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廖昌永在日内瓦的舞台上演唱。 （资料）

廖昌永在日内瓦办独唱音乐会

呈上中国文化视听盛宴

本报讯 （记者 吴桐）男中音歌唱家廖昌
永日前在日内瓦让·佛朗索瓦·巴托洛尼街沙
龙剧院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中国艺术歌曲
独唱音乐会。 离音乐会开场还有一个多小时，

门口早已排起长队。还未走进音乐厅，观众先
被展览厅所吸引， 两位中国书画艺术家的 34

件艺术作品在这里揭开面纱。以音乐会曲目为
主题的国画、书法和瓷器作品精心陈列，构成
幽雅的中国传统艺术画卷。

晚 8时许， 廖昌永在热烈的掌声中登台，

一同登台的还有钢琴家孙颖迪。 一首黄自的
《玫瑰三愿》开场，琴声如玉，歌声悠扬。

艺术歌曲起源于 19世纪初的欧洲。 青主
创作于 1920年的《大江东去》被公认为中国第
一首艺术歌曲， 开启了中国艺术歌曲百年历
史。在日内瓦的这场音乐会，廖昌永特意挑选
16首“古典诗词艺术歌曲”经典，还别出心裁地
将乐、诗、书和画等艺术形式融合到一起，打造
了一个中国传统艺术的综合表现平台。

廖昌永携手汪家芳、丁筱芳两位书画名家
根据 16首艺术歌曲的意境创作出书法作品 16

幅、绘画作品 16 幅、瓷器作品两件。书画与诗
乐之间展开精妙对话，为国际观众呈上一场鲜
活的中国文化视听盛宴。

音乐厅内，廖昌永以技巧精湛、情深意长
的演唱，把一首首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表现
得绚烂多姿。从《大江东去》的豪迈洒脱到《红
豆词》的哀婉动情，从《明月几时有》的浪漫抒
怀到《忆秦娥·恒山月》的苍茫醇厚。每首歌曲
结束，全场都会爆发热烈的掌声。

连续两年，廖昌永在上海举办两场《中国
艺术歌曲百年》独唱音乐会，分别向人们展现
上世纪 20、30 年代的中国艺术歌曲和当代的
中国艺术歌曲。这次在日内瓦的音乐会，由上
海音乐学院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国际
音乐比赛世界联盟主办。

音乐会结束后，一位华人观众说：“通过歌
声，我好像看到了故土，看到了家乡。廖昌永传
达的不仅仅是中国艺术歌曲，而是独属于中国
人的一份情怀。” 也有外国观众感叹：“这是我
第一次同时感受到含蓄之美、宽广之怀，我为
中国艺术歌曲和中国文化而感动。”

“井”上添画
近日，杨浦区铁村小区里的窨井盖上出现了

一幅幅卡通图画，小猪佩奇、花卉女孩、艾莎公主
等卡通形象跃然井盖上。这是复旦大学的学生志
愿者们为美化社区环境进行的一项 “井上添画”

公益活动，通过彩绘来扮靓小区窨井盖，让小区
环境更多彩。 本报见习记者 孟雨涵 摄影报道

荨小区住户魏阿姨教外孙认识画在窨井盖
上的小猪佩奇。

茛画在井盖上的艾莎公主。

今日看点演出说明书见证上海舞蹈艺术创作观念的演进

龚天鹏郑慧慧向上海文化艺术档案馆捐赠

162份说明书，小方寸见大舞台
本报讯 （记者 诸葛漪）

交响乐《启航》手稿、162 份记
录上海演出市场繁荣壮大的
中外舞蹈说明书……知名青
年作曲家和钢琴家龚天鹏、上
海师范大学教授郑慧慧向上
海文化艺术档案馆捐赠仪式
近日举行。

