斯卡帕（Carlo 
Scarpa）擅长的细部有异曲同工之妙。

墙体深浅不一却异常和谐的红砖

取材自德国，设计师笑称，这种看似

不经意的错落渐变色砖材，恰恰是整

体建筑中最为昂贵的部分。而和主楼

红砖墙一冷一暖、相映成趣的副楼外

墙砖，是从本地许多拆建的工地上低

价收来的旧青砖。价廉，却与周边环

境无比契合，搭配着特别调色、定型

的金属瓦楞板屋顶，让整栋建筑显得

格外宁静美好。

光线设计的空间艺术

“让光线来做设计。”这是法国巴

黎卢浮宫玻璃金字塔的设计者贝聿铭

的经验之谈。在申迪展示中心的两座

建筑设计中，自然光线无疑是另一位

隐形的设计师。看似方正庸常的主楼，

因为一圈透光设计的回廊，而显得别

具一格。在天光好的日子里，漫步穿

过回廊，抬头便能看到阳光从红砖的

镂空处和廊柱的空隙间洒下，仿佛用

光影在墙上弹奏出的乐曲，温暖从容。

从主楼的大厅由内而外看，一面巨大

的、饰以金属线条的落地玻璃窗不仅

引入了室外的温暖阳光，也引入了一

窗之隔的婆娑水杉林美景。副楼的光

线设计则更为隐秘而巧妙，巨大的挑

高空间肃穆而庄重，屋顶上

成排的天窗将室外的光

线柔和的带入室内。

建筑两侧狭长的窗

户则不仅能形成

美妙的光影轮廓，

更能让置身室内

的 人 有 移 步 异 景

的生动感受。

① 展示在七号楼内的迪士尼城堡的塔
尖，代表了度假区与迪士尼相辅相
成、中西合璧的特色。

② 小巧的窗户设计，在保留展示中心
主楼室内所需的、较暗的空间环境
同时，也适当吸收光线。

③-④ 展示中心主楼内部的展示墙融入各
种设计元素的巧思。

⑤-⑥ 主楼室内处处可见的“光线设计”。

1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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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家树屋

仿照东南亚丛林度假屋建造的邻家树屋，

居于其中仿佛置身林间，

抬高数米的屋体让居住者更好的欣赏林中景致，

更有临近河道的树屋，

不仅能观赏到婆娑树影，

还能聆听河水涓涓。

邻家露营地

如果说树屋让人体会居于林间的乐趣，

那么房车营地则让人有身居开阔草坪的轻松感。

推门即景、被清新负离子围绕的感受，

相信没有什么

比这更适合被称为回归自然了。

翱星公园

身处上海奕欧来奥特莱斯内的翱星公园，

不仅深受小朋友喜爱，

也同样是购物者钟意的休憩区域。

绿树掩映下的游乐设施、有顶棚遮挡的回廊

都让这里成为了融自然景观与休闲玩乐于一体的场所。

星愿公园小蜻蜓园地

和翱星公园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

星愿公园、小蜻蜓园地占地面积更大，

也拥有更多的绿色植被。

缓坡、树林、与自然融为一色的游乐设施、毗邻的星愿湖，

让这里成为了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内

一处隐藏版的彩蛋区域。

MAXUS 大通音乐谷

如果知道著名的户外音乐节柏林夏季音乐节，

那一定也会对大通音乐谷的露天环形音乐舞台

产生一样的感受。

想象在凉爽的夏夜，落座于环形阶梯上，

伴着晚风欣赏一场美妙的音乐盛会，

自然、音乐合二为一的乐趣不过于此。

专 家
寄

语
冯学钢 |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工商管理学院院长

“迪士尼不仅仅是上海的迪士尼，

应该是长三角的迪士尼，我们

的视角、触角应该更长远。”

马学杰 | 浦东新区商务委

员会副主任

“国际旅游度假区在浦东新区

这样大的旅游格局中如何共

享资源、共享

客 源、 共

享市场，

需要社

会各方

的 共 同

努力。”

何建民 |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旅游管理系主任

“我认为上海所有的市内图书

馆至少要放一本我们的《胜

地》杂志，我们要有这样的促

销意识。也可以举办与学生

有关的度假区活动，在提高

吸引力、传播力的同时，也

可以做到资金的良性循环。”

翁瑾 | 复旦大学旅游学系副

教授

“《胜地》给我的第一感觉就

是快乐，然后是高品质的

生活方式。归根到底，

度假区就是生活方式

的空间载体，度假生

活就应该是快乐的、高

品质的。”

于秋阳 

| 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

研究所副教授

“上海在建设国际性消费城市，

品牌该如何传播对上

海大都市新的

消费群体实

际上既是非

常重要又是

非常迫切的

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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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OUNTER 
SPRING 
SURPRISES 

 AT SHANGHAI DISNEY RESORT

春日新相遇
编辑/Angela    摄影/马腾    部分图片提供/上海迪士尼度假区

迷人的春季正式开启，在绚烂多姿的春日时光里，上海

迪士尼乐园的第七个主题园区——“迪士尼·皮克斯玩具

总动园”主题园区也将于 4 月 26 日全新亮相。在这里我

们可以跟着胡迪、巴斯光年、翠丝、大熊和其他玩具朋

友们开启一段充满欢乐和想象的旅程。这个春天也可以

见到全新加“萌”的迪士尼朋友——星黛露，在梦幻的

粉紫世界里，探索游玩的新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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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迪士尼乐园 

 老车站商店 

9:00

10:00

春天，在上海迪士尼乐园的草丛和花卉

中都会放入许多大家很熟悉的彩蛋。除了迪

士尼的招牌米奇和米妮、唐老鸭和黛丝之外，

还有机灵可爱的奇奇和蒂蒂，今年大受欢迎

的达菲、雪莉玫也有了自己的彩蛋，全新加

盟的杰拉托尼以及软萌的星黛露立体彩蛋更

是让人爱不释手。在城堡前的奇想花园里还

有新加入“彩蛋节”的——《玩具总动员》

中的胡迪、巴斯光年、翠丝和大熊彩蛋，让

粉丝们能愉快合影。

老车站商店是达菲在上海迪士尼乐园

的家，去年 10 月杰拉多尼到来之后，这里

的周边商品变得更为丰富起来。现在每天在

这里的 23 号月台前空地上，一天多次会进

行“达菲和他的朋友们——欢迎新朋友 ：星

黛露”表演。可爱的小兔星黛露鼎力加盟，

米奇、米妮、达菲、雪莉玫和杰拉多尼等迪

士尼朋友在这里翩翩起舞。游客也将受邀加

入演出，在迪士尼朋友的带领下欢快舞动，

乐在其中。 “早上好，米奇”演出 
9:30

伴随春季到来的还有达菲的新朋友——

星黛露。在“故事家雕像”前 , 星黛露也加

入了每天早上在米奇大街欢乐广场上举行的

“早上好，米奇”特别演出中。米妮、黛丝、

雪莉玫和其他“米奇大街”上的伙伴们都参

与了这场欢迎星黛露的派对，几个迪士尼朋

友亲密同框，为相聚庆祝。

 巴斯光年星际营救 

  玩具盒欢宴广场&艾尔玩具店&友情驿站 

11:00

11:30-15:00

与星黛露亲密接触之后，就向着“迪

士尼·皮克斯玩具总动园”主题园区进发。

在明日世界里可以抢先体验一下巴斯光年

星际营救。进入星际指挥部收到任务，两

人一组坐入行进的小车，踏上星际探险之

旅，和巴斯光年一起阻止星际指挥部的头

号要犯索克天王。“巴斯光年星际营救”拥

有全球迪士尼乐园中最先进的瞄准系统，

一旦发现索克的“能量核心 Z ”警卫队卫兵，

就向他们射击，每次击中目标都能积累相

应的分数。得分越高，在巴斯精英舰队中

就晋升得越快。

午餐时间，可以在玩具盒欢宴广场解

决，这是一个由巴斯光年、蛋头先生和蛋头

太太、以及大熊的玩具包装盒所搭建起来的

主题餐厅，游客可以坐在“玩具桌椅”上享

受可口美食。园区里还有一个独特的与迪

士尼朋友见面的主题区域——“友情驿站”，

在这里可以与胡迪等迪士尼朋友们合影。提

供沉浸式购物体验的“艾尔玩具店”可以买

到相关的衍生产品，在日后也能延续“迪士

尼·皮克斯玩具总动园”主题园区的神奇。

  弹簧狗团团转 
11:30-15:00

弹簧狗绕着一个盛满了玩具骨头的大狗

盘，对自己的尾巴穷追不舍了一整天，把其他

玩具们都逗乐了。上海迪士尼乐园的游客受邀

成为“迪士尼·皮克斯玩具总动园”主题园区

里的“新玩具”，坐上弹簧狗的螺旋形弹簧，

和他一起欢快地绕圈。

“ 迪 士 尼· 皮 克
斯玩具总动园”
将 于 4 月 26 日
正式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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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抱龙冲天赛车 

  胡迪牛仔嘉年华 

  小米大厨烘焙坊 

11:30-15:00

11:30-15:00

15:00

缺乏安全感的抱抱龙是安迪的玩具霸

王龙，他不但喜欢玩电子游戏，也特别喜

欢玩遥控车。在他的朋友三角龙特蕾西的

帮助下，抱抱龙邀请游客坐上遥控车，在

长长的 U 型轨道上开启一段精彩刺激的冒

险旅程。在抱抱龙的操作下，满载游客的

遥控车将来回高速驰骋，并不断加速、越

飞越高。

在安迪用玩具搭起来的牧场里，游客

可以加入一个喜气洋洋的舞会。胡迪警长已

经圈好了一群小马，每匹小马拉着一辆小马

车。当游客们坐上马车，小马们便踏着欢快

的音乐跳起方块舞，身后的马车则随着马蹄

舞步兴高采烈地摇摆，其乐无穷。

完成了新园区的探索，该休息一下享

受一个下午茶了。小米大厨烘焙坊的灵感来

自于皮克斯的动画片《美食总动员》，充满

法式风情的内部装潢，马赛克花墙上还能见

到片中主人公老鼠小米。这里供应烘焙甜点、

咖啡等。星黛露主题的系列甜品也有销售，

特别是 3D 立体造型的小兔蛋糕，真的不舍

得下口。

  米奇童话专列 

  迪士尼小镇 

15:30

16:15

巡游路线两边已经有很多人在不停张

望。固定路线很长，花车的移动也不快。最

佳观赏点当然是米奇大街正对奇想花园的那

一块，看着迪士尼朋友从城堡前走过，每个

人都会被萌化。见到《玩具总动员》为主题

的花车开过，不由得对着坐在抱抱龙身上的

胡迪大喊 ：“你的靴子里有条蛇！”

皮克斯另外两部经典动画片《海底总

动员》和《超人总动员》也有相关的人物出

现。找一找《海底总动员》里可爱的尼莫在

哪里？在最后一辆花车上《超人总动员》的

主角鲍勃与妻子还会与游客们亲密互动，记

得要对他们努力挥手。

在米奇童话专列结束之后，从侧门暂

时离开上海迪士尼乐园，可以在迪士尼小镇

上观赏一下春天的景色，各种呆萌造型又逗

趣的彩蛋也回归了。在小镇市集还有特别的

演出，当然主角还是星黛露。她和舞蹈演员

们献上一段欢乐有趣的舞蹈，大家可以为她

喝彩加油，还有机会与星黛露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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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度假区指南

服务设施 周边观光
24 7项 处

下榻优选
10处

美食餐厅
71家

购物场所
157家

景点体验
9大

编辑 胡悦薏 部分文字整理 沈兆靓 图 马腾 Angela 陆文雪 胡悦薏（部分图片来自商家）

度假区指南仅供2018年春季参考，具体信息以实际情况为准

  玩具总动员酒店 
18:00

从上海迪士尼乐园尽兴后，为了精彩

旅程得以延续，晚上就必定要选择住在玩具

总动员酒店了。从迪士尼地铁站边上的接驳

站坐酒店的班车可以直达。酒店入口处仿佛

一个超大号礼物包装盒，穿过入口便来到绚

丽明亮的大堂。大堂内装饰着巴斯光年、胡

迪、杰西和小马红心的欢快影像，廊柱由积

木堆砌而成，地板设计成棋盘的样式，信息

则显示在 Etch-a-Sketch®涂写板上。

晚餐选择在阳光食汇，这个类似美食

广场的餐厅提供柜台点餐服务，轻松快捷就

可享用可口美食。阳光食汇的名字源自影片

《玩具总动员 3》中的阳光幼儿园。这里提

供孩子们钟爱的点心和面条，还有热气腾腾

的烧烤。

如果还有时间可以让孩子们去儿童游

乐屋玩耍一下，也可以享受一下美好的亲子

时光。在这里小朋友们无拘无束，可以自由

放飞想象。

酒店房间以安迪的房间为设计理念，带

领人们“飞向无穷无尽的太空”，在这里所

有的玩具仿佛都获得了生命，每一个角落都

充满了奇遇。
  甜心糖果 
17:00

回到乐园内，来到米奇大街购买一些

纪念品。随着星黛露的加入，米奇大街上

的“甜心糖果”商店也换上了粉紫色的新装，

有 20 余款全新星黛露主题商品，星黛露的

“萌力”一定让你等不及将她捧在手心！长

长兔子耳朵的头箍，可爱的斜挎包，还有

精美项链和限量版徽章，将这份萌动、甜

美带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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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
DESTINATION

