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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福院里的模拟家庭
■本报记者 殷梦昊

▲戈翠平带领着孩子们逛超市。

荨戈翠平经常带着孩子们到楼
下玩耍。 （均常州儿福院供图）

住在儿童福利院的“家”里 10 年间，戈翠
平只出过两次远门，都是回宿迁老家：一次是
母亲过世，一次是儿媳产子。

“妈妈过世的时候，我没见上一面。她走得
太急，给我打电话，挂完就走了……”戈翠平至
今想起，仍忍不住落泪。后来那次，她请了一个
月假，却提前回来了，“因为儿子看我放心不下
这边的孩子……”她语带歉意。

过去 10年， 戈翠平和丈夫胡守君是和 4

个孩子在常州市儿童福利院度过的。这些孩子
与他们并无血缘关系，而且已经换了好几批。

这个特殊的六口之家是一个“模拟家庭”。

这种针对福利院中孤残儿童群体开展的集寄
养、看护、教育于一体的“类家庭”模式，率先推
动者是春晖博爱儿童救助公益基金会（以下简
称“春晖博爱”）。经过近 20 年发展，他们协助
46家福利院建立 310户模拟家庭，遍布长三角
乃至全国。

每个模拟家庭背后，都有一对像戈翠平夫
妻俩这样的“职业父母”———大都五六十岁，家
中已有第三代，却选择再当父母。

只为了，给孩子们造一个家。

“家”的再造
常州市儿童福利院坐落于一条远离闹市

的马路边。初秋时分，院子里的桂花开了，石榴
挂满枝头，安静得可以听到风声，仿佛一个被
遗忘的角落。

住在这里的孩子大部分是被亲生父母遗
弃或丢失的孤儿。直到 10年前，这里引进一个
名为“新和家园”的合作项目（后更名为“春晖
家庭”），住进几对夫妻，孩子们才有了“爸爸”

“妈妈”。

项目只占一层楼，一条走廊就把所有住户
串联。5户人家分列两旁，每户都是六口之家的
“标配”。

“戈妈妈，我们到了。”项目顾问郭静带记
者来到这个福利院里的“家”。上午 10时刚过，

家家户户居然都已飘出饭菜香。正在做饭的戈
翠平从门里探出身来，笑盈盈问好。

孩子们在走廊里嬉闹，看见有陌生人来，在
郭静指导下乖巧地打招呼，发音有些笨拙。看得
出来，几乎每个孩子都有不同程度的残疾。正因
此，他们吃饭很慢，午餐就得提前做好。

一名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女孩扑到了记者
的怀里， 攥住我的手， 仰着头雀跃发出邀
请———“来玩！”

“我们的孩子就是热情。”戈翠平笑着把记
者迎进家门。

和楼下的保育班相比，这里显然更有家的
氛围。墙壁是温馨明快的色调，客厅宽敞；家具
朴素，却也齐全；孩子们的床铺干净平整，衣物
被叠着整整齐齐，鞋架上一双双小鞋子干干净
净，玩具、书本各归其位。

最为醒目的还是客厅的照片墙，中间一张
是全家福。戈翠平介绍她的 4 个孩子：女孩常
欣 11 岁，脑瘫；男孩常伟 10 岁，先天性心脏
病；男孩常力 8岁，智力发育迟缓；4岁的男孩
王乐是家中唯一一个健康孩子。

孩子们的名字是院里统一起的，姓氏清一色
是“常”，意指常州。而王乐不一样，他的生母出于
身体原因才把他送到这里，所以原名被保留。

“这是我们在楼下草地上打球，这是去上
海迪士尼乐园，这是带孩子逛超市……”戈翠
平对着一张张照片笑着回忆。

模拟家庭的日常运转和不少中国家庭没
有太大区别———母亲全职在家，负责大部分家
务及接送孩子；父亲白天上班，晚上回家与家
人一起吃饭，饭后陪孩子做游戏、看电视、辅导
功课。周末，一家人会外出郊游。寒暑假，福利
院会组织夏令营，带孩子们去外地。

不同之处则在于，在这里当母亲，是一项
严谨的工作。戈翠平每天早晨 5 时起床，忙到
近晚上 11时才睡下。 她每周还要参加院里组
织的家庭教育课程，每月要提交每个孩子的成
长报告。

眼看快到 10时半， 戈翠平赶忙起身进厨
房，端出丰盛的饭菜，再搬出一张为欣欣定制
的小矮桌。孩子们吃饭动作不熟练，戈翠平就
在一旁看着，耐心布菜、盛汤。等孩子们吃完，

