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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期盼了许久的上海海昌海洋公园终于进入试运营阶段，十一长假期间，本报记者
作为定向邀约游客，
初探沪上首座海洋公园。 ■撰文 本报记者 周蓓君 摄影 见习记者 黄日阅

去临港 约会海洋精灵
极地小镇的南北极风光
海狮晒太阳 与企鹅共餐 白鲸游弋
白鲸在身旁环绕，观看企鹅的憨态
可掬，与海狮、海牛面对面……这些平
时极难看到的海洋精灵，如今终于来到
我们身边，再也不用打“飞的”去看它们
了。
上海海昌海洋公园位于临港滴水湖
畔，距市中心区域约 80 公里。公园占地
29.7 公顷，以海洋文化为主题。园内共有
人鱼海湾、极地小镇、冰雪王国、海底奇
域、海洋部落等 5 大主题区，这些主题区
内包括了南极企鹅馆、海兽探秘馆、冰山
北极馆、海底世界馆、火山鲸鲨馆和珊瑚
水母馆等 6 个大型动物展示场馆，以及 3
个大型动物互动表演场、2 个高科技影院
和十余项游乐设施。
公园入口处便是人鱼海湾，听名字
就知道这里肯定充满着令人着迷的海洋

元素——3 头跳跃出海面的虎鲸雕塑组
成了欢迎游客的画面，大家往往会选择
在这里留下海洋之旅的第一张倩影；安
检口和检票口之间的小广场上也有美人
鱼雕塑，无论老幼，女性游客都喜欢在这
里和人鱼小姐姐来个美丽的合影。
进入乐园后，右边的极地小镇让你
忍不住发出惊叹声。极地小镇主题区采
用北欧小镇的建筑形式，抬头是碧蓝天
空，低头是皑皑白雪，房顶上也覆盖了积
雪，场景造型设计做得非常棒。
这个极具异域风情的主题区主要由
海兽探秘馆、海狮剧场等部分组成。试
运营期间，海兽探秘馆内的动物基本到
位，海狮、海豹、水獭、海牛等特色海洋生
物都已入住上海新家。地上层可以看海
狮、海豹晒太阳，地下层则位于海狮池下

方，能够清楚地看到海狮在水中游弋的
情形。地下层左右两边的水獭池和海牛
池遥遥相望，小巧灵活的水獭在水池和
树枝间不停地爬上跳下，巨大的海牛则
在水池中缓慢移动躯体，有着奇妙的“反
差萌”
。
穿过北欧风情的极地小镇，便来到
了冰雪王国。巨大的冰山下，隐藏着南
极企鹅馆和冰山北极馆，试运营期间，南
极餐厅虽尚未开放，但餐厅里的企鹅已
经整装待发，或许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能
与企鹅一起共餐了。冰山北极馆里的动
物比较多，远道而来的白鲸、北极狼、北
极兔等珍贵动物已经在适应新的生活环
境，而众所期待的北极熊，据工作人员介
绍，尚在来沪的路上，不久后，也会与大
家见面。

北极冰山馆内的白鲸

潜入海底约会最浪漫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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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世界馆内的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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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两万里》一书中的主人公在深海
游弋数月，见识了无数神奇的海底生物，经
历了多场海底奇遇。上海海昌海洋公园的
海底奇域和海底部落两大主题区，给了你一
个潜入深海，
了解海底世界的机会。
海底奇域由海底世界馆、火山鲸鲨馆、
火山漂流、深海奇航等项目组成，目前火山
漂流和深海奇航等游乐项目还没开放，几个
场馆倒是值得细细品味。隐藏在“火山”之
下的火山鲸鲨馆有全球首创的 7 度倾斜沉
浸式鲸鲨展缸，各种体型大小不一、品种多
样的鲨鱼在缸内游弋，可惜的是主角鲸鲨还