上海迪士尼乐园
Shanghai Disneyland

上海迪士尼乐园酒店
Shanghai Disneyland Hotel

玩具总动员酒店
Toy Story Hotel

上海迪士尼乐园拥有六大主题园区，包括

米奇大街、奇幻花园、探险岛、明日世界、

宝藏湾以及坐拥奇幻童话城堡的梦幻世界，

2018 年 4 月 26 日，上海迪士尼乐园的第

七个主题园区——“迪士尼·皮克斯玩具总

动园” 将盛大开幕，园区将包括三个全新的

景点——弹簧狗团团转、抱抱龙冲天赛车和

胡迪牛仔嘉年华，一个独特的与迪士尼朋友

上 海 迪 士 尼 乐 园 酒 店 坐 落 在 星 愿 湖 南，

与上海迪士尼乐园隔湖相望，环境优雅，

设 有 420 间 客 房， 为 游 客 提 供 独 一 无

二的酒店体验，这里拥有雅致的室内环

境、华贵的新艺术装饰和迪士尼梦幻故

事，时不时在酒店大堂、餐厅等地邂逅

钟爱的迪士尼朋友。酒店拥有各式特色

主 题 房 型， 还 有 各 式 奢 华 美 味 的 餐 饮、

豪华高档的室内游泳池、游乐区和其他

设施，每一处的设计都将留下难以忘怀

的记忆。

玩具总动员酒店坐落于靠近迪士尼小镇的

申迪西路西侧，设有 800 间客房，进入酒店，

如同置身于迪士尼皮克斯的同名经典动画

系列中，所有的玩具都获得了生命，每一

个角落都充满了奇遇。

申迪西路 1009 号

申迪西路 360 号

豪华型
豪华湖景房、神奇王国套房、魔法师套房、
幻想曲套房等
川顿王游泳池、“哈库拉玛塔塔”乐苑、米
奇儿童游乐室

家庭型
花园景观房、庭院景观房、乐园景观房
小火箭发射台、儿童游乐屋

星愿公园
Wishing Star Park

坐落于星愿湖畔的星愿公园宁静和谐，风

景如画。沿着 2.5 公里的步行道，游客可

以漫步在湿地生态美景中放松身心。园内

还有主打亲子休闲的小蜻蜓园地，及可容

纳 900 人的星光露天剧场等精彩景点，还

可在星愿公园西门奇梦桥南端付费租赁休

闲自行车，最多可供四人乘坐。

地铁 11 号线迪士尼站
免费

8:00-19:00（以实际运营时间为准）

400-180-0000、20998002

400-180-0000、20998003

华特迪士尼大剧院
Walt Disney Grand Theatre

全球首部普通话版本的音乐剧《狮子王》

已在 2017 年 10 月 8 日完美收官。华特迪

士尼大剧院将在 2018 年夏季迎来风靡全

球的百老汇音乐剧《美女与野兽》普通话

版。迪士尼音乐剧《美女与野兽》取材自

1991 年上映并获奥斯卡提名的同名动画长

片。自 1994 年百老汇首演，音乐剧《美女

与野兽》已荣获 9 项托尼奖提名并已持续

演出 13 年，是百老汇音乐剧史上演出时间

最久、票房最高的剧目之一。

迪士尼小镇

400-180-0000

地铁 11 号线迪士尼站

上海迪士尼乐园门票价格根据季节、平
日 / 周 末 或 特 别 日 期 进 行 调 整， 行 前 请
查 询 上 海 迪 士 尼 度 假 区 官 方 网 站 www.
shanghaidisneyresort.com 或 APP

9:00-20:00（ 节 假 日 为 8:00-02:00，
以实际运营时间为准）

400-180-0000、31580000

不得携带以下物品入园 ：食品、酒精饮料、
超过 600 毫升的非酒精饮料

迪士尼小镇
Disneytown

迪士尼小镇毗邻上海迪士尼乐园，是上海

迪士尼度假区向公众免费开放的大型购物

餐饮娱乐区。小镇汇集近 50 家商铺与餐厅，

并拥有亚洲首家迪士尼世界商店。

这个春天，迪士尼小镇在小镇市集的舞台为

大家带来全新的流行乐团演出。不仅每天有

现场演出的中、西流行音乐，还有经典的迪

士尼歌曲，每周五至周日，星黛露将在“小

镇市集”舞台及小镇湖畔草坪为游客带来精

彩演出，一起欢庆迪士尼小镇的首个春天。

地铁 11 号线迪士尼站，度假区接驳巴士 1
路、2 路公交车西公交枢纽站

免费

10:00-21:00（节假日为 10:00-22:00，
以实际运营时间为准）
迪士尼小镇具体商户营业时间及订座详情
请查询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官方网站 www.
shanghaidisneyresort.com 或 APP

地铁 11 号线迪士尼站奇妙路站公交枢纽或
西公交枢纽乘坐上海迪士尼度假区接驳巴士

（蓝色），或在蓝天广场码头乘坐渡轮，住店
客人免费

地铁 11 号线迪士尼站奇妙路站公交枢纽或
西公交枢纽乘坐上海迪士尼度假区接驳巴士

（蓝色），住店客人免费

见面的主题区域——友情驿站，以及提供沉

浸式购物和餐饮体验的艾尔玩具店和玩具盒

欢宴广场。

全新“2018 春夏畅游季卡”提供三种类

别——无限卡、平日卡和周日卡，持卡游

客可于即日起至 7 月 31 日期间多次入园，

并享受一系列度假区专属优惠。

伴随春季到来的还有达菲的新朋友——星

黛露，巨型彩蛋将带上达菲和他的朋友们、

《玩具总动员》中的玩具伙伴，再次入住“奇

想花园”和迪士尼小镇 ；4 月 1 日至 4 月

22 日地球月期间，将能体验一系列妙趣横

生的迪士尼环境与自然互动活动 ；这个春

季，迪士尼小镇将举办“春日嘉年华”活动，

在星愿公园，家长和儿童还可以参加“漫

游植物课”，在清新的空气里，感受美好的

春光并了解植物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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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
DESTINATION

莫斯利安香草园
Momchilovtsi Herb Garden

坐落在光明生态园南面、星愿湖东面，占

地面积 20 万平方米，四月将迎来代表爱情

语言的玫瑰花，五月将迎来代表无限浪漫

的薰衣草，并为之配置了可以举办婚礼的

大草坪。

申迪文化中心
Shendi Center

矗立于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核心区，总建筑

面积约 95，000 平方米，融高效办公、会

议会展、精品商务于一体，开创旅游、影视、

娱乐、商贸、文创产业完美融合的新境界，

为相关企业提供实力平台。

申迪文化中心自身拥有开阔的景观视野，既

可俯瞰迪士尼乐园景观，又可近观多层次

绿化景观，提供闹中有静的商务环境，是

放松休闲的良好去处。

MAXUS大通音乐谷 
MAXUS Music Valley

位于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南侧，占地面积

约 88,000 平方米，由 D+ 房车驿站、露天

音乐剧场、广场餐厅、亲子设施共同构成，

倾力打造集合户外露营、演艺、亲子、美食、

体育等多重功能的一站式休闲度假目的地。

上海市浦东新区申迪南路 277 号
地铁 11 号线迪士尼站换乘度假区 1 路至申
迪南路站

周一至周五 10:00-20:00，周末及节假日
9:00-21:00（以实际运营时间为准）

D+ 房车驿站、D+ 餐厅 ：31777878

上海市浦东新区申迪南路 88 号
车行路线 ：度假区高架 - 申迪西路 - 申迪
南路
地铁路线 ：地铁 11 号线迪士尼站，转度假
区 1 路公交车至南交通枢纽

以实际运营时间为准
021-20996699

上海奕欧来奥特莱斯
Shanghai Village

上海奕欧来奥特莱斯将艺术人文气息融入

度假和购物之中，为顾客创造出非同凡响

的消费体验。

上海市浦东新区申迪东路 88 号 地铁 11 号
线迪士尼站 4 号出口转度假区 1 路至购物
村站

免费

周一至周五 10:00-20:00，周末及节假日
9:00-21:00（以实际开放时间为准）

400-920-0088

详情请查询“奕欧来上海购物村”官方网站
sh.yioulai.com 及微信公众号

光明生态园
Bright Ecological Park

占地面积 70 万平方米，形成生态水网公园，

设有樱花林、上农嘉年华、百花岭、童乐

园等景点，辅以农庄、垂钓之家、皮划艇

之家、露营、骑行、茶室咖啡等场所和设施，

为度假区游客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和体验。

地铁 11 号线迪士尼站

以实际运营时间为准
400-185-9911

详情请查询“申迪缘邻”微信公众号

地铁 11 号线迪士尼站

以实际运营时间为准
400-185-9911

详情请查询“申迪缘邻”微信公众号

度假区春夏赏花特别贴士

洋水仙

赏花季 ：三月

赏花地 ：上海迪士

尼乐园主入口米奇

大街

郁金香

赏花季 ：三、四月

赏花地 ：上海迪士

尼乐园梦幻世界

樱花

赏 花 季 ：三 月 底、

四月初

赏 花 地 ：上 海 国

际 旅 游 度 假 区 光

明生态园、樱花大

道，上海迪士尼乐

园十二朋友园 

玫瑰

赏花季 ：四、五月

赏花地 ：上海国际

旅游度假区莫斯利

安香草园中的玫瑰

园、星愿公园

薰衣草

赏花季 ：五、六月

赏花地 ：上海国际

旅游度假区莫斯利

安香草园

花毛茛

赏花季 ：三、四月

赏花地 ：上海迪士

尼 乐 园 奇 想 花 园、

米奇大街的帕帕里

诺冰激凌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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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在有型
编辑、文/Angela   图片/上海迪士尼度假区

我们热衷去迪士尼寻回纯真的童年，还有那些童年的

甜蜜味道，在上海迪士尼乐园，每一季都会有既体现

迪士尼童话主题，又入乡随俗、结合各地特色的美食，

给我们留下更多梦幻的记忆。除了味觉，视觉对美食

的影响也非比寻常，好吃又好看，高颜值，萌翻天的

美食们，让人垂涎欲滴。

可以“吃”的迪士尼朋友

来上海迪士尼乐园，每一个游客

都会带迪士尼朋友形象的纪念品回家。

走进乐园里的“甜心糖果”，乐意发现

可爱的迪士尼朋友形象变身为甜蜜食

物，无论是焦糖苹果、棉花糖棒棒糖，

还是甜甜圈，不仅有米奇米妮等迪士

尼朋友的经典造型元素，还有达菲系

列等新季甜品。

     

迷人的紫色小兔——星黛露

春意暖暖，达菲的新朋友——星

黛露来啦——这只拥有一身薰衣草紫

色绒毛、快乐而坚定的兔子，已经是

很多女孩子的新宠。米奇大街的小伙

伴们都很期待在上海见到达菲的好朋

友星黛露，还为她在甜心糖果店准备

了一场欢迎派对。

谁都有机会在“米奇大街”邂逅

这只可爱有梦想的小兔，一起合影。“小

米大厨烘培坊”和“帕帕里诺冰激凌”

也为星黛露的加入推出全新甜品，包

括青柠奶昔、蓝莓芭菲、马卡龙礼盒、

配有迷你星黛露巧克力的茉莉花芝士

蛋糕以及收藏版星黛露特饮杯等。

米 奇 好 伙 伴 集 市 在 每 天 下 午

3:00～4:30 提供星黛露主题下午茶，

还加赠星黛露系列的产品，一饱口福

的同时，也让星黛露的粉丝们获得更

多购物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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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奇好伙伴美味集市

在这个街坊美食广场，有四种不

同风格的美食任选，特色美食包括炖

菜、烧烤以及如炖鹿肋排配饭、海鲜

叻沙面等各色招牌菜。

甜心糖果

“甜心糖果”代表着米妮童年的家，

游客会在店内看到讲述迪士尼第一对

情侣——米奇和米妮恋爱故事的壁画，

① 星黛露主题下午茶
② 春季新款迪士尼朋友造型甜甜圈
③ 星黛露蛋糕、达菲和朋友们纸杯蛋糕和马卡龙
④ 带有星黛露造型的蓝莓芭菲、青柠奶昔和冰淇淋

感受着相爱的甜蜜场景。在这里可以

找到好多以广受欢迎的迪士尼朋友为

灵感制作的手工糖果，观看糖果厨房

的糖果制作过程，还能随心所欲选择

巧克力、饼干和其他各式点心。

小米大厨烘焙坊

充满法式风情的烘焙坊，让人

仿佛进入迪士尼皮克斯电影《美食

总动员》中的场景，各种经典独创

美食应有尽有 ：新鲜出炉的烘焙甜

点、各式美味小吃、鲜果馅饼、三

明治等，还可以找个街景露天位享

受美食。

帕帕里诺冰激凌

以唐老鸭为主题的甜品店，在这

里可以试试诱人又凉爽的华夫甜筒冰

激凌和圣代冰激凌，再品尝一口现做

的唐老鸭造型的华夫饼。

Tips ：Where to find

“迪士尼·皮克斯玩具总动园”是上海迪士尼乐园

的第七个主题园区，园区内的“玩具盒欢宴广场”

是一个充满乐趣的户外主题餐厅，为游客提供以 

《玩具总动员》为主题、妙趣横生又美味无穷的美

食和餐饮。

文、编辑/安安   图片提供/上海迪士尼度假区

在玩具盒里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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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盒欢宴广场”的灵感来自