饭菜也凉了，她用微波炉加热后自己吃。

志愿“父母”

戈翠平与丈夫和福利院签署的并非劳务
合同，他们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项目，领取
志愿者津贴。此外，院里每月发放孩子们的固
定生活费。

在模拟家庭出现前的许多年，我国福利机
构对孤儿采取的教养方式主要是传统的集中
照顾。随着儿童福利事业的发展，业内人士逐
渐形成共识：对儿童最好的福利，是家庭福利。

早在 1898年， 作为第一部有关保障儿童
权利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性约定，联合国
《儿童权利公约》 就明确指出：“为了充分而和
谐地发展其个性， 应让儿童在家庭环境里，在
幸福、亲爱和谅解的气氛中成长。”

“孤儿需要家庭般的关爱和亲情的呵护，只
有懂得爱，接受了爱，长大后才会去爱他人。”春
晖博爱江苏省家庭项目负责人王燕燕说。

然而，如今生活在福利院的孩子大部分都
是残障儿童，被收养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出于
生育率降低、医疗水平提高等原因，健康孩子
被遗弃的情况越来越少。

“现在我们院有 100多个孩子，99%的孩
子患有不同程度的残疾。” 常州市儿童福利院
院长徐玉娟说。据她了解，这个比例在全国并
不罕见。

在领养者缺乏的情况下，国内不少福利院
推行过“家庭寄养”的方式，即把孤儿们放到真
实家庭中教养，但这一方式显然不太适应当下
福利院儿童持续下滑的健康状况。

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加强
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指出：“有条件的儿童福
利机构可在社区购买、租赁房屋，或在机构内
部建造单元式居所，为孤儿提供家庭式养育。”

新院重建时，常州市儿童福利院为模拟家
庭开辟独立场地。每户住房面积超过 100平方
米，结构为三室一厅、独立厨卫。

随之而来的是家庭人员的招募。按照设计，

参与项目的必须是有丰富育儿经验且 45岁以
上的合法夫妻，每天住在院内，无特殊情况不得
离开。并且要求：亲生孩子不得住在院里。

还有更为细致的标准。“父亲不得抽烟、酗
酒，无暴力倾向；母亲要有耐心，脾气要温和。

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有爱心。”徐玉娟说。

那年，45岁的戈翠平无意中从亲戚那里得

知此事，但起初不怎么感兴趣。她来自江苏宿迁
农村，年轻时和丈夫到常州闯荡。当时她正在某
服装厂打工，每月能赚两三千元。

“以前只在电视上听说过福利院，那是第一
次来。”戈翠平那天被嫂子拉到福利院参观。看到
福利院的孩子又小又弱，她不免心疼，但一听来
了还要洗尿布，又觉得干不来，“我儿子那时候都
19岁了！”

戈翠平找家人商量。儿子支持：“你在服装厂
太辛苦， 去了那边， 不用刮风下雨赶时间上班
了。”丈夫也同意：“福利院的娃娃怪可怜，要么咱
们试试看？”

可家里刚买了房，每月要还贷款；儿子刚上
班，薪水不高，戈翠平不得不考虑收入问题。儿子
却坚持：“贷款我自己还。”

戈翠平仍是犹豫：“你马上结了婚，我得帮你
带孩子。”

