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华夏萌驹祭】

上海市出行攻略



一、欢迎来到“东方魔都”

上海欢迎你，来自全国各地的马迷们！作为我国经济中心的大城市上海，这

座现代化大都市将在 2016 年 8 月 7 日第一次举办我们中国自己的 My Little

Pony：Friendship is Magic 主题马展。本文展现给大家的将是一个基本的初级

攻略，让大家对上海市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以及帮大家指一个“我如何到马展现

场？”及“我到了上海 住在哪里？”的大概方向。现在就让我们开始探索这历

史悠久的“东方魔都”吧~

二、如何抵达上海

上海作为中国的一线国际化大都市，其交通系统自然是非常完整。拥有两个

国际机场，分别为浦东国际机场和虹桥国际机场；火车站有四个，分别为上海站、

上海南站、上海虹桥站、上海西站，其中上海南站最大。各位小伙伴可以根据自

己的出发地自行选择合适的交通方式前往哦~

到达上海后如何抵达马展会场

本次马展位于上海德必蒲公英会议中心举办

场馆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彭江路 602 号大宁德必易园 E 座二层

如下图所示



百度搜索：蒲公英会议中心（德必店）导航即可到达



扫描此二维码也可以获得地点信息哦~



交通：地铁 1 号线上海马戏城站下，步行抵达会场。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从浦东国际机场出发，建议乘坐地铁 2 号线，在广兰路站换乘前往市区的列车，
之后在人民广场站换乘地铁 1 号线前往上海马戏城站下，步行抵达会场。

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从虹桥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出发，建议乘地铁 10 号线，在陕西南路站换乘地
铁 1 号线前往上海马戏城站下，步行抵达会场。

从虹桥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出发，建议乘地铁 2 号线，在人民广场站换乘地铁
1 号线前往上海马戏城站下，步行抵达会场。

上海站

从上海站出发乘坐地铁 1 号线可直接抵达上海马戏城站下，步行抵达会场。

上海南站

从上海南站出发乘坐地铁 1 号线可直接抵达上海马戏城站下，步行抵达会场。

上海虹桥站

从上海虹桥站出发，建议乘地铁 2 号线，在人民广场站换乘地铁 1 号线可抵
达上海马戏城站下，步行抵达会场。



注意：以上只提供了从各交通枢纽通往上海马戏城站并出发到展会现场
的路线，仅供参考，这是最方便清楚的路线，也请参考 TommyCrash
特意再次前往上海录制的步行路线视频（感谢 TommyCrash 为展会所
做的一切努力）。其他路线及公交路线请活用各种导航软件 app(在攻
略结尾的贴士有写)。8 月旅游旺季，火车票机票提前 40 天即可提前预
订，怕买不到票的同学们不要着急，提前预订班次还是很足的哦~

视频链接在此：

http://www.bilibili.com/video/av4763975/

也可以在B站直接搜索

av4763975

或

【2016 华夏萌驹祭】CNPonyCon展会场地引导视频观看~

友情提示：依照视频导航请一定不要边走路边低头看手机，最好在走到路标后再

拿出视频对比，交通安全很重要，千万要注意来往车辆，当然不要撞到人哦~

http://www.bilibili.com/video/av4763975/
http://www.bilibili.com/video/av4763975/
http://www.bilibili.com/video/av4763975/