于《玩具总动员》系列电影中活泼

可爱的小男孩安迪喜欢玩的“过家

家”游戏。安迪在后院与他心爱的

玩具玩耍时，发现自己饿了。

在 回 家 吃 饭 前， 安 迪

用他最喜欢的玩具

包装盒和玩具家

具，为他的玩

具 们 搭 建 了

餐 厅 —— 玩

具盒欢宴广

场， 供 他 的

玩 具 们 享 用

美食。

全 新 开 幕

的餐厅为游客提供

主 题 鲜 明 且 品 类 丰 富

的可口美食。目前菜单有四

种，分别以巴斯光年、蛋头先生、蛋

头太太和大熊为主题。食客可以在菜

单中自由选择，例如，在蛋头太太玩

具盒造型的柜台选购“外星人辣海鲜

披萨”，或在大熊的柜台选购“草莓

熊费南雪蛋糕”。餐饮品类也涵盖中

西式，不一而足，包括“宫保鸡丁饭”、

“四川辣鸡肉配薯条”、“酱汁肋排”、

Tips ：推荐餐点

川味炸鸡配土豆片 75 元

烤土豆配肉丸 60 元

咖喱猪排饭 70 元

三眼仔辣味海鲜匹萨 85 元

烤红薯配棉花糖 60 元

草莓熊费那雪蛋糕 40 元

草莓牛奶 38 元

“海鲜焗饭”、“红薯棉花糖”等。喜

欢草莓熊的游客一定不能错过以他笨

重的身躯为标志，带有草莓香味为灵

感的特色饮料和甜品——“草莓牛奶”

和“草莓华夫饼冰激凌”等。

餐厅的点餐区是巴斯光年、蛋头

先生和蛋头太太以及大熊的巨大包装

盒，当游客们用餐时，无论是野餐式

的环境还是玩具桌椅，都能把大家瞬

时带入玩具的世界。

50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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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波萨烧烤
Barbossa’s Bounty

食客可以通过开放式厨房亲眼看到主厨烹

饪美食的精彩时刻，用餐的同时，还可沉

浸于“加勒比海盗——沉落宝藏之战”的

战场。

上海迪士尼乐园 - 宝藏湾
100 元以下 / 人

11:00-19:00

帕帕里诺冰激凌 
ll Paperino

来一份冰激凌和圣代冰激凌吧，再品尝一

口现做的华夫饼。

上海迪士尼乐园 - 米奇大街
100 元以下 / 人

12:00-20:00

花间美味
Picnic Basket

漫步在奇想花园的美丽小径上，在花间美

味小驻片刻，享受休闲时光的同时，来一

份美食。

上海迪士尼乐园 - 奇想花园
100 元以下 / 人

以实际运营时间为准

奇奇蒂蒂果摊 
Chip & Dale’s Treehouse Treats 

果汁饮料、爆米花等美味让心情变得更好。

上海迪士尼乐园 - 米奇大街
100 元以下 / 人

以实际运营时间为准

魔法师秘制小食
Melin’s Magic Recipe

开启“梦幻世界”主题园区的森林探路之旅，

从可口的盒饭中都能寻到魔法的踪迹。

上海迪士尼乐园 - 梦幻世界
100 元以下 / 人

以实际运营时间为准

皮诺丘乡村厨房
Pinocchio Village Kitchen

走进这间餐厅就仿佛走进了老木偶匠盖比

特的工作室，烤鸭披萨是这里的特色招牌。

上海迪士尼乐园 - 梦幻世界
100 元以下 / 人

11:00-19:30

水手大排档
Pintel & Ragetti's Grub To Grab

令人垂涎三尺的慕尼黑香草盘肠正等你来

发现。

上海迪士尼乐园 - 宝藏湾
100 元以下 / 人

以实际运营时间为准

仙女教母妙味橱
Fairy Godmother’s Cupboard

别忘了去寻找灰姑娘的仙女教母，她的魔

法棒一挥，可享受源自梦幻世界的意

肠披萨等美食。

上海迪士尼乐园 - 梦幻世界
100 元以下 / 人

以实际运营时间为准

米奇好伙伴美味集市
Mickey & Pals Market Café

丰富的美食广场，有四种不同风味的餐室

可供选择，每个厨房有各自的特色 ：炖

菜、点心、面条和新鲜烧烤的肉制品。

上海迪士尼乐园 - 米奇大街
100 元以下 / 人

11:00-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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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大厨烘焙坊 
Remy’s Patisserie

来到这间充满法式风情的烘焙坊，仿佛进

入迪士尼皮克斯电影《美食总动员》中的

场景，各种经典独创美食应有尽有 ：新鲜

出炉的烘焙甜点、各式美味小吃、鲜果馅饼、

三明治等。

上海迪士尼乐园 - 米奇大街
100 元以下 / 人

9:00-21:00

旋味 
Spiral Snacks

在这个未来主义设计的美食亭，供应中式

口味的特色小吃。

上海迪士尼乐园 - 明日世界
100 元以下 / 人

以实际运营时间为准

多种口味的热狗、风味培根和奶酪。

提摩太小吃
Timothy’s Treats

上海迪士尼乐园 - 奇想花园
100 元以下 / 人

以实际运营时间为准

皇家宴会厅
Royal Banquet Hall

进入这梦幻般的奇幻童话城堡，您将感受

公主和王子般的至尊礼遇，在与您最喜欢

的迪士尼朋友亲密接触的同时，还能享受

完美融合创新烹饪技艺和迪士尼神奇色彩

的顶级美食盛宴。

上海迪士尼乐园 - 奇幻童话城堡
300-500 元 / 人

400-180-0000
11:30-14:00 15:00-16:30
17:00-19:30

星露台餐厅 
Stargazer Grill

一边饱览上海迪士尼乐园的壮丽美景，一

边尽情享用多种中西美食。

上海迪士尼乐园 - 明日世界
100 元以下 / 人

11:00-20:00

海怪小吃
The Snackin’ Kraken

以北海巨妖命名的特色小店，美味小食将

唤醒你的味蕾。

上海迪士尼乐园 - 宝藏湾
100 元以下 / 人

以实际运营时间为准

老藤树食栈
Tangled Tree Tavern

如童话故事中的小木屋一般，烤鸡配红薯、

食栈鱼柳和薯条、炒澳洲牛肉配饭是这里

的特色美食。

上海迪士尼乐园 - 梦幻世界
100 元以下 / 人

11:00-15:00水虎鱼大口咬
Piranha Bites

以独创的牛肉泡菜卷和照烧鸡肉卷远近闻

名，品尝一杯新鲜饮品提提神，也是不错

的选择。

上海迪士尼乐园 - 探险岛
100 元以下 / 人

以实际运营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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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丰盛堂 
Tribal Table

供应风靡全球的部落火鸡腿饭、美味小炒、

烧烤以及新鲜素食。

上海迪士尼乐园 - 探险岛
100 元以下 / 人

以实际运营时间为准

吟游风味 
Troubadour Treats

林间剧场演出的间隙，不妨用香甜的蛋挞

犒赏自己，杏鲍菇牛肉盒饭、蜀国小煎鸡

盒饭也都是上佳选择。

上海迪士尼乐园 - 梦幻世界
100 元以下 / 人

以实际运营时间为准

漫月食府
Wandering Moon Teahouse

在这座古色古香的典雅建筑中，供应各类

热门亚洲美食。无论是红烧牛肉面及东坡

肉饭，都可吃得心满意足。

上海迪士尼乐园 - 奇想花园
100 元以下 / 人

以实际运营时间为准

绚景楼 
Aurora

从这里眺望远处，奇幻童话城堡的梦幻全

景尽收眼底。在高档奢华的就餐氛围里，

只需品尝一口以睡美人爱洛公主为灵感而

烹饪的美食，就能明白为什么她的传奇能

够经久不衰。

上海迪士尼乐园酒店
500 元以上 / 人

17:30-22:00
400-180-0000

巴克斯酒廊 
Bacchus Lounge

像希腊神话里的国王或诸神一样尊享盛宴！

在浓郁醇厚的鸡尾酒和葡萄酒中放松心情，

在令人感官愉悦的西式茶点里感受惬意。

上海迪士尼乐园酒店
100-300 元 / 人

11:30-23:00
20998002

玩具盒欢宴广场 
Toy Box Café

这家充满欢乐的室外餐厅提供适合全家享

用的美食，包括亚洲风味的丰富餐饮、形

状可爱的披萨和玩具总动员主题甜品。

上海迪士尼乐园 - 迪士尼·皮克斯玩具总
动园

100 元以下 / 人

9:00-20:00

土图嘉风味
Tortuga Treats

在这家海岛风情的小食亭，每天限时限量

供应明星食品火鸡腿。

上海迪士尼乐园 - 宝藏湾
100 元以下 / 人

以实际运营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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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409507
8:00-22:00

面包新语 
BreadTalk

提供品种丰富的面包、甜甜圈、饮料和

特色简餐。还有为各种季节特制的精致

面点。

迪士尼小镇
100 元以下 / 人

卢米亚厨房 
Lumiere’s Kitchen

与迪士尼朋友一起，趣享自助早餐或是周末

早午餐！这里有来自全球各地的诱人佳肴，

丰富的开胃菜、色拉和主菜选择，更有美女

与野兽主题甜品为您在欢愉时刻助兴。

上海迪士尼乐园酒店
300-500 元 / 人

7:00-21:30
400-180-0000

蓝蛙西餐厅酒吧
Blue Frog Bar&Grill

从安格斯肉眼牛排到烤三文鱼芝麻菜沙拉，

再到肉感十足的黑椒和牛汉堡，蓝蛙凭借

浓郁北美风的经典西式佳肴，始终如一地

为客人提供宾至如归的用餐体验。

迪士尼小镇
100-300 元 / 人

10:00-22:00
58330399

阳光简餐 
Sunnyside Market

确保带上了所有小吃，胡迪和他的伙伴们

一定会带您开启一次好吃好玩的旅行，精

心准备了丰盛的沙拉、三明治和可口小吃，

简直是美味诱人！

玩具总动员酒店
100 元以下 / 人

7:30-23:00
20998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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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食汇 
Sunnyside Café

美食诱惑简直无法阻挡了吧？胡迪和玩具

们都从外面回来了，他们带回来好多美味

小吃，点心和面条，还有热气腾腾的烧烤，

快来一起愉快品尝吧。

玩具总动员酒店
100-300 元 / 人

7:30-20:30
20998003

11:00-22:00

芝乐坊餐厅
The Cheesecake Factory

在这里可以品尝到份量十足的头盘和主菜，

包括魅力汉堡、三明治、海鲜和肉排以及“超

级”食物沙拉。驰名芝士蛋糕均由美国进口，

带给游客原“芝”原味的美食体验。

迪士尼小镇
100-200 元 / 人

58936018

曼舞咖啡
Ballet Café

以《幻想曲》“时辰之舞”为主题的快餐厅，

顾客可以一边观赏身着芭蕾舞裙的河马及

其小伙伴表演脚尖旋转，一边挑选各式美食。

上海迪士尼乐园酒店
100 元以下 / 人

7:30-23:00
20998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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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食代
 Food Republic

精选亚洲各地特色美食，汇集中式、新加坡、

马来、日式以及韩式菜系，价格亲民，更

有上海传统名小吃大壶春生煎、富春小笼、

鲜得来排骨年糕等你来。

迪士尼小镇
100 元以下 / 人

10:00-22:00

快乐柠檬
Happy Lemon

运用鲜明色彩和简单线条，营造出快乐、

活泼、健康、可爱的品牌形象，还有专属

迪士尼的特别饮品。

迪士尼小镇
100 元以下 / 人

08:00-22:00

极食以“greenhouse”著称，提供各种菌

菇、芽苗菜等即摘食材以及多种香料植物

所制作的创意料理，精心为每一位前来用

餐的客人提供前所未有的美食体验。

极食 
g+ The Urban Harvest

迪士尼小镇
100-200 元 / 人

10:00-21:00
68910327

隐泉
Hatsune

隐泉迪士尼小镇店每日免费提供深受小孩

喜爱的创意儿童套餐。以海底奇缘主题装

点餐厅，主打蝴蝶卷等尖端创新菜品。隐

泉创立于 2001 年，是中国首家源自美国加

州的日式料理，高品质食材和贴心的服务

给每一位食客呈献绝佳的用餐体验。

* 人均消费满 100 元，1.4 米以下儿童免费获
赠价值 65 元儿童套餐一份

迪士尼小镇
100-200 元 / 人

10:00-21:00
50818867

南小馆
The Dining Room

主打特色上海点心与菜肴，在保留传统精

髓的同时，融入创新的制作手法。更有招

牌甜品、葱油饼等方便携带的美味。

迪士尼小镇
100 元以下 / 人

10:00-22:00
50832018

10:00-21:00
50933965

丼丼屋
Dondonya

日式时尚餐厅，提供丼饭、吉列及一品料

理等日式美食，呈现正宗日本味道。

迪士尼小镇
100 元以下 / 人

50397880

翡翠梦乐园
Crystal Jade Garden of Dreams Restaurant

富丽堂皇的环境，提供粤菜、湘菜，以及

新加坡特色美食 ；更为儿童精心准备了 4

款儿童套餐，包括 4 款不同动物造型的点心。

迪士尼小镇
100-300 元 / 人

10:00-22:00

50677718

新元素 
Element Fresh

崇尚乐活、主打健康概念的新元素餐厅不

仅提供纯正浓郁的果汁、果昔，经典必点

的招牌沙拉，更有用料十足的西式扒类主

食任您挑选。视野开阔的屋顶花园让您能

在大快朵颐的同时尽享美好风光。

迪士尼小镇
100-200 元 / 人

10:00-21:00

10:00-21:00
50816612

蓝凤凰 云南餐厅
Miao Yunnan Cusine

蓝凤凰 云南餐厅是一家道地滇味的餐厅，

结合了许多当地少数民族的特色菜肴。傣

族、苗族、以及纳西族等等的饮食元素都

能在这里品尝到。

迪士尼小镇
100 元以下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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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首家位于迪士尼度假区的旗舰店，完

