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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倪巍晨、實習記者俞宛岑
上海電】 「 能賺多少錢，是衡量 F1 經營
質量，及是否能繼續經營下去的重要指標
之一。」 F1 中國大獎賽組委會秘書長、上
海 F1 賽事運營方久事賽事總經理姜瀾在
接受本報訪問時強調，F1 中國站門票、贊
助等收入僅是 「賺小錢」 的概念，引導並
吸引社會各方力量，充分主動地利用 F1
賽事的國際影響力，並藉此作為帶動相關
產業發展才是 「 賺大錢 」 ，對 F1 中國站
而言 「我們小錢、大錢都要賺，但賺大錢
更有意義」 。
去年姜瀾在接受傳媒訪問時曾指出，
一個國際性賽事就如同一座巨大的礦藏，
「F1 在上海的潛在價值尚未完全開發出
來」 。當時他亦正面回應了有關 「F1 是否
虧損」 的話題， 「光從財務報表上看，F1
中國站確實存在數額不小的虧損，但從某
種意義上看，F1 賽事有很大的社會意義，
因為它承擔了社會繁榮發展的使命」 。

上海汽車文化節傳出的消息，以 「歡樂激情、駛向未來」 為主題的
是次文化節，將推出 「開幕式」 、 「汽車賽事」 、 「旅遊休閒」 、 「商
務推介」 和 「文化藝術」 等五大板塊，共 13 項系列活動

坦誠 F1 賽事資源利用率不高

F1 中國大獎賽組委會秘書長、上海 F1 賽事運營方久
事賽事總經理姜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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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F1 賽事的落滬，令本地航空、物流、
酒店、餐飲、旅遊等產業獲益匪淺。用姜瀾的話
說，上海引進 F1 賽事的初衷，正是看重了其巨大的
國際影響力。在 2012 年 F1 中國大獎賽開幕前，姜
瀾再次提到了 「
F1 中國站的經濟賬」。他說，F1 中
國站具有巨大的國際影響力及商業價值，但現時該
賽事的資源利用率並不高， 「如何運用好 F1 賽事影
響力，並將其轉變為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的可持續動
力，是我們目前必須面對的嚴峻課題及挑戰」。他
續稱，中國舉辦 F1 賽事，不能將 「賺錢效應」局限
在門票、贊助等收入，而應轉換思維引導社會各界
充分利用 F1 品牌效應，從而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
只有這樣中國舉辦 F1 賽事才更有意義。
「
F1 賽事資源巨大，因此賽事營運方需考慮投入

產出比。」在談及F1 中國站與上海嘉定區 「
汽車文化
節」的合作事宜時，姜瀾坦言，F1 賽事在國際上的影
響力毋庸置疑，但 「
具有影響力」和 「
利用影響力」
是兩個不同的話題，當下最大的難題 「
就是如何有效
地運用好F1 賽事的影響力」。他認為，將嘉定汽車文
化節融入 F1 中國站的大平台，就是有效利用 F1 巨大
影響力的重要舉措，賽事營運方和嘉定區的合作，對
攜手破解 F1 賽事的有效利用具有示範意義。

籲借助 F1 推動民間外交
近年來，在上海舉辦的 F1 中國大獎賽、大師杯
網球賽、世游賽等一系列重大國際賽事，不僅促進
了上海旅遊和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同時更大大提升
了上海城市的綜合競爭力及海外影響力。另一方
面，F1 獨有的 「勇往直前、富有挑戰」的賽事意
味，也與上海城市基因中的開拓性精神不謀而合。

對於 「如何利用好 F1 全球影響力」的問題，姜
瀾直言不諱： 「賺小錢，需要賽事營運企業運用智
慧，賺大錢則需要社會各方集思廣益」。他建議，
下階段應着重研究如何通過 F1 賽事促進上海旅遊產
業的發展，借助 F1 賽事的 5 億關注度將中華民族品
牌推向世界，他亦呼籲有關部門利用 F1 賽事來促進
並推動民間外交，向世界展現中國、說明中國。
展望未來，姜瀾說，F1 中國站賽事營運方與嘉
定區的合作才剛剛起步，很多項目和問題仍值得繼
續深化，希望攜手嘉定區一同創新 F1 賽事新的營銷
載體，並通過 F1 賽事提升嘉定的產業集聚度。他笑
言，若將 F1 賽事影響力比喻成 「帶動促進相關產業
發展，推動社會進步的公交巴士」，那目前購票上
車的 「乘客」只有嘉定區， 「我期待 F1 賽事這輛車
能坐滿，只有這樣賽事自身所蘊藏的巨大價值才能
凸顯，才更有意義」。

滬辦 「陸航青鳥音樂節」創新 F1 賽事
【本報實習記者俞宛岑、記者倪巍晨上海電】
與歷屆上海汽車文化節不同，今年汽車文化節將為
F1 車迷奉上一台由內地搖滾明星傾力打造的音樂饕
餮。嘉定區文廣局副局長姚強表示，為賦予 F1 中國
大獎賽新的內涵，汽車文化節在繼續與賽事營運方
合作的同時，將於本月 13 至 14 日在上海嘉定國際汽
車會展中心舉辦 「上海陸港青鳥音樂節」，中國搖
滾教父崔健、國內新生代搖滾代表人物汪峰、來自雲
南的山人樂隊，及來自內蒙的 HAYA BAND 將圍繞
「經典、雅致過去、未來」的主題獻唱是次音樂節。
上海陸航青鳥音樂節由上海陸航集團科技集團
公司主辦，北大青鳥音樂集團承辦，音樂節期間，
主辦方將在活動中借助音樂來展現未來的勃勃生
機，並通過一系列經典歌曲，結合現代最具影響力
的 F1 體育賽事，打造上海市音樂文化的精品項目，
並藉此搭建國際音樂文化交流平台。
姚強透露，音樂節此番選址於安亭國際汽車城
內的 「上海汽車會展中心」，該中心展覽面積逾五