三、到上海住哪里

上海蒲公英会议中心周边酒店住宿一览

注意：以下 10 家酒店信息来自携程网，是位于上海蒲公英会议中心附

近地区，100 位以上住客点评，用户推荐率 90%以上，评分 4.0 分以

上（满分 5 分）的酒店。所含价格、房型等均会根据时令产生即时变化，

此处所列仅供参考，具体订房请活用各种搜索引擎或酒店预订软件。

8 月酒店旺季，为防止订不到酒店，提前 2 个月即可预订酒店客房。出

门在外住宿是大事，价格不是唯一的考虑因素，安全，口碑，服务，舒

适度都是非常重要的不可忽略的问题，千万不要贪一时便宜选择尽可能

价格低的旅店。强烈不推荐低于快捷酒店标准的任何旅店及民宿，可能

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耽误了旅行参展，造成了损失，等到了那时不

仅几乎没人能帮你挽回损失，后悔也晚了。

另外如果这些客房你都没有看上或者没有空房间，只要是地铁 1 号线沿

线的旅店都可以考虑，只要能到上海马戏城站，后面的事情就都好说了。

至于大家想要约定好尽量住在一起方便面基，没有哪家旅店能够把如此

数量的马迷们都住在一起，也请大家理解并尽量约定自己熟悉的朋友一

起订房，并且在酒店中不要真的开启萍奇模式开个 party，公共场所注

意不要喧哗打闹，配合酒店管理人员工作，保持优雅~





酒店预订 app/网站参考：携程网，去哪儿网，艺龙网，同程网。

如需了解酒店详细信息可参考各订房网站详细介绍，或通过百度获取酒店联系方式致电询问。



四、到上海吃什么

很多小伙伴都是第一次到上海，到了这里不尝尝本地的特色美食怎么能算来

过呢？笔者特意请了当地的朋友为大家推荐一些比较广为人知的上海特色菜，不

要吃太多哦~

推荐特色美食街

上海城隍庙一条街，云南南路美食街，黄河路美食街，乍浦路美食街，七宝

老街，吴江路美食街，仙霞路美食街，百度一下这些地方，就能找到大量美食，

当然也包括下面的这些美味！

上海小吃

生煎馒头

生煎馒头是上海最著名的小吃之一，馅心鲜美，汤汁浓郁。目前，上海以丰裕生煎和小杨生

煎这两家店人气最旺。



南翔小笼包

小笼包几乎在上海每家小吃店都有，以皮薄、馅多、味鲜著名，不过做得最地道的还是位于

豫园的南翔馒头店。

排骨年糕

排骨年糕是将煎制的排骨配以炸熟的年糕，并淋上汤汁的一种小吃。鲜得来的排骨年糕历史

最为悠久。



蟹壳黄

用发酵面加油酥制成皮加馅的酥饼。饼色与形状酷似煮熟的蟹壳。成品呈褐黄色，吃口酥、

松、香。早期上海的所有茶楼、老虎灶（开水专营店）的店面处，大都设有 一个立式烘缸

和一个平底煎盘炉，边做边卖两件小点心——蟹壳黄和生煎馒头蟹壳黄香酥，生煎馒头鲜

嫩，深受茶客喜爱。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出现了单卖这两 个品种的专业店，如王家沙、

大壶春、吴苑等，名噪一时。



五、到上海玩什么

看完了上面的食住行，下面让我们看看到了上海除了马展我们还可以去哪里

浪吧！

外滩

旧上海的金融中心，聚集着上海地标性的建筑，是去上海观光游客的必到之地



南京路步行街

上海著名的购物场所，来这里你既能感受到旧时代的烙印，又能感受到新时代的发展

这里插一句嘴，坐地铁一号线到人民广场站，吃个午饭逛逛商场，杜莎夫人蜡像馆就在此。或导航到外滩，

你就可以沿着南京路一路逛到外滩上了。看看电视剧里出现 的那些经典历史建筑，远眺一下东方明珠，拍

个照，再坐个游船，到东方明珠上一瞰黄浦江，参观金茂大厦也是不错的选择。或从外滩再导航去“豫园”

走不到二十 分钟就会到达上海著名的城隍庙步行街，这里可是琳琅满目，商品，小吃，纪念品应有尽有。

这就是我个人建议的旅行路线（步行）哦~（不过到八月很可能会人头 攒动就是了嗯……

至于最近很火爆的迪斯尼乐园，那一定是人头攒动且价格高昂，如果想去体验一把，务必提前对其进行充

分了解，做足准备再去（包括游园要求等，很严格，你穿着小马的衣服到门口很可能真的不让进），再有

就是唠叨一句：不要做别人口中素质低的那部分人。

——苹果雨果



上海城隍庙

展现了老上海的沧桑巨变。在其附近有很多上海特色小吃。

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

亚洲第 4，世界第 6 高塔，是上海的地标之一。



杜莎夫人蜡像馆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许多与真人无异的蜡像。如果有你喜欢的明星蜡像。不妨合个影。

金茂大厦

现已成为上海的一座地标，集合了购物观光。在这里你能充分的感受到上海的时尚氛围。



上海迪士尼乐园
在 2016 年 6 月开业，是中国大陆第一个，中国第二个，亚洲第三个，世界第六个迪士尼主
题公园。

人民广场
位于上海的市中心，被誉为“城市绿肺”，是一个金融行政、文化、交通、商业为一体的园
林式广场。



六、小贴士 Tips

出门在外，“身手钥钱”。
身份证，手机，钥匙（房卡），钱包，一定不能忘。

身份证是一切的基础，乘火车飞机，住酒店，都一定需要身份证，没有身份
证的小伙伴可以咨询当地派出所办理或与家长沟通。

手机是当代几乎可以说是人手一台的终端机，肩负着太多职能，小伙伴、家
人之间联系，导航等都需要用到手机。

要住酒店，或上海当地的小伙伴，一定要将钥匙或酒店的房卡保管好，尤其
酒店的房卡基本都有电卡的功能，不要乱放哦。

钱包不用说了，现在大部分卡，身份证和现金都装在钱包里，这个东西要是
丢了后果可不堪设想。

以上四种非常重要的东西，一定要装在有拉锁的贴身口袋或者包里面妥善保管以
防丢失！！！
以上四种非常重要的东西，一定要装在有拉锁的贴身口袋或者包里面妥善保管以
防丢失！！！
以上四种非常重要的东西，一定要装在有拉锁的贴身口袋或者包里面妥善保管以
防丢失！！！