美结合星巴克的咖啡匠心与迪士尼的神奇

魅力，新增的数字点单方式使顾客体验变

得更加轻松便捷。

星巴克咖啡 
Starbucks

迪士尼小镇
100 元以下 / 人

7:00-22:00
50831138

新旺茶餐厅
Xin Wang Restaurant

品尝地道粤菜，唤醒您的味蕾！以各式粥粉

面饭、烧味小吃、小炒甜品，将中国香港这

座城市的底蕴与魅力沉淀于您的舌尖！

迪士尼小镇
80-100 元 / 人

58337992
10:00-22:00

10:00-22:00

上海小南国
Shanghai Min

打造极致上海菜，菜肴融合中西菜系的精

髓，呈现极具美感的艺术料理。二楼的景

观位可俯瞰乐园景致，奇幻童话城堡和绚

烂烟花尽收眼底。

迪士尼小镇
100-300 元 / 人

400-820-9777

Wolfgang Puck Kitchen & Bar 

作为奥斯卡晚宴御用主厨同名餐厅，这里

提供高品质美味佳肴，并特设有酒吧、包

厢，以及坐享花车巡游、夜光幻影秀的露台，

毗邻华特迪士尼大剧院，在此用餐将尽享

惊喜！

迪士尼小镇
100-200 元 / 人

10:00-22:00
50905106

既有热腾腾的新加坡叻沙，又有丰厚味美

的花生酱、肉松土司，配以香浓奶茶，惬

意十足。

8:00-22:00

土司新语
Toast Box

迪士尼小镇
100 元以下 / 人

68409587

10:00-21:00

一风堂 
IPPUDO

1985 年诞生在日本的拉面之都博多，一风

堂的驰名猪骨汤底，选用不同部分的猪骨熬

成，猪骨味浓郁，以颜色命名汤底为赤丸新

味及白丸元味 ；面条口感圆润，爽口弹牙。

迪士尼小镇
100 元以下 / 人

5039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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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厨
Kokio

中西美食结合，主推亚洲牛肉咖喱、自制

烤宽面条、北京烤鸭披萨、广式清汤牛腩

面和新加坡叻沙，采用亚洲香料和新鲜食

材，延续传统与经典。

迪士尼小镇
100 元以下 / 人

10:00-22:00
50798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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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悦厨
Twelve Pleasures

纯正粤式风味。招牌海皇炒饭量大，配料

丰富 ；虾饺皇里面虾仁大，口感绝佳 ；脆

皮乳鸽皮香肉嫩 ；盐焗鸡咸淡合适 ；流沙

包的馅料非常有特色。

周一至周五 10:30-20:00（周末 21:00）

上海欧来奥特莱斯
100 元以下 / 人

31078600

VAI Milano

源自时尚之都米兰的 Vai Milano 把独特而

唯美的生活理念带入了中国，用高品质意

式冰激凌和独特风味巧克力掀起“冰峰之

巅”般的高端享受！

上海奕欧来奥特莱斯
100 元以下 / 人

10:00-20:00
20995837

耶里夏丽（奕欧来店）
Yershari Restaurant

欧式外墙建筑风格，营造精心雅致的用餐

环境。大盘鸡、手抓肉、烤羊排、羊肉串、

自制酸奶、新疆拌面和鹰嘴豆碎肉抓饭都

是新疆美食的代表。

11:00-20:00（周末 21:00）

上海奕欧来奥特莱斯
100 元以下 / 人

31075052

紫色蒜头
The Purple Garlic

选用本地新鲜有机食材，料理出中国台湾

传统风味，让您足不出“沪”，就能体验口

感层次丰富的地道宝岛美食。

上海奕欧来奥特莱斯
100 元以下 / 人

周一至周五 10:00-20:00
周六至周日 9:00-21:00

51217313

星巴克咖啡（奕欧来店）
Starbucks

坐落在奕欧来星愿湖畔，景色宜人。装修

大气，高高的美式乡村吊灯，大面木质墙

壁的装饰设计，非常别致。露天位置可以

看到漂亮的湖景喷泉。

9:00-22:00

上海奕欧来奥特莱斯
100 元以下 / 人

400-820-6998（总机）

美淇士
Menchies

美淇士的诞生源自一份对冻酸奶的热爱，

在一个有趣和快乐的环境中，享受美妙的

口味，优质的冻酸奶。

上海奕欧来奥特莱斯
100 元以下 / 人

9:00-21:00
50199766

Sarment

10:00-20:00

上海奕欧来奥特莱斯
200 元以上 / 人

50387590

Sarment 提供奢华服务，提升专业知识的品

酒会、葡萄酒礼仪课程，以及提供最新科技

的应用、研讨会和个人及企业课程等服务。

歌帝梵
GODIVA

从著名的松露形巧克力，到充满欧洲风味

的巧克力饼干、独立包装巧克力系列、咖啡、

热可可、巧克力软冰等多样化的巧克力产

品，歌帝梵带来全球卓越的巧克力体验。

上海奕欧来奥特莱斯
100 元以下 / 人

10:00-21:00
20995959

吗吗咪呀
Mammamia!

10:00-20:00 

上海奕欧来奥特莱斯
100-200 元 / 人

20995908

来自那不勒斯的纯正意大利美食，果木烤

制的招牌意大利风味披萨，选用进口原

料，纯手工制作，更有正宗意式色拉、甜点、

意面，不出国门即可体验意大利正宗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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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餐厅
D+ Restaurant

五星级酒店厨师团队配备，餐厅可提供健

康早餐、休闲早午餐、精选西式午餐套餐、

精致下午茶和大型 BBQ 晚会。

MAXUS 大通音乐谷

31777878

邻家烧烤
Linjia BBQ

32 座大小亭子，朴拙的烧烤屋，宁静的竹

篱小道，美味的烧烤串串。

生态园彗心园西面烧烤区

4001859911
9:00-21:00

邻家咖啡
Linjia Café

坐落在自然绿色的生态园中，景色宜人。

无论是独自一人，还是和朋友小聚，幽雅

宁静中品着浓香的咖啡，享受下午时光。

生态园

31761816
9:00-17:00

路德维希国王城堡餐厅
King Ludwig’s Castle

来自德国巴伐利亚王室的餐厅品牌，是该

品牌餐厅在亚洲的首次授权，整体的设计

风格与装饰细节，源自德国慕尼黑新天鹅

堡。餐厅秉持健康、出众与时尚的理念，

引入阿尔卑斯山系美食，让人回味无穷。

生态园

31761808/31761809
11:00-21:00

耶里夏丽（生态园店）
Yershari Restaurant

纯正新疆菜，羊肉串肥瘦正好，大盘鸡土

豆蕴含汤汁精华，奶制品奶香十足。

31761825
11:00-21:30

生态园

安藤家 
Andouya

有着深厚的品牌底蕴，在此体验一场关于

欢乐与美食的修行。

10:30-21:30

香草园

31839229

哈根达斯
Haagen-Dazs

年轻有为的企业家鲁本·马特斯满怀着对

品质的热忱与追求，梦想能创造极致臻享

的冰淇淋，开启了哈根达斯的品牌之路 , 坚

持使用质量上乘且天然纯正的原材料。

10:30-18:30

香草园

31583517

凯司令西饼
Kaisiling Cake

创建于 1928 年的上海西点老字号，游园归

来，买些经典传统的拿破仑、哈斗、软牛利、

掼奶油，作为上海手办礼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7:00-22:00

地铁11号线迪士尼站4号口

53554630-515399

宜芝多
Ichido

无论是西方松饼、日式蛋糕，还是中国台

湾传统的肉松口味，都鲜香可口。

地铁 11 号线迪士尼站 1 号口

8:00-21:30
400-720-7878（总机）

澳门莉莲
Macau Lillian Bakery

主打蛋糕西点，招牌蛋挞非常好吃，还有

榴莲蛋挞，适宜休闲小憩。

地铁 11 号线迪士尼站 4 号口

7:30-22:00
37775218（总机）

德克士 
Dicos

招牌产品包括咔滋咔滋的“脆皮炸鸡”和

新舒食特色产品“米汉堡”，而“德克士脆

皮炸鸡”也是最符合国人喜爱的炸鸡口味。

香草园

9:30-18:00
31075033

爱茜茜里 
Iceason

来自意大利的手工冰淇淋品牌，近些年进

军中国市场并获得许多年轻顾客的喜爱。

以“一个冰淇淋球 = 一个苹果的热量”的

低热量冰淇淋作为卖点。

地铁 11 号线迪士尼站 4 号口

8:00-21:30
63189188-315391

L



文、编辑/Angela     图片提供/上海迪士尼度假区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丰富多样、不断创新的主题商品广受游客喜爱，

季节性限时商品不断推陈出新，让选购商品成为游客不可或缺的体

验。达菲熊和他的好朋友们来到上海迪士尼乐园，凭借其可爱萌趣

的外形，备受游客的喜爱。

达菲和雪莉玫

达菲熊是米妮送给米奇的小熊。

米妮在米奇航海远行前，亲手为他缝

制了这只小熊玩偶，装载着她满满的

快乐记忆和爱，陪伴米奇的旅程。米

奇为小熊起名叫做“达菲”。

达菲也希望有自己的好朋友。米

妮得知了这个愿望后，精心缝制了一

只粉色的小熊玩偶送给达菲，倾注了

更多的爱，希望他不再孤单。达菲非

常高兴，拿出他珍藏的美丽贝壳送给

这只有着淡蓝色眼睛，长睫毛，戴着

可爱蝴蝶结的小熊。于是米妮给她起

名为“雪莉玫”，从此达菲和雪莉玫成

为了两小无猜的好朋友。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的商品设计不

但结合了迪士尼的故事元素和经典人

物造型，也同时将乐园中各个园区的

主题和体验融入到创意当中，让商品

成为乐园体验的一部分，被游客带回

家作为快乐的延续。和其他迪士尼朋

友一样，达菲和雪莉玫也穿上了充满

上海迪士尼乐园元素的服饰，如创系

列、海盗系列、探险岛系列，还有特

别具有中国特色的十二生肖系列等。

杰拉多尼

杰拉多尼来自意大利，是一位多

才多艺的猫画家。杰拉多尼有着明亮

的双眸和一条会作画的神奇尾巴。他

头戴贝雷帽，机智活泼、友善开朗，

喜爱绘画，对世界充满了好奇。米奇

和达菲在环球旅行时与杰拉多尼在意

大利相遇，当时达菲不小心洒落了手

中的冰淇淋，杰拉多尼巧妙地将他的

尾巴沾起掉在地上的冰淇淋作了一幅

画，让达菲破涕为笑。

继达菲熊与雪莉玫系列商品陆续

登场并受到游客的热情欢迎后，上海

迪士尼度假区在 2017 年 10 月推出

了以杰拉多尼为设计灵感的主题商品，

为各个年龄层的游客提供丰富多样萌

态可掬的商品选择， 包括家居用品、

纪念品、头饰、文具、配饰以及徽章等。

全新推出的毛绒玩具将再一次掀

起流行热潮，更有可爱实用的毛绒背

包、手包以及单肩包等爆款单品为游

客带来无穷惊喜。所有单品均充分展

现了这位猫画家的经典造型 ：头戴贝

雷帽、萌萌的毛绒耳朵、翘翘的胡须

和明亮的双眸，集这些可爱元素于一

身的杰拉多尼令人爱不释手。 

星黛露 

伴随 2018 春季到来的还有达菲

的新朋友——星黛露，一只拥有一身

薰衣草紫色绒毛、快乐而坚定的兔子。

星黛露曾经告诉达菲，她的梦想是成

为百老汇舞蹈家，并分享了“追随梦

想”的意义。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为庆

祝星黛露的到来推出了 20 余款全新主

题商品，包括特别设计的限量版徽章、

新潮饰品和炫酷手机壳等 16 款度假区

独家发售的商品。

达菲熊和他的“萌趣”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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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春日
“红”运当头

&Energetic

编辑、撰文/曹绮     图片提供/上海奕欧来奥特莱斯

从初春的萌芽到六月的活力，整

个春季都充满了勃勃生机。想

要为自己打造一身元气满满的

时髦造型，自然少不了跳跃的红、

柔和的粉、洒脱的金。从乍暖还

寒到春意盎然，整个春季的好

运行头全靠色彩搞定。

① 淡雅的金色适合乍暖还寒的初春，
不仅能提升气质，更能完美衔接冬
季与春季。

② 大面积的粉色系搭配金色点缀，活
泼的淡蓝色外套不仅为这一身春季
造型增添几分暖意，更能映衬出好
气色。

③ 鹅黄、白色、粉色的组合轻盈而舒
适，红色的夸张项链和手镯则为整
体造型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

2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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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贵客礼品屋
Be Our Guest Boutique