清晰展现《启航》创作
龚天鹏透露，《启航》手稿

形成于 2017 年 3 月至 9 月，

主要是采风时他在飞机、大巴
上所写的《启航》序曲大致结
构框架，以及三、四、五乐章的
主旋律。档案馆已经收集《启
航》 两个不同版本的视频、总
谱、说明书、海报、演出照片
等，新捐赠的手稿使《启航》创
作的来龙去脉更加清晰，体现
艺术档案的成套性，同时丰富档案馆红色经
典舞台作品收藏。文化艺术档案馆馆长夏萍
表示，“艺术家的个人档案，不能总做抢救工
作，档案工作需要有更多的前瞻性。”将龚天
鹏这样的 90后作曲家手稿收藏进馆， 是为
上海文化艺术积累优秀资源。

文化艺术档案馆已经抢救了一批老艺
术家遗存资料。2018年， 著名滑稽艺术家吴
双艺的儿子将父亲遗存的几百件珍贵艺术
档案整体捐赠； 越剧十姐妹之一的傅全香、

著名“笛王”陆春玲等老艺术家个人档案或
遗存也纷纷捐赠给档案馆。

收藏上海存世最早的说明书
郑慧慧长期致力于中国近现代舞蹈史

和舞蹈普及教育研究。 她捐赠的 162 份中
外舞蹈说明书， 时间自 1980 年开始至今，

既有来自全国舞蹈院校、院团的原创作品，

也有记录舞蹈家个人成长之路的专场单
册、 来自世界各地舞蹈团体访华演出的记
录。 这些说明书勾勒出改革开放以来上海
舞蹈复苏、发展、壮大的历程，见证了上海
舞蹈艺术创作观念的演进及舞蹈市场的蓬
勃兴盛。

捐赠中不乏难得一见的说明书，如加拿
大安娜·怀曼舞蹈团访华演出的说明书。安
娜·怀曼舞蹈团是新中国成立后有记载的第
一个来华演出的西方现代舞团。它的演出曾
引起全国舞蹈界的广泛关注，使业界有机会
学习到西方现代舞的创作方式，走上舞蹈创
作现代化、 当代化的道路。2005年法国巴黎
国家歌剧院芭蕾舞团首次访沪、在上海大剧
院演出芭蕾舞剧《吉赛尔》《阿莱城姑娘》《波
莱罗》的说明书，则来自中法文化年之法国
年在中国的闭幕演出。巴黎国家歌剧院芭蕾
舞团是当今世界上最好的芭蕾舞团之一，说

明书分别以中文和法文介绍三部芭蕾舞剧的
剧情和主创人员， 体现中法文化交流成果。夏
萍表示，郑慧慧捐赠弥补了档案馆在舞蹈类说
明书上收藏的不足，对日后研究舞蹈历史起到
很大作用。

作为目前上海地区收藏各大剧院、各剧团
舞台演出说明书最多的一个机构，上海文化艺
术档案馆收藏的 1880年 11月 16日上海 “大
观茶园”说明书，是上海目前存世的最早的一
张说明书，弥足珍贵。此外还有民国期间老剧
场如大舞台、中国大戏院、天蟾舞台等老戏单。

这些藏品都已完成编目、整理、数字化挂接，方
便查找使用。夏萍表示，小小的说明书集中反
映一个作品的主要内容、主创团队、精彩瞬间、

演出时间、地点等内容，以小方寸见大舞台，收
藏说明书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项工作。她呼吁更
多艺术家及从业者提升收藏意识，保存并发挥
艺术档案作用。

上赛季打亚冠，新赛季或解散？
天津权健更名后出路引关注，专家认为断定天津天海将成“滞销货”还太早

■本报记者 姚勤毅

“权健事件”近期
又有新进展，不过是来
自足球圈。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

天津权健足球俱乐部
近日完成工商更名手
续，更名为天津天海足球俱乐部（以下简称“天
津天海”），这也响应了中国足协鼓励俱乐部更
改为中性名称的政策。天津天海队确定将由天
津市足协托管一年。

下赛季资金缺口约三亿元
据多家媒体报道，原天津权健足球俱乐部

近日在天津河西区的大本营发生变化。几名工
人被授意拆除权健足球俱乐部招牌中的“天津
权健”几个字，权健队徽也被拆除。从一位患癌
女童的离世点爆舆论，到当地成立联合调查组
进驻权健，对其涉嫌传销与虚假宣传犯罪进行
调查， 再到公安部门刑拘权健老板及一众高
管，“权健”这个名字在中国足坛悄然离去。