任何一个如果丢了或者找不到了，都是会给愉快的上海之行添上也许是非常
重的不愉快的一笔，甚至毁了整个旅行体验。

收拾行李的时候也务必不要忘了带好充电器，充电宝等，有手机没电了可是
人生一大惨啊。另外推荐带个接线板，插在不间断电源上，就可以在离开酒店拔
出房卡的情况下继续为多部手机充电了哦，当然人不在酒店的话还是应该将贵重
物品都收到箱子或包里，以防万一。

其次到了上海，我们祖国的经济中心，发达的公共交通一定要利用起来，毕
竟城市大人多车多车易堵，外地来的小伙伴也大多不会选择开车吧。

那么说到公交就不得不提到硬币，咱们只说地铁，1 元硬币一定要多备，虽
然纸币也可以，但是会遇到机器拒收啊，不好塞进去啊，而且很有可能还是会找
回来一大堆硬币，所以“多备硬币”没有坏处~

另外顺便一提上海的物价在全国范围内相对较高，公交车价格多为 2 元起，
地铁是 3 元起分段计价，出租车起步价 14 元起，列出来以供参考~

查询市内线路可以活用“高德地图”“百度地图”等软件。交通时刻表推荐
“上海公交”“上海地铁”这两个app，这两个软件可以实时查询列车时刻表，
到站时间及首末车时间，善用这些软件可以避免错过末班车等尴尬的状况。

魔都轨道交通的复杂程度不亚于日本东京，许多线路存在大小交路和区间运
行的情况，尤其是 10 号线和 11 号线是Y字运行，同方向存在两个不同的终点站；
2 号线则以广兰路站为界分为东西两段，途径的乘客必须下车换乘；3、4 号线
部分路线共线运营，因此，上车前请务必认真收听车站广播并仔细观察车身颜色
和标识，以免耽误行程。

再次上海市是沿海城市，气候多变，就算八月炎热的气候，也非常可能说下
雨就下雨，雨伞，纸巾等以防万一的小道具务必放进包包里，未雨绸缪嘛。

很 多没有来过上海的或者很少出门的小伙伴，一定要提前到达确认酒店，
不要超过最晚确认时间造成不便，也可以提前确认地铁路线等，提前做好准备，



避免手忙脚 乱，忙中出错。再有就是 8 月 6 日晚上早点休息，不要过于激动睡
不着，第二天要么睡过头，要么睡眠不足一天没精神甚至水土不服休息不好身体
不舒服，那可就玩 不开心咯。早上九点半到晚上五点半结束，要玩一天可一定
要养足精神啊。展会结束后也尽量不要在现场逗留影响收展工作，也最好不要在
公共场所聚众大声喧闹哦~

当然了，上海作为如此发达的一个现代化都市，大部分的商场之类的公共场
所都是有免费wifi提供的，wifi名称ishanghai，但网速就不要太过要求啦……

最后提醒一下， 八月是暑期，上海也是一个旅游大城，出行人数肯定超多
的。身上不要放过多现金以防丢失，不要陌生人，切勿乘坐黑车或跟随黑导游，
等反应过来上了当就晚了哟。

上海市是一个美丽繁华的大都市，请大家遵守交通规则，不要乱丢垃圾，展
现出我们马迷群体高素质的面貌。

祝大家在上海玩得开心~

上海常用电话

上海电话区号 021

天气预报台 12121

气象综合信息服务台 969121

市内公交问询 16088160

上海旅游热线 962020

上海机场航班查询 96990

报警台 110

火警台 119

医疗急救站 120

查号台 114

道路交通事故报警台 122

免费订火车票热线 95105105

铁路上海站问询 021-63179090

编撰者：Keine11 夜空（专业旅游编辑），自由の流星（当 xiang 地 gang 记

者），Applehugo 苹果雨果（注意事项、提示及贴士作者），对攻略有疑问可

以联系雨果的 QQ281625138 或微博@折原 Applehugo（由于雨果要工作所以

可能不能第一时间回答，还请耐心等待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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