上海迪士尼乐园 - 梦幻世界

卢米亚、葛士华和其他经典迪士尼朋友们

将在这个气氛温馨的店内欢迎您的到来。

店内的珍贵纪念品、收藏品和装饰品，定

能将您的住所打造成“贝儿”的宫殿或是“野

兽”的城堡。

9:00-20:00

C

创 x 奕 女式墨镜

丝情画意女式丝巾

Estee Lauder
香水套装

Folli Follie
红色皮革女式腕表

缤纷变幻沙龙
Bibbidi Bobbidi Boutique

在奇幻童话城堡里，见习仙女教母只要略

施魔法，就能够让你梦想成真！

上海迪士尼乐园 - 梦幻世界

400-180-000
最后预约时间 19:00

M大街购物廊
Avenue M Arcade

上海迪士尼乐园 - 米奇大街

该购物廊坐落于米奇大街上，提供主题乐

园内最丰富的礼品和纪念品选择。

9:00-20:00

马戏团小货车
Casey Jr. Trinket Train

上海迪士尼乐园 - 奇想花园

马戏团小货车供应的纪念品琳琅满目，配

饰、头饰、毛绒玩具等应有尽有。

以实际运营时间为准

美妙记忆屋
Carefree Corner

上海迪士尼乐园 - 米奇大街

可在此预览或购买与亲朋好友通过“迪士

尼乐拍通”所拍的照片。来到这个色彩缤

纷的小店，尽情享受捕捉精彩时刻的乐趣！

9:00-20:00

PATRIZIA PEPE
女装连衣裙

Marisfrolg
无袖流苏连衣裙

Folli Follie
金色花朵手链

Furla
红色肩背手提包

Repetto
酒红色平底芭蕾舞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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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布隆集市
Doubloon Market

上海迪士尼乐园 - 宝藏湾

富有年代感的墙后藏着各种珍宝，包括所

有成为海盗的必备之物 ：海盗服、头饰、

珍宝等。

9:00-20:00

漫威制造
Marvel Mementos

上海迪士尼乐园 - 奇想花园

来“漫威英雄总部”漫威制造，体验英雄

人物的传奇故事。不论您最爱哪位英雄或

反派，都能在这里找到中意的玩具、服装

和头饰！

10:00-20:00

星际贸易港
Intergalactic Imports

上海迪士尼乐园 - 明日世界

完成太空幸会史迪奇或巴斯光年星际营救

后，星际旅行者能在星际贸易港选购来自

整个银河系的特别商品，包括服装、玩具

和头饰等。

9:00-20:00

晶品
Light Stuff

上海迪士尼乐园 - 明日世界

晶品为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提供具有未来

风格的商品、发光纪念品、饰品和玩具等。

以实际运营时间为准

幸运兔车厢
Lucky Express

上海迪士尼乐园 - 米奇大街

来这家列车厢主题的售货亭吧，华特迪士

尼最早创造的角色之一的幸运兔子奥斯华

在这里恭候您。

以实际运营时间为准

森林百物
Hundred Acre Goods

上海迪士尼乐园 - 梦幻世界

隐匿于丛林深处，小熊维尼、小鹿斑比和

其他丛林动物齐聚一堂。

9:00-20:00

银河帝国贸易站
Imperial Trading Station

上海迪士尼乐园 - 明日世界

来到银河帝国贸易站，庆祝史上最伟大的

传奇，挑战一系列来自遥远星系的商品和

纪念品吧！银河帝国贸易站位于星球大战

远征基地，主要出售以《星球大战》为主

题的星际系列商品。

10:00-19:00
笑猴商铺
Laughing Monkey Traders

上海迪士尼乐园 - 探险岛

前身为纺织印染料工作室的别致商铺，主

要出售服装、玩具、玩偶、饰品，还有人

气花栗鼠奇奇蒂蒂主题商品。

9:00-20:00

购买灵感源自经典迪士尼童话故事的商

品，来纪念梦幻般的“奇幻童话城堡”之旅，

珍藏值得一生回味的美好记忆。

梦幻集
Fantasy Faire

上海迪士尼乐园 - 梦幻世界
以实际运营时间为准

逍遥吉普赛
Jolly Gypsy

上海迪士尼乐园 - 宝藏湾

这个色彩鲜艳的售货亭由神秘人物马尔科

经营，向海盗和游客供应五颜六色的纪念

品、摆件和海岛饰品。

以实际运营时间为准

木屋奇玩
Cottage Curios

上海迪士尼乐园 - 梦幻世界

古朴的推车，出售各类特色商品，其中包

括《冰雪奇缘》主题服装、配饰、玩具和

其他神奇的纪念品。

以实际运营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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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奇米妮同心铺
Mickey & Minnie’s Mercantile

上海迪士尼乐园 - 梦幻世界

在此进入迪士尼经典动画短片《勇敢的小

裁缝》的世界。米奇是主角小裁缝，米妮

则施展她的魔法制作迪士尼公主礼服、毛

绒玩具、玩偶等。

9:00-20:00

甜心糖果
Sweethearts Confectionery

上海迪士尼乐园 - 米奇大街

这个快乐之家正是米妮的童年住所，可以

观看糖果厨房的糖果制作过程，还能随心

所欲选择巧克力、饼干和其他各式点心。

9:00-20:00

老车站商店
Whistle Stop Shop

上海迪士尼乐园 - 米奇大街

请在这座友好的火车站留步，选购迪士尼

纪念品和其他商品。还能在这儿遇见米奇

的最佳旅伴达菲熊和它的小伙伴们！

9:00-20:00

矿山宝藏
Mountainside Treasures

上海迪士尼乐园 - 梦幻世界

在“七个小矮人矿山车”的山脚附近，有

一辆手推车满载着梦幻世界主题园区森林

里的宝藏 ：服装、玩具和其他灵感源于白

雪公主的商品。

以实际运营时间为准

霓蛙彩物
Rainbow Frog Trinkets

上海迪士尼乐园 - 探险岛

位于探险岛主题园区的售货亭由土著潘帕

经营，请参观她收集的土著文物、亚柏栎

纪念品和珍稀藏品。

以实际运营时间为准

史卡托杂货
Scuttle’s Shiny Things

上海迪士尼乐园 - 奇想花园

不妨潜入“海底世界”，来到以《小美人

鱼》爱丽儿的海鸥朋友为灵感的售货车看

看，那里可爱的毛绒玩具和其他纪念品定

能让您心生欢喜。

以实际运营时间为准

创能补给站
Power Supplies

上海迪士尼乐园 - 明日世界

完成创极速光轮的探险后，到这里补给精

美纪念品和收藏品吧！此处出售以《创 :

战纪》当中的荧光设计为灵感的发光玩具、

服装和配饰等商品，让未来时尚尽在您的

掌握。

9:00-20:00

用魔法点缀您在上海迪士尼乐园酒店的入住体验！欢迎到

奇妙仙子礼品屋寻找快乐。商店出售收藏品、服装并提供

“迪士尼乐拍通”照片选取服务。

奇妙仙子礼品屋
Tinker Bell Gifts

上海迪士尼乐园酒店

8:00-23:00

以迪士尼·皮克斯电影《玩具总动员》系列为灵感，出售《玩

具总动员》主题服装、纪念品、玩具等，并提供“迪士尼

乐拍通”照片选取服务。

大熊百货
Lotso Shop

上海迪士尼玩具总动员酒店

8:00-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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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漫威及星球大战元素为主题、精心打造

的 Hot Toys 旗舰店，还会陆续推出一系列

独家限定版人偶及特选精品，为中国大陆

消费市场及收藏家们，带来一个理想、舒

适的高端珍藏人偶世界。

Hot Toys
Hot Toys

上海迪士尼小镇

20567888
10:00-21:00

B

BAPE 是 1993 年诞生于日本原宿的街头

系潮流服饰著名品牌，目前已有男装、女装、

童装、鞋子等众多品类。

BAPE STORE
BAPE STORE

上海迪士尼小镇

58381259
10:00-21:00

在卡骆弛迪士尼小镇店，除了能

找 到 经 典 鞋 款， 更 有 不 容 错 过

的迪士尼限定款和全新 crocs-

literide 黑科技系列让体验如同轻

薄回弹力轻便的乐趣鞋款。

卡骆弛
Crocs

店内除原有的潮流眼镜品牌，更独家

引进了  Little People、Ray-Ban、

Stephain+Christian 等品牌的儿童镜系列。

Coterie
Coterie

上海迪士尼小镇

58357269
10:00-21:00

来金泰迪工作室，简单 6 步打造属于自己

的“毛绒朋友”，如经典泰迪、许愿宠物猫

狗系列、波莉兔等。

金泰迪工作室
Build-A-Bear WorkShop

上海迪士尼小镇

58350215
10:00-22:00

专门为迪士尼推出一系列合作纪念款 ：水

晶鞋项链、米奇米妮情侣手链、长发公主

耳环……琳琅满目，串连起一个个奇妙之

梦，在腕间耳畔点亮你的初心和回忆。

全美第 2 大运动鞋品牌，现已成为最多成

功企业家和政治领袖爱用的品牌，在美国

及许多国家被誉为“跑鞋之王”。目前品

牌产品囊括跑鞋、运动套装以及运动装备，

品类齐全。

位于迪士尼小镇的乐高品牌旗舰店，提供

国内最齐全的乐高产品，如乐高自选颗粒

墙、乐高自组小人仔和各种大型乐高模型

展示，还有各类拼砌体验活动。

乐高
LEGO

上海迪士尼小镇

50333308
10:00-21:00

潘多拉珠宝
PANDORA

上海迪士尼小镇

50901385
10:00-21:00

在 迪 士 尼 小 镇 成 立 的 第 一 家 Playgreen 

Store 体验型专营店。商店用回收的空瓶打

造装饰物，设立 VR 互动区。

悦诗风吟
Innisfree

上海迪士尼小镇

50935192
10:00-21:00

新百伦
New Balance

上海迪士尼小镇

50917809
10:00-21:00

店内汇集众多潮流休闲服装品牌，如

izzue、CHOCOOLATE、Aape、b+ab、

Venilla、Suite、ete!、5cm、MUSIUM 

DIV、LAP、Mini Cream、fignercroxx、

STYLENANDA 等。

i.t
i.t

上海迪士尼小镇

50315115
10:00-21:00

下一段旅程，您最想和谁结伴？米妮、 “闪

电”麦昆还是大热的漫威英雄们？迪士尼

门店提供一系列专为迪士尼设计的主题行

李箱，时刻准备和您踏上说走就走的旅行，

把沿途美景、珍贵回忆统统打包回家！

新秀丽
Samsonite

上海迪士尼小镇

50902723
10:00-21:00A C

来自中国香港的珠宝店，专门推出迪士尼

系列的金银首饰及其他珠宝首饰。

周大福
Chow Tai Fook

上海迪士尼小镇

68590263
10:00-22:00

C

专注于运动和运动时尚，除了出售标志性

品牌风格的运动套装和装备，还为儿童游

客精心推出了一系列漫威、星球大战等主

题的限量版产品。

阿迪达斯
Adidas

上海迪士尼小镇

50750596
10:00-21:00

上海迪士尼小镇

58385921
10:0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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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dry 产品众多，涵盖夹克、衬衫、牛