“你去好了！我养 10个也不要你帮我带。”儿
子拍胸脯保证。

最终， 戈翠平和嫂子一起报了名， 经过 8进 5

的筛选，她们顺利上岗。嫂子干了两年，因为要回家
带孙子，退出项目。反倒是戈翠平在福利院扎了根。

如获新生
10年间，每到中秋夜，戈翠平和丈夫都其乐

融融地和孩子们在“家”吃月饼。“也不是没想过
走。”戈翠平感慨，刚来时很不习惯，渐渐地，跟孩
子有了感情，就舍不得走了。

她和丈夫养育过 10个孩子。 几乎所有孩子
被送到她手里时都不会大小便。 而项目早期，物
资有限，没有纸尿裤可用，全靠妈妈们手洗尿布。

她们不是专业护理人员，也从未照顾过特殊
儿童。为此，福利院和基金会开设定期培训，教授
抚育技巧，比如怎么喂食唇腭裂儿童、怎么帮助
脑瘫的孩子走路……

戈翠平“家”的冰箱上摆满了这些年获得的
荣誉：全国最美家庭、江苏省文明家庭、常州市十
佳母亲……

她的第一批孩子中有个患有喉乳头状瘤的
男孩。戈翠平至今也说不清这个病的全称，但她
深刻记得，没进入家庭之前，男孩每年要做 3 次
喉部手术。

孩子刚送来时，院长特意关照戈翠平夜里别
睡太沉，不然孩子发起病来容易窒息死亡。戈翠
平每晚都要起来三五回。说来神奇，在她的照顾

下，男孩再没发过病，说话声音从微弱变得和正
常人一样。

但她半夜起床的习惯却保留了下来。“这里
的妈妈都是这样。” 戈翠平觉得很自然，“我们开
玩笑说，夏天打蚊子，冬天盖被子。”

同样在儿童福利院待了 10 年的还有 55 岁
的刘家梅。

一个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和癫痫的孩子曾让
她操碎心。这个孩子不能吹一丁点风，否则就浑
身发紫，还会癫痫发作。刘家梅常年把他的小床
放在自己卧室里。第一次孩子夜里发病，刘家梅
的丈夫急得找医生，吓得连楼梯都找不到。后来
他们学会了如何应对。刘家梅很欣慰，孩子近两
年没再发病。

患有脑瘫的欣欣， 曾在保育室的床上躺了 7

年， 出门全靠扭扭车， 如今生活自理不成问题。

“现在欣欣跑得比我还快！”戈翠平很骄傲，这是
她搀扶了 3年的成果。

这个懂事的女孩还会帮着母亲照看弟弟妹
妹。孩子们坐在一起游戏时，她像大姐姐一样坐
在小板凳上“看管”。看到弟弟光脚跑出门，她赶
紧提着鞋子跟着跑出去。

“这儿的孩子终究不像普通孩子。一个动作，

我们必须反复教，几百遍，甚至上千遍。”戈翠平
说，但凡孩子有一丁点进步，她就开心得要命。

上个月，常力被送到戈翠平家。因为发育迟
滞，8岁的他很害羞，不太会说话，大部分时候只
会直勾勾盯着人笑。

戈翠平告诉我，常力进步很快，“进院时只能
说两个字，后来会说三个字，现在能说四个字了！”

“我有妈妈”

孩子们终究不能一直生活在儿童福利院。如
何让孩子更好地融入社会，是模拟家庭试图解决
的另一个问题。

“以前，我们的孩子在学校被其他同学嘲笑
‘没有妈妈’，但现在不一样了。他们有父母接送，

家长会也有父母开。”徐玉娟说，据学校反馈，从
家庭出去的孩子更加自信，自主学习、生活自理
和社会融入能力明显提高。

亲情可以无关血缘，甚至超越血缘———谁家
大人要出远门， 孩子就暂时放到其他人家帮忙
带；每天早晨，所有孩子按照学校列队，由妈妈们
分别带队接送；只要一个孩子半夜发病，5户人家
的大人们都会起来帮忙。

郭静告诉我， 模拟家庭的大部分孩子都明
白，“妈妈”并不是妈妈，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骄傲
地告诉别人“我有妈妈”。

每将一个孩子从保育班带入家庭，郭静都鼓
励他们学习叫“爸爸”“妈妈”，其他的话她也不会
说太多，“因为每个孩子内心都有一本账”。

被陌生孩子叫 “妈妈”， 戈翠平起初虽然心里
美，但多少有点别扭，不过半年后就完全习惯了。“孩
子叫我一声妈，我都提醒自己，得对他们负责。”

每当她带着孩子们出去玩，总有人盯着这个
奇怪的组合。有人问：他们怎么叫你妈妈？“我就
说，他们是我的小孩。”戈翠平坦然地说。

但个别年幼的孩子暂时不能理解这样复杂
的“亲子关系”。

戈翠平笑着回忆孩子们的对话：“一个说，我
是从妈妈肚子里出来的；另一个说，我是从二楼
走过来的。”

康康曾经坚持认为自己是戈翠平亲生的。他
第一次去幼儿园， 被别的孩子问是哪里人时，底
气十足地说：“我是宿迁人。”

有次，康康跟福利院其他孩子吵架后，哭着回
家找戈翠平：“同学说我是从马路边捡来的。”戈翠
平立刻把他拉到怀里：“谁说的，你就是我儿子！”