《足球报》报道称，天津天海新赛季想要正
常运转仍有 3亿元左右的资金缺口。该足球俱

乐部目前正在阿联酋冬训，新赛季何去何从仍是
一个谜。3亿元左右的缺口怎么算出来的？球队工
资、基地等费用就算是削减开支，至少也要 6 亿
元左右。据了解，天津天海去年最后一个月工资、

奖金现在已经补发，目前账上约有 1 亿元。加上
下赛季中国足协的分红 8000万元和门票等各项
收入，以及中超公司下赛季中期的拨款，账面上
总资金可能达到 3亿元。

愿意花钱的金主会出现吗
中国足协对天津天海足球俱乐部的情况高

度关注。 足协内部对俱乐部的走势有两种预案，

一是出现较好的结果，支持压缩开支继续征战中
超；二是出现最坏的情况，难以为继只能取消俱
乐部中超资格，俱乐部就此解散。

第一种情况也算不上是好消息———天津天

海最好的归宿，是找到一家能够长期、稳定投入
并对足球事业有想法有追求的大企业。不少足球
圈人士对此并不乐观：一方面，中国足协有严格
规定，球队不可跨省（直辖市）转让，必须由天津
企业接盘，可选范围大幅缩小；另一方面，虽然天
津的大型企业不少，但要接手这个俱乐部需要深
思熟虑。“在中国投资足球可以给你带来影响力，

但是不会让你赚钱，每天烧钱甚至可能把老本都
赔进去。” 王健林的说法代表了中超大部分投资
人的心态和现状。

据了解，目前中超俱乐部的收入主要分广告
收入、比赛出场费或奖金收入和门票收入。恒大
淘宝 2017年总营收 5.28亿元， 作为中超 7连霸
的球队，5.28亿元几乎达到极限， 但依然入不敷
出，2017年亏损 9.86亿元，而这已经不是恒大淘
宝第一年巨亏，其从 2013年到 2017年已累计亏

损高达 38 亿元。 恒大集
团在 2017 年“输血”近 8

个亿，才使恒大淘宝勉强
度日。 即便愿意烧钱，也
不像以前那般“简单”。足
协通过 “注资帽”“薪酬
帽”“奖金帽”“转会帽”等
狠刹“金元足球”不正之

风；同时，俱乐部必须将每年投入的 15%用于青
训， 每支中超俱乐部在 2020年至少要拥有一支
女足队伍。

有消息称，有意向的买家为中国互联网企业
腾讯。《重庆日报》就此向腾讯求证，腾讯相关负
责人表示，“从未听说过此事。”

“现在就说天津天海会成为‘滞销货’还为时
过早！” 对于是否会有企业接盘天津天海足球俱
乐部， 上海体育学院体育产业研究院副院长、教
授黄海燕显得比较乐观，“天津天海的母公司出
问题，天津足协代表母公司接管，这只是中间过
渡，不可能是长久之计。”黄海燕认为，新的企业
接手是大趋势，但需要时间。“至于中国足协的新
政， 即便对中超俱乐部投资人产生了一定的影
响，但不能因此就断定‘新政’会对有意向接盘的
企业产生负面影响。”

上海广慈—思南医学健康创新园区落地，探索医疗机构、政府部门和产业之间创新合作

让成果从实验室加速“跑”到病房
本报讯 （记者 黄杨子）上海闹市区的思

南路一带正成为一块医药产学研融合创新创
业热土。昨天，上海广慈—思南医学健康创新
园区落地， 这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
金医院与黄浦区政府联合开发的重大项目，

旨在探索医疗机构、 政府部门和产业之间创
新合作模式，解决生物医药领域转化“最后一
公里”难题。

百万人样本库将在园区建设
医学创新从最初的一个点子，到形成创新

技术，单靠医生的力量是不够的。瑞金医院院
长瞿介明表示，上海广慈—思南医学健康创新
园区的成立，将集中一批为临床研究转化服务
的平台、人才与医生，形成研发的聚集效应，让
医学成果从实验室加速“跑”到病房。