仔裤、配饰等，满足了不同社会和年龄的

消费者需求。

既是商店，也是迪士尼小镇的景点。

Superdry
Superdry

上海迪士尼小镇

50920351
10:00-22:00

以 15 岁到 30 岁之间的拥有独特审美意识

的女性为目标而展开的化妆产品设计的品

牌，产品包括面膜、洗颜泡泡等基础护肤

用品，以及唇彩、遮瑕膏、隔离霜等彩妆。

Too Cool For School
Too Cool For School

上海迪士尼小镇

50861379
10:00-21:00

SHEL’TTER 集合了 MOUSSY、SLY、

AZUL by moussy、BLACK by moussy、

Lilidia、PEGGY LANA 等时尚潮流品牌。

SHEL’TTER
SHEL’TTER

上海迪士尼小镇

58389916
10:00-21:00

美国鞋履品牌，凭着简单易搭的样式与超

级舒服的穿着感受不断蹿红，款式多样包

括坡跟、平跟、镂空、亮片、帆布、橡胶

底款等。

TOMS
TOMS

上海迪士尼小镇

50308375
10:00-21:00

UGG 在迪士尼小镇开启了中国首家品牌形

象店，店内呈现国内最全的 UGG 与迪士

尼合作系列产品，启用多媒体平台创造全

面的零售视觉享受。

UGG
UGG

瑞士时尚腕表品牌斯沃琪在

中国大陆的第一家概念店 , 

红黄蓝三色为店铺主基调，

营造出明快活泼的律动感。

斯沃琪
Swatch

上海迪士尼小镇

50922706
10:00-22:00

整个店铺采用黄色为主色调，加上简洁的

线条，糖果造型的窗框设计，彩旗吊绳和

扑克牌花纹，主营各式各样的内衣、袜子、

亲子家居服和配饰。

趣趣安娜
Tutuanna

上海迪士尼小镇

68900137
10:00-21:00

迪士尼世界商店
World Disney Store

上海迪士尼小镇

20998001
9:00-22:00

亚洲首家迪士尼店，专门推出迪士尼限量

彩妆，根据迪士尼童话故事设置了美妆体

验区，完美呈现优雅美丽与奇趣幻想的碰

撞，是专门为女性游客打造的美妆城堡。

丝芙兰
Sephora

上海迪士尼小镇

58883823
10:00-22:00

雅格狮丹
Aquascutum
Aquascutum 保留传统英式优秀的剪裁工

艺，讲究时尚设计，创造出品牌独有风格。

小樱桃
Bonpoint
秉着奢华童装的品牌理念，不断发掘并传

达对于美的高标准。

其乐
Clarks
秉承着精湛的制鞋工艺与英伦时尚精神，

不断设计制造出各种不同鞋款。

奥德臣
Autason
非凡的领导力，无限的勇气，以及优雅的

绅士风度。

瑷嘉莎
Agatha
著名的苏格兰爹利犬 Scottie d’AGATHA

系列饰品，是最受欢迎的象征性标志。

爱格纳
Aigner
精品皮具和配饰设计上兼顾传统与创新，

将传统风格与潮流元素的完美融合。

卡尔文·克莱恩
Calvin Klein
品牌设计总监 Chloe Chen 在台北开设第

一家时尚概念店，以经典独特的商品满足

顾客展现个人风格的愿望。

可奇奈尔
Coccinelle
来自意大利帕尔玛，为摩登女性制作简约

优雅的高品质皮具。

 [创x奕]
Chuang x Yi
为眼光独到的消费者们，带来目前最具影

响力的中国独立设计师作品。

1436
1436
天然的小山羊绒稀有品品牌，经由工艺大

师高超的双手，实现从工艺到艺术的跨越。

始祖鸟
Arc’Teryx
关于始祖鸟，最为人称道的，是其精益求

精的工艺和考究的细节设计。

卡拉威
Callaway
高尔夫球具制造商，倾注着热情、创新力、

创造力和技术。

蔻驰
COACH
具有鲜明纽约风范的 COACH 已成为全球

性的时尚生活品牌。

爱丽珊黛
Alexandre de Paris
Alexandre de Paris 顶级发饰以珠宝级工

艺品质 , 不断定义现代女性的精致生活美学。

滨波
BEANPOLE
隶属于韩国三星集团，划分为 MEN，

LADIES，KIDS，GOLF，BRS 等子品牌。

亚瑟士
Asics
不断致力于运动鞋及体育产品的开发制造。

阿玛尼
Armani
均使用上乘材料，设计简约别致、毫无繁赘，

一流的剪裁展现最为美好的一面。

雅狮威
Ashworth
品牌致力把时装潮流引领到高尔夫球世界 , 

成功设计出一系列舒适时尚的运动服饰。

噢姆
AUM
AUM 秉承东方禅宗美学理念，诠释自然与

人的内在节奏和生命本质。

上海奕欧来奥特莱斯
Shanghai Village

申迪东路 88 号

400-920-0088
周一至周五 10:00-20:00
周六及周日 9:00-21:00
节假日 9:00-12:00
如遇特殊情况，将提前告知，详情请关注官
方讯息

迪赛尔
Diesel
引领风尚的全球标志性品牌。

哥伦比亚
Columbia
为户外爱好者带来了一系列功能性强并具

有时尚风范的产品。

爱步
Ecco
北欧丹麦鞋履及皮具品牌，力求将舒适与

风格完美结合。

歌涵
Cole Haan
标志性的美国时尚品牌，其商品涵盖了高

档男女鞋履和童鞋以及手袋，皮具配饰等。

黛安·冯芙丝汀宝
Diane von Furstenberg
以经典裹身裙及特色印花闻名，令女性充

满自信与魅力。

大卫查尔斯
David Charles
英国儿童社交服装品牌。

鄂尔多斯
Erdos
致力于对羊绒材质本质的挖掘，树立兼具

羊绒风格与创新精神的品牌理念。

衣恋
Eland
以经典设计诠释了美国特有的古典休闲风格。

艾迩莎
Elsa Lee
法式时尚轻奢饰品品牌，隶属于全球珠宝

集团 Elsa Group。

衣恋童装
Eland Kids
开发设计了多个深入人心的卡通形象。

上海迪士尼小镇

50339113
10:00-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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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狄仕金
Hilditch & Key
其独特的设计、精湛的工艺、周到的服务，

对每一个细节都高度重视。

酷彩
Le Creuset
创立于 1925 年，以精益求精的品质和时尚

前卫的设计而闻名全球。

恩思恩
MCM
名字中的三个字母分别代表 Moderne（风

尚），Creation（缔创）及 München（慕尼黑）。

柏翠莎·佩佩
Patrizia Pepe
于 1993 年诞生于佛罗伦萨，传达着性感、

果决、还带着一丝野性的女性形象。

雅诗兰黛集团化妆品集合店
The Cosmetics Company Store
高品质的护肤、彩妆、香水和护发产品。

金林德伯格
J.Lindeberg
致力于将时尚与运动合二为一，打造出了

独具风格的休闲服饰。

瑠玖
Liu·Jo
以表现女性的自然美与女人味作为创意哲学。

新百伦
New Balance
秉着制造卓越产品的精神，不断在科技材

质、产品外观与舒适感持续进步。

西蒙佩儿
Simone Perele
最能代表法国内衣的高档内衣品牌之一。呯

Ping
色彩丰富、设计可爱的高性能生活型服装。

富莉富蕾
Folli Follie
独特而别致的首饰、腕表及包袋系列。

依聂素
Initial
追求极至的品味时装与品味生活。

亮视点
LensCrafters
致力于将先进和全面的关爱带给每双需要

被呵护的眼睛。

诺帝卡
Nautica
三角帆的 logo 是冒险、活力与经典的象征。

夏姿陈
Shiatzy Chen
让历史的风采与时代的风貌制成恰到好处

的剪裁轮廓。

宝英宝
Paw in Paw
专门为 0 至 12 岁的儿童设计幼童服装，主

人公是两只叫 BeeBee 和 PoPo 的小熊。

福神
EVISU
源于日本的高端牛仔品牌，以高质量的手

工牛仔裤及幽默大胆的设计风格见称。

凯特·丝蓓
kate spade new York
充满朝气的生活态度、始终活跃的好奇心

以及多彩世界的热情分享。

乐途仕
Lottusse
西班牙皇室皮具品牌，以“为西班牙军队

制造军靴”起家。

欧蓝
O’Blu
主营美国高档牛仔裤品牌以及欧洲高级设

计师品牌成衣系列。

思耐豆
Snidel
以满足取悦女性富有时代感的意识，散发

着街头时尚的讯息。
宝姿
Ports
众多精英女性的衣橱首选。

罗伯特·卡沃利
Roberto Cavalli
演绎时尚新态度，赋予奢华新定义。

高迩菲诺
Golfino
为男女士提供全套高尔夫服饰装备。

雨果博斯
Hugo Boss
品牌哲学是“为成功人士塑造专业形象”，

并以帮助各界翘楚尽显精英风范为使命。

李
Lee
美国著名牛仔裤品牌，追求实用与时尚。

迈克高仕
Michael Kors
专注于实用而奢华的视觉风格，造就品牌

的标志性美学。

精工
Seiko
早在 1913 年就打造出日本第一枚腕表。

大嘴猴
Paul Frank
可爱的大嘴猴子太深入人心。

北面
The North Face
致力向经验丰富的登山运动员、滑雪运动

员、耐力跑运动员和探险人员提供市场上

技术最先进的产品。

希奥
Theory
完美平衡了精准的轮廓剪裁和严选的高品

质面料，广受其拥趸热爱。

添柏岚
Timberland
来自美国，世界知名的鞋履及休闲服饰品牌。

途明
Tumi
致力打造世界级商务及旅行用品。

华歌尔
Wacoal
用高质量商品和服务让女性变得更美。

黛安芬
Triumph
以其流行的设计、精巧的做工、先进的面

料和舒适的体验，成为内衣界的领导者。

安德玛
Under Armour
打造全球最具革新性的功能性运动装备。

素然
ZUCZUG
明朗、独特而幽默的轻时装定位，以真实

的素人来呈现品牌平等放松的形象。

汤美·费格
Tommy Hilfiger
体现了经典美式风格，并对学院派进行了

全新的演绎。

悠骥
UGG
让人难以忘怀的羊毛皮体验和奢华感受。

沃尔福特
Wolford
已由一家奥地利的裤袜生产商，发展成为

全球知名的奢侈服裝品牌。

杜鲁萨迪
Trussardi
以高品质时装与皮具享誉世界，并呈现出

一种最精致的意式生活方式。

范斯
Vans
每一双都集滑板、冲浪、街舞等多种时尚

元素于一体，拥有独特的个性。

双立人
Zwilling
倡导“现代厨房生活美学”。

橘滋
Juicy Couture
向全球女孩展现洛杉矶风采及生活态度。

罗意威
Loewe
用现代方式诠释西班牙传统艺术文化。

耐克
Nike
设计、销售以及经营各类体育和健身运动

所需的运动鞋类、服装、装备及配饰。

斯凯奇
SKECHERS
代表着追求时尚，个性张扬的年轻群族。品高

Pinko
定位于现代高端市场的意大利自主时尚品牌。

瑞芙伍兹
River Woods
巧妙将美式休闲运动与欧洲服饰风格的元素

结合在一起。

芙拉
Furla
意大利的皮具精品品牌，女性化与现代化

的结合仍能保留着经典的平衡美。

狼爪
Jack Wolfskin
为户外运动、休闲和旅行生产专业的服装等。

李维斯
Levi’s
具有典型的美国传统风格和十足酷劲。

尼尔·贝瑞特
Neil Barrett
设计师 Neil Barrett 曾于古驰 (Gucci) 及

普拉达 (Prada) 工作。

丝情画奕
Silk Studio
丝绸手工定制体验馆致力于复兴中国传统匠

艺，是对苏州古城丰富历史底蕴的遥相致敬。菲历沛
Philipp Plein
以独特的设计，演绎非凡的现代风格。

菲仕乐
Fissler
精湛的制作工艺、严格的质量控制。

小笑牛
Kingkow
小精英们成长旅途上不可或缺的亲密伴侣。

露露乐蒙
Lululemon
以瑜伽为灵感起源的加拿大运动服饰公司，

打造技术领先的运动装备。

欧时力
Ochirly
以变幻不同风格的时尚来应变现代女性不

同的时尚生活空间。

Stella Luna
Stella Luna
一个积累了世代生产和手工艺经验的家族，

一种只挑选顶级意大利皮革的坚持。

彪马
Puma
全球首屈一指的动感生活品牌。

莎洛蒙
Salomon
成为多位奥运冠军们的首选产品。

盖尔斯
Guess
从美国加州一家小型牛仔工厂起家，迅速

成为世界顶尖的成衣时尚品牌。

法国鳄鱼
Lacoste
纯正的网球血统传递着轻松优雅的价值观。

梦飞嫦
Maud Frizon
法国著名高级鞋履及手袋品牌。

巴塔哥尼亚
Patagonia
打造真正高品质产品，并担负了环保责任。

甜维熊
Teenie Weenie
每一只小熊都有自己的故事和性格。

丽派朵
Repetto
优秀独特的舞鞋，将舒适和灵活性合二为一。

衫卓
Sandro
奢华、简洁与纯粹视为核心设计理念。

丹尼爱特
Hechter
DANIEL HECHTER 的年轻线品牌，时尚

前卫但不失优雅。

凯浦林
Kipling
一切都是以快乐的小猴子精神为中心。

曼之
Maje
Maje 所展现的巴黎风尚以极富女性魅力的

摇滚风格为主要特征。

鬼冢虎
Onitsuka Tiger
日本传统工艺与现代时尚的融合。

施华洛世奇
Swarovski
涵盖设计、生产及销售优质仿水晶、天然

及人造宝石以及首饰、配饰和灯饰等制成品。

雷朋
Ray-Ban
始终崇尚时尚，经典，自由表达的品牌理念。

新秀丽
Samsonite
一贯秉承传统精湛工艺和不断创新的优良

传统，为挑剔的旅行者提供别具一格的产品。

赫曼
Hartmann
精湛的手工工艺成为其引以为傲的传承经典。

爱斯卡达
Escada
用清新摩登的方式诠释着现代都市女性夺

目、自信、性感的魅力。

一个提供优质、安全、便捷的商品及服务

的便利店。店内有舒适宽敞的就餐休息区，

免费 Wi-Fi 和热水。随时随地的美味与安

心，快乐新奇购物在罗森！

罗森
LAWSON

香草园

31583576
6:00-24:00

热门食品经常一售而空，平易近人的价格，

多元的商品线，为游客提供便利贴心的服务。

全家便利店
Family Mart

地铁 11 号线迪士尼站 4 号口

80356155
6:00-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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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房车驿站坐落在 Maxus 大通音乐谷，

配备有 25 辆全系德国全进口房车，还设

有 25 个特色帐篷，提供露营装备租售。独

立露天平台可提供亲近大自然的野营烧烤，

是远离都市的度假之选。游客可在此体验

帐篷、房车露营的独特生活，或是来一场

BBQ 美味烧烤派对。

31777878

D+房车驿站
D+ RV Camp

Maxus 大通音乐谷
地铁 11 号线迪士尼站 → 度假区 1 路 → 申
迪南路站

上海邻家露营地位于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

核心区内，距上海迪士尼乐园步行仅约 7

分钟，占地面积约 10000 平米，由进口房车、

G-BOX 型客房、亲子广场、咖啡厅、农

家餐厅及活动室等共同构成。

邻家露营地借助自然水系、草地、天然密

林等自身地理优势，使游客能够在生态游

园、水上运动、垂钓、亲子拓展、烧烤等

其他户外娱乐项目中得到更多的快乐。

上海邻家露营地旨在为各层次游客打造集

房车休闲、帐篷露营、G-BOX 居住体验、

亲子、美食、休闲、户外等多功能的生态

旅游度假目的地。

31839227

邻家露营地
Linjia Camp

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生态园内
地铁 11 号线迪士尼站

除了迪士尼的酒店，度假区还有两个受欢迎的住

宿之选就是 D+ 房车驿站与邻家露营地。尤其后者，

房车使用美国全进口 Jayco 品牌，高端舒适，提

供别具一格的住宿体验。新建成的树屋分为林隐度

假屋与水榭度假屋，还有对应的升级版高级树屋，

让人体验在自然中栖息的美妙感受。

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万怡酒店
Courtyard by Marriott Shanghai Internatio
nal Tourism and Resorts Zone Hotel