2017年，康康被一个家庭选中领养。但康康
不肯，对戈翠平说：“我要跟你回宿迁。”戈翠平心
里再舍不得也只能忍着。在她开导下，康康终于
同意。

领养前，孩子被带去适应了 1 个月，一回福
利院，就哭得稀里哗啦。“我说你哭什么，他说我
想你，在那边每天都躲在被窝里哭。”说起这段，

戈翠平又湿了眼眶。

如今， 戈翠平只是偶尔还会想起某个中午，

一家人吃饭聊天时，康康说，他的梦想是买一座
大房子，“让一家人都住在里面……”

最好的归宿
儿童福利院的大人们一致认为，模拟家庭只

是过渡，被一个真正的家庭领养，才是这里的孩
子最好的归宿。

常州市儿童福利院的家庭项目成立至今，共
有 55名孩子参与，19名孩子被领养———一个坐
轮椅的孩子被领养后安装了假肢， 可以站立；一
个患有青光眼的孩子，手术后视力基本恢复。

目前，春晖博爱家庭项目受益儿童的收养率
达到 10.7%，远超全国 4.6%的孤残儿童收养率。

然而， 参与家庭项目也未必一定能被领养，

比如珊珊。 她是戈翠平带过时间最长的一个孩
子。按规定，心智发育不全的女孩进入青春期就
必须离开家庭项目，回保育班生活。

珊珊走的那天，戈翠平难受得不行。丈夫不
能理解：“珊珊又不是康康， 以后看得见。”“话是
这么说，可她一走，我心里就好像……”戈翠平哽
咽了。现在，“母女”俩每次在福利院里碰见，总是
要拥抱。

流动的不只是孩子。坚持 10年至今的母亲，

只有戈翠平和刘家梅。 福利院一共住过 10对夫
妻，离开的理由，有的是身体不适，有的是要回家
照顾老人或孙辈。

在老家开汽修厂的儿子曾叫戈翠平回去帮
忙，她想了想，没答应。

儿子今年 29岁， 在老家成家立业。 每逢假
期，两个孙女就来奶奶“家”小住几天，都和福利
院的孩子成了好友。

2个月前，3号家庭迎来了新的女主人：56岁
的陈紫华。

她是戈翠平以前的同事，来福利院看望过多
次。“我是个闲不住的人。”陈紫华说，她前不久刚
办理完退休手续，就来这里“上班”了。

这个总是满面笑容又烧得一手好菜的新妈
妈很快被孩子们接纳，新爸爸则凭借强大的解数
学题能力受到崇拜。 一个新的家庭又诞生了。只
是，客厅墙壁上的照片要及时更换。

按照福利院规定的 60岁退休年龄， 这些即
将迈入花甲之年的爸爸妈妈在这里的时间所剩
不多了。

日益明显的疲惫感，让模范母亲戈翠平不得
不承认“年纪大了”，但她仍想继续坚持，“我们能
做点就多做点吧！”

好在， 即便每个家庭成员都有离开的那天，

“家”一直还在。

（文中儿童均为化名）

习近平同六国元首互致贺电
（上接第 1版）

六国元首一致表示，70年来， 各自国家同中国的双边
关系经受住时间和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取得长足进展和
丰富成果。六国高度赞赏中国在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国梦
进程中取得的辉煌成就，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珍视传
统友谊，愿全面加强同中国双边交流与合作，推动共建“一
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不断向前发展。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分别同六国总理互致贺电。李克
强表示，中方愿同六国以建交 70周年为契机，深化政治互
信， 推进双边各领域务实合作， 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中
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国－欧盟合作取得更大进展，更好
实现互利多赢。六国总理表示，愿不断提升与中方务实合作
水平，共创双边关系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美好未来。

让上海的老年人笑容更多获得感更强（上接第 1版）

南京西路街道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可以为
附近老人提供助餐、助浴、助医、日托等服务。

应勇一行走进为老服务中心， 详细察看助浴
点、理发室等服务设施，询问服务内容和收费
标准， 叮嘱服务中心为老人提供更贴心的服
务。三楼的长者照护之家有 20张床位，应勇与
住在这里的老人聊起家常。得知老人曾经住过
距离较远的养老院，最终还是对家门口的长者
照护之家最满意，应勇说，上海要大力发展嵌
入式养老，织密织牢养老服务网，让老人实现
更高质量的“老有所养”。市领导来到医疗护理
站和老年人日托中心，十几位社区老人正跟随
着音乐做保健运动，有些老人则围坐在桌前做
贴画。应勇饶有兴致地欣赏作品，对大家说：今