没有入住，期待正式开园后，能够见识鲸鲨
的霸气身姿。馆内还有鲸鲨餐厅，未来可以
在这里一边看各种鱼类游来游去，一边用
餐，其观赏性与海底餐厅相似。此外，园内
的时空缆车连接火山和冰山，游客可从火山
鲸鲨馆和极地小镇上缆车，不过目前设备还
在调试中，
尚未对游客开放。
海底世界馆虽还有些收尾工作，场馆并
未完全开放，但其中的海底隧道，空间宽阔，
让人一步踏入海底世界，看着各种鱼类在头
顶游弋，每一刻都令人惊喜。喂养员也会时
不时地出现在水中，或给鱼儿们喂食，或清

理缸体，
展现人与鱼互动的美妙过程。
珊瑚水母馆是年轻人最爱的场馆之一，
这个国内最大的单体珊瑚水母主题展馆里，
有五颜六色的大型珊瑚塔和缤纷婀娜的水
母。巨大的珊瑚区，
各种色彩艳丽、
造型万千
的珊瑚，
触角在水底不停摆动，
如果不是亲眼
所见，很难想象珊瑚是如此有活力。水母展
区更是集中了多个巨大的圆柱形展缸，每个
展缸内展现一个品种的水母，这些呈现透明
色泽的生物，
优雅地摆动着自己的触须，
身姿
有规律地慢慢游弋，当你站在展缸边欣赏之
时，
心境也会随着放松，
充满了
“治愈感”
。

精彩演出不可错过
温馨的海豚剧场 席地而坐的天幕影院
园内的演出也很精彩。据了解，正
式开园后，将有花车巡游、彩船巡游、剧
场表演等。目前，天幕影院和海豚剧场
是最值得体验的项目。
天幕影院就位于极地小镇的入口
处，这是国内唯一的 360 度全息海洋主题
球幕影院，正在上映原创影片《时空之
海》。游客进入影院，会发现这里没有椅
子，大家靠着环形墙壁站立或者席地而
坐，欣赏全景式立体环绕屏幕播放的影
像，从宇宙行星到地球海洋，从一跃而起
的海豚、环形游弋的巨大沙丁鱼群到海
底深处的水母，每一帧画面，都壮观至
极，每个人都在屏气凝神地静静欣赏，不
少观众在影片结束后，又进入排队区，趁
着人少，
立即二刷天幕影院。
海豚剧场是目前园内最主要的海洋
动物演出剧场，未来还会有海狮表演、白
鲸表演等。海豚剧场可容纳 1700 名观

众，表演池边缘是透明的，因此可以看到
海豚在水下游动的身影，
观赏性极佳。表
演开始前，小丑三人组先行登场活跃气
氛，小魔术、舞蹈等表演邀请观众一同互
动，点燃气氛。海豚表演由 6 只成年海豚
组成，表演项目有跳跃、翻滚、歌唱、队形
表演等，
也有与观众互动环节。场馆内还
有超大型屏幕，播放海豚记录片，与表演
融为一体。值得称赞的是，
主持人在演出
过程中一直在进行保护生态的宣传，
还指
导大家正确拯救搁浅海豚的方法。
除了看海洋动物，园内还有十余个
游艺项目令人期待，其中，既有惊险刺激
的 挑 战 项 目 ，也 有 适 合 幼 童 的 游 艺 项
目。从门口贯穿到园区中部的海豚过山
车轨道长度超过 1 公里，看外形就极具挑
战性，此外还有火山漂流、雪国列车、时
空缆车、深海奇航等，不过这些游艺项目
大多在收尾和测试阶段，或许要正式开

珊瑚水母馆

园后才有机会体验。
上海海昌海洋公园位于银飞路 166
号，游客可乘地铁 16 号线于临港大道站
下，换乘配套交通，乐园及周边共备有约
3000 个停车位，
满足自驾游客需求。具体
交通指南可扫描右侧二维码，
了解详情。

上海海昌海洋公园俯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