酒店坐落于乐园大门西侧 900 米处，是目

前为止距迪士尼最近的国际豪华连锁品牌

酒店之一，地理位置优越 ；万怡特色贴心

到位的服务、随心舒适的空间让宾客尽情

体验和享受 ；酒店充满亲子元素，儿童游

乐区和探宝屋将给每位游客的宝宝带来无

穷的旅游休闲乐趣。

上海浦东新区秀浦路 3999 弄 17 号

51509988

酒店提供多班次往返迪士尼乐园巴士及浦东
国际机场、康新公路地铁站、广兰路地铁站

（可直接乘坐 2 号线通往外滩、陆家嘴、虹
桥交通枢纽和虹桥机场）的单程巴士
豪华型
贵宾房、亲子野营房、露台房、行政套房等

上海客莱福诺富特酒店
Novotel Shanghai Clover

距离上海迪士尼乐园 1800 米，车程约 5

分钟，毗邻地铁十一号线康新公路站，可

一站直达迪士尼站。酒店配套设施完善，

有儿童乐园、行政酒廊、健身中心和季节

性开放的户外泳池，适合休闲度假及商务

宾客。酒店内设互动餐饮餐厅，提供自助

早餐和晚餐、午市套餐和老上海夜宵以及

零点菜单，适合客人各类口味和需求。

上海市浦东新区秀浦路 3188 弄 1 号楼

20578888

酒店设有多班次往返迪士尼乐园的免费班车
以及多班次浦东国际机场免费巴士，交通方
便快捷
豪华型
高级房、豪华房、行政房家庭房、亲子房和
全景套房等

上海皇廷花园酒店
Royal Garden Hotel Shanghai

位于历史悠久的浦东川沙板块，背倚川杨

河，交通便捷，地理环境优越。酒店占地

总面积约一百亩，结合江南苏式园林特色 ,

亭台楼阁、水榭桥石、奇花异草，一应俱全。

客房区域分别为牡丹楼、金桂楼、玉兰楼，

包括 200 多间豪华宽敞精致典雅的客房。

上海市浦东新区华夏东路 1539 号

50299999

酒店提供浦东国际机场和迪士尼定点班车，
班车预约可电话详询
豪华型
豪华套房、复式套房、行政套房等

76 77

住宿
ACCOMMODATIONS



连民村“宿予”

前往“宿予”，游客先要将汽车停放在“旅

行空间站”，到“别漾码头”体验江南水乡

的特色出行方式，17 分钟的船行时间会将

游客带离城市喧嚣，所有到这里的人，都

会慢慢沉浸到别样时光之中。

4.5 平方公里，50 余栋民宅改造，200 间

客房，秉承着“一栋一品一主人”的理念，

每栋房子都有不同的主题，为客人提供个

性化的居住体验，比如烘焙之家、陶艺之家、

彩绘之家、纺织之家、咖啡之家、稻香之家等。

上海市浦东新区鹿吉路 300 号

58128233

新春村“馨庐”

馨庐民宿在白砖青瓦的中式建筑内，融合

了北欧简约与地中海式设计风格。眼看白

墙黑瓦，竹篱围绕，素雅而古朴 ; 舒适的纯

鹅绒床品，五星级品质家具 . 馨庐有多种房

型可供选择 ：馨庐阳光、馨庐雅居、馨庐

庭院、馨庐雅憩。无论是优雅的环境氛围

还是时尚的装饰格局，无不体现馨庐所坚

守的“匠人精神”。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镇新春村东周家宅 20
号

68979717

坐落于游龙石文化 3A 景区内，距度假区仅
1.9 公里

界龙村“谧舍”

静谧、质朴、舒适、格调，这是看到谧舍·拾

间后的第一印象。在这里，约上三五好友，

一起散散步、喝喝茶、聊聊过去、谈谈现在、

畅想未来，享受最温暖的阳光。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镇界龙村费家宅 88 号

68788281/13381555606

谧舍·拾间距离度假区直线距离仅 3.7 公里，
车程约 10 分钟即可到达，现已开通迪士尼
往返免费专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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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游园，老有所依
细数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无障碍服务设施

关于轮椅租赁

从 11 号

线 迪 士 尼 站 4

号口出站，可在

奇妙路接驳站的游

客中心凭身份证免费租

借轮椅，并可在现场借用老花镜阅读

度假区信息。 
进入上海迪士尼乐园主入口处的

闸机后，左手边即是轮椅租赁点，每

部每天的租金为人民币 90 元，游园

后归还至原处即可，不能带出乐园。

注意事项 ：①轮椅数量有限，以现场实

际为准。②西公交枢纽等游客中心也有

相关服务。

文/胡悦薏    摄影/马腾

乐园从来不是小朋友的“专利”，是时候为家里的“老顽童”补上缺

失的童年欢乐了，也许他们已有些力不从心，不适合走太长太远的路，

那么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完善细致的无障碍设施服务，在这个春光

明媚的季节，想来能为全家三代甚至四代带来美好的无忧体验。

关于无障碍盥洗室

度假区内盥洗室均设有无障

碍坡道及无障碍独立盥洗室，配

备专门设施如安全扶手、紧急呼叫

系统等，并可容纳同行者一起进入。

奕欧来奥特莱斯的每间盥洗室休

息厅，都以一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装

饰艺术主义领衔人物的名字命名，并

将艺术家的独特风范作为盥洗室创新

设计的灵感来源，非常值得前去体验。

关于无障碍移动

迪士尼站 1 号口通向迪士尼乐园

和星愿公园，2 号口通向星愿公园，3

号口通向生态园和香草园，出口处均

有无障碍坡道，特别是 1 号口出口，

鲜花环绕的两条无障碍坡道呈 U 型展

开，让人瞬间进入满园春色。

在乐园和小镇，几乎所有主要入

口处都向轮椅使用者开放，乐园内有

些景点可以直接坐在轮椅上进行游玩，

有些需要从轮椅起身进行换乘 ；酒店

为有特殊需求的宾客提供无障碍客房

及公共区无障碍设施，提供穿梭巴士

接送至乐园和小镇。

度假区接驳巴士 1 路、2 路上设

有轮椅停放区域，方便往来于停车场、

公交枢纽、地铁站、公园、购物村等

目的地。

关于轮椅换乘

无需换乘，直接坐在轮椅上体验以下

项目，精彩从未间断 ：

·幻想曲旋转木马

·十二朋友园

·漫游童话时光

·小熊维尼历险记

·晶彩奇航

·爱丽丝梦游仙境迷宫

·船奇戏水滩

·巴斯光年星际营救

·太空幸会史迪奇

·星球大战远征基地

·漫威英雄总部

·探秘海妖复仇号

·宝库舞台

·欢笑聚友会

·E 空间·百事舞台

·米奇好伙伴俱乐部

·迎宾阁

·林间剧场

·凡迭戈剧院

·华特迪士尼大剧院

需要起身换乘游乐设备，体验更美好

的神奇一刻 ：

·小飞象

·奇幻童话城堡

·小飞侠天空奇遇

·旋转疯蜜罐

·七个小矮人矿山车

·雷鸣山漂流

·翱翔·飞越地平线

·加勒比海盗——沉落宝藏之战

·探险家独木舟

·喷气背包飞行器

·创极速光轮

关于残障人士通行服务卡

持残疾证的残障人士，请在上海迪

士尼乐园主入口的游客服务中心领取残

障人士通行服务卡，这张贴心卡片可以让

持卡游客在景点无需长时间等待，提前预

约游玩时间，功能类似“快速通行证”。

关于听觉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大门附近的游客

服务中心或迪士尼小镇内的华特迪士尼

大剧院，都可缴纳押金领取接收器、耳

机和感应环路，在以下演出中，放大声

音的音量，带来一个美妙的听觉世界 ：

·林间剧场上演的《冰雪奇缘 ：欢唱盛会》

·凡迭戈剧院上演的《风暴来临——杰克

船长之惊天特技大冒险》

·《翱翔·飞越地平线》

·故事舞台上演的《人猿泰山 ：丛林的呼唤》

·《太空幸会史迪奇》

·巴斯光年星际营救

关于触觉

感受指尖上

的迪士尼！设置

在多处的布莱叶

盲文触觉地图为游

客提供通行便利，还

可在各个游客服务中心领

取使用布莱叶盲文符号标识各种服务

和导航元素的触觉地图，以及与触觉

地图搭配使用的布莱叶盲文游览指南。

关于导盲犬

证件齐全的导盲犬可以带着主人进

入地铁，一路来到迪士尼地铁站。在上

海迪士尼乐园内，只需确保

导盲犬一直拴着狗链或挽

具，就可以和它一起乘

坐景点内的游戏项目，

与迪士尼朋友亲密互动。

奇 • 享，共同体验神奇
畅游上海迪士尼乐园

文/胡悦薏   摄影/马腾

在了解过整个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的无障碍服务设施后，顺利进入

上海迪士尼乐园， “奇·享”项目为残障游客提供一系列无障碍设施

和服务，开始这一天的神奇体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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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交通
Ground Transportation

浦东 50 路（以实际运营时间为准）

由川沙客运站开往西公交枢纽站，在川沙

路翔川路站换乘轨道交通 2 号线。

西公交枢纽站→川沙客运站

（8:00/22:00）

川沙客运站→西公交枢纽站

（7:20/21:20）

浦东 51 路（以实际运营时间为准）

由南汇大学城开往迪士尼地铁站，在拱极

路南祝路站换乘轨道交通 16 号线。

迪士尼地铁站 - 南汇大学城（7:00/22:30）

南汇大学城 - 迪士尼地铁站（5:40/21:00）

浦东 52 路（以实际运营时间为准）

由周东南路 S32 开往西公交枢纽站，在周

邓路天龙路换乘轨道交通 16 号线。

西公交枢纽站 - 周东南路 S32（8:00/22:00）

周东南路 S32- 西公交枢纽站（7:00/21:00）

惠川线（以实际运营时间为准）

由惠南地铁站开往申迪南路南公交枢纽，

可在惠南地铁站换乘轨道交通 16 号线。

南祝路拱极路（惠南地铁站）- 申迪南路

南公交枢纽（5:00/21:00）

申迪南路南公交枢纽 - 南祝路拱极路（惠

南地铁站）（6:00/22:00）

南南线（以实际运营时间为准）

由上海南站开往申迪南路南公交枢纽，是

度假区首条直通上海大型交通枢纽的公交

线路，在上海南站可换乘轨道交通 1、3 号线。

上海南站 - 申迪南路南公交枢纽（6:00/21:00）

申迪南路南公交枢纽 - 上海南站（5:30/19:30）

* 乘客在申迪南路南公交枢纽可通过换乘度

假区 2 路抵达奕欧来购物村、迪士尼地铁

站等核心区主要景点，到迪士尼地铁站后

步行抵达迪士尼乐园。

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接驳巴士
Resort Shuttle Bus

国际旅游度假区 1 路 ：

西公交枢纽站 - 南公交枢纽站 - 申迪南路

站 - 购物村站 - 生态园路站 - 迪士尼地铁

站 - 生态园路站 - 购物村站 - 申迪南路站 -

迪士尼乐园酒店 - 西公交枢纽站

国际旅游度假区 2 路 ：

西公交枢纽站 - 玩具总动员酒店 - 申迪北

路站 - 迪士尼地铁站 - 申迪北路站 - 玩具

总动员酒店 - 西公交枢纽站

星愿湖轮渡
Wishing star ferry

往返上海迪士尼乐园酒店——上海迪士尼

乐园

·运营时间 ：08:10-22:10

·每 20 分钟一班轮渡                    

·上海迪士尼乐园酒店登记宾客专用

地铁交通
Subway

往返于嘉定北／花桥／安亭站和迪士尼站

之间的 11 号线，每天从清晨开始营运至深

夜。列车一般每隔数分钟一班，方便快捷。

游客到达终点站迪士尼站后，根据指示牌

步行 5 到 10 分钟至上海迪士尼乐园、迪士

尼小镇及星愿公园，或在出地铁后乘坐迪

士尼度假区穿梭巴士前往度假区内的酒店。

地铁 11 号线首末班时间参考信息（以实际

运营时间为准，请到上海地铁官网，查看

最新的地铁运营时间表）

往迪士尼 ：

首 07:08（到达）／末 23:39（到达）

往嘉定北 ：首 06:00/ 末 22:30

往花桥 ：－－／末 22:00

往安亭 ：－－／末 22:25

停车场 
Parking

·自驾的游客可以从西入口（度假区高架

路）、东入口（阳光大道、探索路）、南入口（星

光大道、灵感街）进入度假区。

·度假区内设有 7 个对公众开放的停车场，

其中包括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小型车及旅

游客车停车场以及 P1、P2、P3、P4、P5、

P6 停车场。

·迪士尼小型车及旅游客车停车场，停车按

次收费 ：

私家车 ：每日 9:00-12:59 之间进场，价

格 100 元 / 次 / 车 ；每日 13:00-17:59 之

间进场，价格 30 元 / 次 / 车 ；每日 18:00-

20:00 之间进场，价格 10 元 / 次 / 车。

旅游客车 ：每辆每天人民币 120 元 ( 可享

首个小时免费，一日内重复进出需另行支

付费用 )