天是重阳节，祝大家健康、快乐、长寿，也祝全
市的老年人节日快乐！

随后，市领导来到南京西路一小区，走访
慰问 94岁高龄的革命伤残军人王信功。 应勇
与老人并肩而坐，关切询问还有什么困难需要
帮助， 感谢老人为国家解放和建设作出的贡
献。应勇说，革命前辈浴血奋战，才有我们今天
的好日子。要多关心关爱老人，让他们健康长
寿、安享晚年。

殷一璀来到虹口区彩虹湾老年福利院。该
院是虹口区体量最大的公建民营养老机构，创
设养老院家委会管理制度， 并试点养老服务
“时间银行”，提供多样化志愿服务。市领导察

看了为老服务设施， 仔细询问福利院运营情
况，向院内老人致以节日问候，向工作人员和
志愿者表示感谢，并叮嘱有关方面不断创新管
理模式、提升服务质量，提高“医养结合”服务
水平。随后，市领导来到场中路看望 90岁高龄
的老同志周卫东和夫人， 祝他们节日快乐、健
康长寿。

董云虎来到黄浦区外滩街道综合为老服
务中心，了解这里的服务功能，看望慰问老人。

服务中心是外滩街道统筹为老服务资源、完善
社区养老服务网络、 促进服务与需求信息对
接、 提升养老服务综合管理水平的枢纽设施。

市领导详细察看了各种服务项目，关切询问老

人的生活情况，向老人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叮嘱
工作人员不断提高服务质量，为老人创造温馨舒
适的环境。随后，市领导来到重庆北路看望了 84

岁的费莹如老人，祝老人节日快乐、健康长寿。

尹弘来到杨浦区五角场街道社区综合为老
服务中心，察看卫生站与长者照护之家等各项设
施，详细了解街道为老服务工作和区级养老服务
开展情况。在日间照料中心，老人们正在插花，市
领导向他们送上节日问候，叮嘱工作人员要不断
提高服务质量，让老年人享有更高质量的晚年生
活。市领导还前往上海警备区杨浦第三离职干部
休养所，看望了 93岁的焦湘龙老人，祝他健康长
寿、乐享晚年。

市领导翁祖亮、诸葛宇杰、凌希、沙海林、彭
沉雷分别参加。

进博会，更多“新鲜货”就要来了（上接第 1版） 此款车能利用多
种传感器感知人们的面部表情、

心率和皮肤电动活动，从而调整车内环
境。来自现代汽车，搭载于现代汽车全
新开发的 EV专用平台的电动 Pony EV

Vision概念车， 也把第二届进博会作为
首次亮相中国市场的大舞台。

进博会把服装服饰及日用消费品展
区更名为品质生活展区， 还专辟高端消
费品专区。在高端消费品专区内，欧莱雅
带来的进口商品品类将达首届的两倍。

阿玛尼美妆、兰蔻、圣罗兰美妆等品牌的
“全球现象级” 体验活动将轮番上演，还
将展出首次亮相中国的定制化科技。

高端装备助力“中国制造”

欧洲第一大豪华游艇设计制造公
司———意大利法拉第集团带来的最新
型号 FSD195公务快艇， 将来此进行亚
洲首发。 德国永恒力高达 25米的亚洲
首发 Miniload料箱型堆垛机，有望成为
第二届进博会室内最高展品。

第二届进博会的装备展区内，代表
全球装备制造业最高水平的首发新品

也将竞相登场， 有它们助力，“中国制造”

将变得工艺更精，质量更优。

首次参加进博会的荷兰砂霸，是全球专
注于平面打磨机领域的领先企业，小到手机
壳，大到飞机机身钢板，它都能磨。本届进
博会，它带来了“砂霸 32”前来中国首发。

“金牛座”龙门铣床是首届进博会的
明星，第二届进博会上，它的姊妹“双子
座”也将走出欧洲，来中国首秀。还有德国
阿吉斯带来的建筑垃圾粉碎设备 VZ 380

Plus将全球首发， 它只需一键式操作，便
可将建筑垃圾等固废以每小时 150-200

吨的速度变废为宝。富士胶片也将带来防
雾膜等新科技的中国首秀。

新服务首发同样“吸睛”

进博会各大展区中，服务贸易展区是
最特殊的一个，因为这里展示的不是具体
产品，而是“看不见的服务”。第二届进博
会上，这些“看不见的服务”通过新品首
发，也来大声吆喝。