萬平方米，是國內首個針對汽車行業特點設計並建
造的現代化展覽展示空間。他續稱，為營造高水平
的視聽音樂環境，組委會將在演出現場安裝世界頂
級擴聲設備，並由頂級國際視頻投影公司在所有舞
台安裝高質量的 LED 大屏幕。
值得一提的是，本屆音樂節將通過全新形式，
展示上海嘉定這一集古樸、創新為一體的現代汽車
城的風貌。音樂節組委會相關人士透露，主辦方冀
通過音樂節，在上海乃至整個長三角地區打造一個
全新的文化品牌，並計劃逐步發展成全球華語地區
最具特色的音樂節。
在談到此次音樂節的亮點時，姚強坦言， 「大
型體育賽事」和 「大型戶外音樂節」的相互繾綣是
本屆音樂節的最大亮點，更是中國內地的首次大膽
嘗試。音樂節將以都市中青年為主要受眾，同時涵
蓋高校學子及其他音樂愛好者， 「在這裡不僅可以
欣賞音樂，更能在音樂的大背景下享偷得浮生半日
閒的閒散心情。」
汽車博物館

悠遊車行 嘉古定今

F1 上海站不完全踏青攻略

看 F1
F1，遊古鎮，品上海小吃
，遊古鎮，品上海小吃

【本報實習記者俞宛岑、記者倪巍晨上海電】談及嘉
定，外界首先聯想到的大多是 「F1 國際賽車場」 、 「汽車
城」 、 「卡丁車」 等與車有關的事物，但很少有人知道嘉定
也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 「教化之鄉」 。今年本報特意搜羅了
一批嘉定的特色景點，讓車迷懷古看今，借 F1 賽事領略嘉
定的獨到風情。
隨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過去令人遙不可及的 「私家車」
如今早已飛入尋常百姓家。可是，很少有人知道，一台質量
過硬、設計精良的汽車是如何煉成的？對那些喜歡刨根問底
的車迷而言，只要一覽上海大眾汽車工業園，就能將心中的
疑問全部解開。遊客在工業園可零距離接觸汽車從 「沖
壓」 、 「車身製造」 、 「車身噴漆」 、 「構件總裝」 等全過
程，當一回 「庖丁」 解一回 「牛」 。

暢遊古城品鑒經典

汽車流水生產線

到了嘉定，古猗園自然不容錯過，這座園林建立在因唐代
「白鶴翔舞」傳說而聞名於世的南翔古鎮，這裡有着暮鼓晨鐘的
寧謐，白牆黑瓦小橋流水的舊時人家。從古猗園開始漫步，一進
園子，刻着古鎮白鶴南翔浪漫傳說的照壁首先映入眼簾，放眼望
去，綠竹猗猗，如此雅致的舊園林，給人無限懷古之思。
較之古猗園，一牆之隔的南翔老街也值得一遊。如今的老街
還原了清末明初 「銀南翔」的風貌，街道上蜿蜒的石頭小路將整
個鎮子串連起來，街道旁不時飄來陣陣香味，車迷不僅能品嘗到
餡大汁多的 「南翔小籠」，同時還能品鑒到南翔特有的美味大湯
圓。
逛完了老街，若尚有閒暇不妨走一趟有 「葡萄之鄉」美譽的
「上海馬陸葡萄藝術村」。作為上海最大的葡萄園種植基地，馬
陸葡萄藝術村佔地 2500 畝，此間葡萄多由各家農戶自行承包，
車迷在摘葡萄、吃葡萄、幹農活的同時，大可偷得浮生半日閒地
體驗一回 「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的田園之樂，既滿足了味
蕾，又寓教於樂。

馬陸葡萄園

激情汽車文化無限
從全球首台汽車，到中國產紅旗轎車，再到較受年輕人鍾情
的甲殼蟲……悠遊嘉定，上海汽車博物館絕對不容錯失，車迷在
博物館可親歷汽車的歷史沿革，並與自己心生嚮往的各種珍藏版
汽車來次親密接觸。
對 F1 鐵桿粉絲而言，F1 中國大獎賽和 V8 房車賽事的舉辦地
「上海國際賽車場」一定是嘉定的必遊線路。連車手小舒馬赫都
表示： 「上海賽車場無論對車手還是賽車都不是輕鬆的比賽，它
將使你把水平發揮到極限。」
據記者了解，上賽場的名稱源於其漢字 「上」的設計，其賽
道總長 5.41 公里，分別有 7 個左右轉彎，和 9 條直道。如此設計
飽含了設計者對東方文明的欣賞，及對上海寄予的希望。上賽道
工作人員表示，在沒有賽事任務的時候，賽場不僅能滿足車迷的
觀賞需求，更能讓那些狂熱的 「
F1 車迷」真刀真槍地體驗一把
賽車手的滋味。只要花上 750 元，車迷就能換上專業的賽車服，
在駕駛教練的陪護下操控專業賽車在上賽場馳騁一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