·自驾车抵达奕欧来奥特莱斯，请至 P2 或

P3 停车场 ；注册为奕会员，可凭奕欧来奥

特莱斯当日任意金额购物小票及 P2、P3

停车票，获赠 5 小时停车券一张，每位会

员每日可获赠及使用一张停车券，限当日

使用 ；奕尊会员每日免费可享一张 5 小时

免费停车券。

残障服务
Disability Access Service

无障碍体验是全球迪士尼乐园和度假区的

一项重要承诺。

上海迪士尼乐园的“奇·享”项目旨在为

残障游客提供一系列无障碍设施和服务，

确保每一位游客都能在整个园区内享受全

方位的景点和体验。同时，园区也为残障

演职人员创造平等、包容、无障碍的工作

环境。

星愿湖休闲自行车骑行
Wishing Star Lake Recreational Bicycle

在星愿公园有休闲自行车租赁，四座老爷

车租金 ：1 0 0 元 / 小时，押金 ：100 元 / 车，

限乘 ：4 人。 

休 闲 逍 遥 车 租 金 ：50 元 / 小 时， 押 金 ：

100 元 / 车，限乘 ：3 人。(2 大 1 小 ) 

1 小时起租，超过 1 小时后，超过 5 分钟

但不足 35 分钟按半小时计算 ；超过 35 分

钟但不足 60 分钟按 1 小时计算。

更多信息详见所在地告示牌。

迪士尼乐拍通
Photopass

迪士尼乐拍通服务使游客无需随身携带相

机，行程结束时也能把许多精彩的照片带

回家，专职摄影师将抓拍特别的游园瞬间，

同行的每个人都会出现在照片上。可出示

上海迪士尼乐园门票，也可以向乐拍通摄

影师另外索要一张迪士尼乐拍通卡以关联

您的照片，照片可在米奇大街的美妙记忆

屋预览及购买，亦可在线购买。 

母婴服务（乐园内）
Baby Care (Theme Park)

护婴中心位于米奇大街的医务室旁边，提

供冲调配方奶粉、加热奶瓶、哺乳、更换

尿片所需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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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
Post Service

在迪士尼小镇市集旁以及迪士尼乐园内米

奇大街为游客提供邮政服务。

商品领取服务
Package Pick-Up

位于上海迪士尼乐园主入口附近。游客在

乐园内或者迪士尼小镇指定地点购物后的

商品可以送至此处领取，或直接送至游客

下榻的迪士尼酒店内的商店。这项服务免费。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指定迪士尼商店购物单

笔消费 700 元以上（包含 700 元）（购买

迪士尼尊享卡除外），即享免费商品快递服

务。（仅限中国大陆境内，港、澳、台地区

除外）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指定迪士尼商店购物单

笔消费不满 700 元的，仅需支付 80 元，

即可享商品快递服务。（仅限中国大陆境内，

港、澳、台地区除外）

以下商品不接受快递服务 ：限量版商品、收

藏品、贵金属、照片、乐拍通一日通、食品、

私人物品。

具体详细信息请咨询店内演职人员。

游客中心（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
Guest Center

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有 3 个游客中心，分

别位于迪士尼地铁站奇妙路接驳站、西公

交枢纽和光明生态园，是核心区公共区域

主要的游客服务场所。提供关于景点、餐饮、

住宿、交通、购物、洗手间等信息，免费

发放度假区导览图，提供童车、轮椅租赁

及母婴室服务，并配置银行柜员机、手机

充电站、自动售卖机，提供医药包、针线包、

老花镜等。

童车、轮椅租赁（乐园内）
Photopass

Stroller ＆ Wheel Rental (Theme Park)

上海迪士尼乐园提供一定数量的童车和轮

椅供有偿出租使用，租车处临近主入口。

迪士尼快速通行证
Disney Fastpass

2017 年秋季起，游客可以通过上海迪士尼

度假区官方手机应用程序（app）获取电子

版迪士尼快速通行证，入园后，把已激活

的乐园门票与手机应用程序关联，按照提

示进行浏览、选择及预约迪士尼快速通行

证，可随时查看快速通行证的使用时间。

使用时，在选定景点的快速通行证入口扫

描手机或乐园门票上的二维码，在快速通

行证以及与乐园门票相关联的游客照片验

证成功后，便可快捷地体验景点。

寄存柜
Locker Rentals

上海迪士尼乐园可按天提供寄存柜服务，

寄存柜有多种尺寸可选，以便游客安心尽

情地在乐园中进行游览，先到先得，额满

即止。这些寄存柜位于上海迪士尼乐园的

米奇大街（临近美妙记忆屋）和创极速光轮，

游客亦可在雷鸣山漂流及古迹探索营景点

附近借用寄存柜（限时）。

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度假区各区域内均配备了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供训练有素的医护人员使用，以应对

突发心脏急症。若需求助，可拨打电话 120。

银行 
Bank

工行度假区支行位于迪士尼小镇，是一全

球首家设立在迪士尼乐园的银行网点，全

年无休，网点充分融合了迪士尼新奇、有

趣的服务要求，将为乐园游客全面提供智

能化金融服务体验。

自动取款机
ATMs

度假区设有 3 处中国工商银行自动取款机

供游客使用。

·迪士尼小镇设有 1 处

·迪士尼乐园明日世界附近设有 1 处

洗手间
Toilets

上海迪士尼乐园内外设有多处洗手间，非常

便利。当你进入主题乐园，跟着路牌就能找

到它们的具体位置。星愿公园、迪士尼小镇

和上海迪士尼乐园停车场附近也设有洗手间。

所有洗手间都设有轮椅通道或与无障碍洗

手间相邻（无障碍洗手间能够容纳一名坐

轮椅的人士及一名为其提供帮助的人，男

女均可使用）。

售票厅
Tickets

上海迪士尼乐园门口售票处以及检票口东

侧游客服务中心可以凭身份证购买当日票

等，礼品票可以在检票口（闸机区域）东

侧游客服务中心及迪士尼小镇百老汇大道

靠近土司物语的游客服务中心购买。

医疗服务点
Medical / Firstaid Centre

上海迪士尼乐园设有 2 个医务室，并配

备注册护士。医务室提供绷带等急救用品，

还可替游客保管需要冷藏的药品，并提供

专门容器处理皮下注射针头。在乐园外迪

士尼小镇和迪士尼地铁站奇妙路接驳站也

设有 2 个医疗点。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官方网站
Official Website

https://www.shanghaidisneyresort.com

吸烟区
Smoking

为了给所有游客营造一个舒适的环境，上

海迪士尼乐园提供指定吸烟区。游客仅可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明确指定的区域吸烟。

游客服务（上海迪士尼乐园）
Guest Services  (Theme Park)

上海迪士尼乐园各区域都设有游客服务中

心。主服务中心设在上海迪士尼乐园主入

口内。在乐园中的各个主题园区中设有 5

个游客服务中心。乐园内各个游客服务中

心的运营时间依据所在区域的开放时间而

定。（主题乐园外还另设有 3 处游客服务中

心，满足游客的各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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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沔老街

康桥镇位于浦东新区腹地，境内横沔老街

保存完好。横沔距离迪士尼直线距离两公

里，历史上是上海川沙、南汇的重要商品

集散地，曾入选“中国传统文化村落”名录。

沔为水满之意，该地多水，溪水常满，古

称沔溪。

横沔老街上多为清末民初时期建筑，如翊

园、华氏宅等。传统建筑大都分布在河西街、

中大街、庙场街、花园街，是当年繁华的

集市。大量传统民居连片分布，居民前街

后河、枕河而居，江南水乡特色浓郁。

门票 ：免费

新场古镇

新场古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获得全国环

境优美乡镇称号，是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

2017 年获批成为浦东新区首个“全国特色

小镇”，电影《色戒》《叶问》都曾在新场取景。

新场古称石笋滩，又叫石笋里，有“十三

牌楼九环龙，小小新场半苏州”之誉。现

存新场的名胜主要为笋山十景，部分明清

第宅厅堂保存较好，保留着比较完整的水

乡古镇格局，堪称“浦东原住民生态博物区”。

每年春天桃花盛开时，可到位于新场镇西

面的新场桃源赏桃花，万株桃树夹道开，

姹紫嫣红春满园。

门票 ：免费

Xinchang Guzhen

Hengmian Laojie

川沙老街

川沙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是因盐而兴、

因商而聚、因纺而盛的工商名镇，有内史第、

古城墙、丁家花园、天主堂、川沙城隍庙

等等，是旅游度假的理想去处。

川沙老街是川沙老城厢中心区域的总称，包

含南市街、中市街等街道，有着明清特色的

街道、城墙、护城河等，格局基本完整、建

筑保存数量较多、文化遗存较丰富，是一片

文化底蕴深厚、时代气息浓郁的历史文化特

色风貌区域。尤以清咸丰年间所建的内史第

为川沙最富人文底蕴的所在，黄炎培曾说过

“浦东文化在川沙，川沙文化在内史第”。 

川沙城隍庙里的古银杏树、建筑精美的陶

桂松住宅也不容错过。

门票 ：免费

Chuansha Laojie

上海野生动物园

1995 年正式对外开放的上海野生动物园是

集野生动物饲养、展览、繁育保护、科普

教育与休闲娱乐为一体的主题公园，是首

批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园区居住着来自国内外的珍稀野生动物上

万余只，200 余种 ；园区分为车入区和步

行区两大参观区域，另设有 5 座功能各异

的表演场馆。

2018 是狗狗的“本命年”，上海野生动物

园还引进了杜宾犬、比熊犬、雪纳瑞犬及

阿拉斯加雪橇犬等 16 种 20 只萌犬。

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南六公路 178 号

电话 ：021-58036000

门票 ：成人 130 元，学生票 65 元，

60-64 周岁老人票 117 元，65 周岁以上

老人票 65 元

Shanghai Wild Animal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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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美食小清新

华顶高映碧芙蓉

邂逅绮园声声慢

走一个精致的猪猪亲子游

青饺用新鲜的艾青拌入糯米粉，揉拌成青

团，包入甜味、咸味两种馅儿揉捏成饺子，

入口清凉不粘牙 ；青饼也叫清明饼，用糯米

和山上一种叫“青”的植物烘制而成，有

煎、煨、烘等多种吃法，清香满口 ；饺饼

筒则是天台不可错过的小吃，以肉片、蛋皮、

鱼肉、豆腐片等分别与金针、木耳、粉丝、

笋丝等放在糊拉拖皮上卷制而成，滋味极佳。

  御清斋

  浙江省天台县赤城街道天一街 58 号

  0576-83988608

清明过后至 4 月底，寻访盛花季的云锦杜

鹃。走进云雾缭绕的天台山主峰华顶景区，

云锦杜鹃在路边、道旁、岩上、林间、坡

地上盛开，星星点点，丛丛簇簇，灿若云锦，

绚烂夺目。

    浙江省天台县石梁镇华顶国家森林公园

  天台山游客中心班车前往

  0576-83901112

追溯历史，清代富商冯缵斋承袭拙宜园和

砚园之精华，修建后取名绮园，意为“妆

奁绮丽”。小巧而构筑精妙的绮园，怡情养

性，游园听曲、品茶、闻香，闲适悠然。

  上海走 G60（沪昆高速）转 G92（杭

浦高速），在海盐出口下至海盐城区，前往

绮园景区，景区停车场门口的道路为单行

线，自驾须注意

  0573-86860181

猪猪星球来了，这里拥有全球最大的小猪

造型剧场，孩子们可以和小猪亲密互动，

和小猪一起赛跑。猪猪星球还开设了手工

香肠体验课等互动课程，让孩子亲手制作

食物，探索食物奥秘。

   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元通街道，嘉盐公

路电庄段 1588 号猪猪星球

  上海走 G60（沪昆高速）转 G92（杭

浦高速），在海盐东出口下行驶 50 米左转

到达猪猪星球

   0573-86512222  400-886-3773

浙江
 台州

 天台山

浙江
 嘉兴
 海盐

三生三世百亩桃花

百万郁金香作邀荆溪

在衢州烂柯仙霞的裙摆上，有一方常年坐

落于花海中的世界，叫做“荆溪”。春来莺

飞草长，那年鲜花开遍的八卦田，今载以

百万朵郁金香铺陈大地，色彩艳丽，花团

锦簇，绽放无限生机，畅游音乐花海，在

这“花香农家、烂柯仙地、王质故里”，一

起走进最美春天。

除了赏花，荆溪花海新开拓 600 平方米儿

童乐园，准备了小火车、淘气堡乐园、小

小摩天轮、陶艺吧等游戏娱乐项目 ；不妨

再来享受一波美食，美景与美食的完美搭

配，幸福感爆棚 ；荆溪花海此次增设 800

余个停车位，以崭新的面貌，邀约四方来客，

共赴一场美丽而盛大的约会。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石室乡荆溪村

  沿石安线过衢州高级中学往烂柯山方向前行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国强农场拥有桃花

基地 200 余亩，一到春天，这里就成了桃

花源，每年 3 月在这里都会举办一年一度

的桃花节，寻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漫步百

亩桃花林中，欣赏绯色花朵怒放枝头，随

处可见“人面桃花相映红”的春日场景。

位于龙游县湖镇镇客路村东头的国强农场，

是一家以旅游、休闲、观光为主集种植、养

殖业与一体的农家乐，农庄整体占地 1000

余亩，其中水面面积 500 亩，有大小水库

4 座。整个农庄四面环山，山青水绿，环

境幽雅，空气清新，景色秀丽，生态优良。

待水蜜桃丰收之季，还可继续前来品尝甜蜜。

  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客路村

  13587031677

浙江
 衢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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