德国莱茵 T?V宣布，将在第二届进博

会上带来多项新的认证服务进行
中国首发。记者了解到，一项服务

于环保和垃圾处理领域的生物降解测试
和认证服务， 就非常契合中国市场。UPS

中国区总裁彼得斯则透露说，UPS作为第
一家用无人机进行投递的美国快递企业，

将把这项具有商业可行性的服务带到第
二届进博会上进行首秀。

AECOM将在第二届进博会上首发中
文版年度全球基础设施报告“基础设施的
未来：市民之声”。该报告的数据样本采集
自全球 10 座主要城市的 10750 名居民，

从满意度、参与度、创新力和城市韧性四
个角度，就他们所在城市的公共设施及服
务征集意见。在首发仪式上，AECOM的专
家深度解读城市该如何前瞻规划及建设
高质量的基础设施。

Connect 4.0 作为德铁信可全新推出
的数字化平台，将在第二届进博会上进行
中国内地首发。客户只需“点击、发货、完
成”，即可在全球 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
千个港口组合和转运选项中自由选择，轻
松解决物流难题，比如实时报价、提供门
到门船期安排、线上订舱、全时追踪。

文旅融合让上海旅游节焕发新生机（上接第 1 版） 北苏州路 470

号，始建于 1915年的上海总商
会老建筑，今年已经接待了 1000多名各
界人士进入参观体验， 感受和追溯这座
文艺复兴建筑风格老建筑的细节与历
史， 从海外归来的当年商会负责人后裔
看到修复后的建筑，激动得热泪盈眶。

在同济大学教授郑时龄看来，每一
幢优秀的历史建筑就是一部历史，每一
扇窗棂、每一片庭园、每一株树木，甚至
每一块砖头都在记述并传承城市的历
史和文化。“建筑可阅读”本身，正是一
个让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不同民族、不
同国籍的人，都能找到的一款喜欢上海
的理由。为了让更多的市民游客与老建
筑亲密接触，这个“十一”假期前夕，上
海六个中心城区对上海老建筑上的二
维码、标牌等进行全面清查，提升游客
对“建筑可阅读”的体验。上海市文旅局
还制订了专门的“建筑可阅读”十条工
作规范，对“建筑可阅读”的标识系统设
置、内容构成、开放时间公示、维护主体
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建筑可阅读”之外，2019上海旅游

节期间的景点半价、 乡村民宿体验周、

上海美食节、银联商旅文惠民、市民休
闲好去处推荐等一系列活动，惠及市民
游客吃、住、行、游、购、娱方方面面，令
上海旅游节成为一个提升市民游客幸
福感的人民大众的节日。

大展示：促进长三角旅游一体化
今年上海旅游节，是在长三角一体

化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后举办的一次
重要旅游节庆， 通过上海的城市庆典，

促进长三角旅游一体化平台发展，也成
为上海旅游节的重要使命之一。

2019旅游节开幕大巡游上，来自江
苏南通、浙江丽水、安徽岳西等长三角
地区的花车纷纷亮相，不仅吸引了现场
和电视机前观众的目光， 也通过微信、

微博等社交媒体的传播，进一步延展到
了长三角地区人们的“朋友圈”。旅游节
期间，首届长三角文化旅游集市、长三
角三省一市文化和旅游联合推介会、长
三角文旅摄影互动展、凤凰杯骑游节等

一系列活动在沪举行，首张长三
角旅游年卡推出，吸引了更多市

民游客在上海和更广阔的长三角区域“打
卡”漫游，也令上海吸引了更多长三角企
业和旅游从业者的关注。

和一群爱骑行的朋友专程从苏州来
上海参与“凤凰杯骑游节”的黄晓理告诉
记者：“因为对骑行的热爱，我们喜欢到全
国各地骑行。但长三角区域的城市交通方
便、用时短，可以说是‘必打卡之地’，也是
我们忙碌工作之余的解压方式之一。”

通过巡游方队、国际家庭日等活动参
与到上海旅游节的海外游客， 也数不胜
数。今年共有包括俄罗斯、捷克、乌克兰、

波兰等 10个“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在内
的 1500 名表演者参加开幕大巡游活动，

表演团还在全市 6个区的 17个公共场所
进行了 70余场公众演出。

据不完全统计，自上海旅游节举办以
来，累计有 3万余人次的外国表演团队成
员及其家属来上海参加表演和开展旅游
活动。他们成为开在全球各个角落成千上
万朵的友好使者之花，用他们的亲身体验
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讲述上海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