据悉， 园区 I期规划以思南路为轴线，北
临复兴中路、南靠徐家汇路、西起瑞金二路、东
至重庆南路，总面积约 10万平方米。园区聚焦
于院企合作、功能配套、药械创新的集群落地，

机制上政府和医院共建平台公司，导入专业资
源，开发运营园区、孵化及培育企业。首批落地
项目包括奕思创医学众创空间及上海广慈纪
念医院。

中国工程院院士、瑞金医院副院长宁光介
绍，园区落成后，瑞金医院将在此进行百万人
样本库建设，以影响人类健康的重大常见多发
慢性疾病为研究对象，着重打造标准化临床生
物样本和队列样本库资源共享平台，探索适合
国情的统一标准、分散保存、资源共享以及非
利益方管理机制，为开展世界一流、国内领先
的转化医学研究提供基础性资源保障。他还透

露， 项目将建设 300 张床位的临床研究型病
房，包括临床转化基地及其配套的临床评估中
心、日间诊疗站、重症监护室等，主要针对 I期
临床研究。此外，还将建成新药临床实验基地，

以代谢性疾病创新医药研发的临床评价为试
点，逐步建成符合国际规范、经系统认证的、全
链条创新医药研究信息平台。

广慈纪念医院采用市场化定价
昨天，上海广慈纪念医院“重启”。上世纪

90年代中期，在鼓励公立医院与社会资本合作
创办医疗机构的大潮下，本市一批“院中院”相
继诞生，由瑞金医院主导的广慈纪念医院应运
而生，为本市外籍人士、港澳台人士在大陆的
工作生活提供健康医疗保障。 在上一轮医改
中，考虑到公立医院的公益性特征，相关政策

出台要求各公立医院将 “院中院” 进行剥离。

“后来由于没有满意的场所及设备等条件，广
慈纪念医院便没有继续开展下去。” 瞿介明告
诉记者，近年来，一系列政策都鼓励公立医疗
机构积极参与多元办医，提供更多医疗资源的
可及性，“我们理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在医疗
服务中助力上海打响服务品牌，在发挥公益性
服务市民医疗的同时，以多种形式参与各层次
医疗服务的要求。”

据悉， 广慈纪念医院首期将开放以内科、

妇科等为主的门诊服务，以预约制为主，由瑞
金医院高年资专家或在亚专科有特长的骨干
医生坐诊。为方便白领就医体验，周末也将提
供服务。瞿介明说，广慈纪念医院的市场化定
价机制也将成为提高医务人员积极性的重要
平台，打破发展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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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龚洁芸

走进崇明区城桥中学，教学
楼间两处转角的外墙上出现了
两人高的大型涂鸦，主角是动漫
大师宫崎骏笔下的龙猫和它的
小伙伴们，色彩饱满、惟妙惟肖。

涂鸦的小画家们刚踏入高中时
只是零基础。 经过三年学习，不
止这些小画家，每年有为数不少
拥有音乐、体育和科技特长的孩
子从这里走出海岛，走进向往的
大学殿堂。

2018年，城桥中学高考上线
率达 99.1%。这所创建于 1978年
的学校在不断摸索中走出一条
“艺体科融合、适性育人”的特色
教育之路，不仅助海岛少年一圆
大学梦，还为全市中小学输送一
批艺体专业骨干教师。

更好地释放学生潜能
城桥中学的生源不算理想，

从 2005年开始， 新生录取分数
线降到上海市高中最低投档控
制分数线，处于全市公办高中的
最低水平。“让这些孩子加班加
点拼文化成绩， 不仅负担重，而
且很可能在高考竞争中再度落
败。”城桥中学校长沈钢提出，生
源无法选择，但学生成才的方式
可以选择。能否帮学生寻找新的
“成才点”？前些年，美术老师鞠
淼曾动员十几名初二学生学画
画，后来有 11人考进大学。这让
学校反思： 文化课成绩不高，不
代表其他方面没潜力。 从美术起
步， 城桥中学帮助学生寻找各自
的“增值点”。目前，学校艺术专业
已扩展至音乐、舞蹈、器乐、作曲、

文学编导，体育项目涉及田径、乒乓、自行车、板球和
武术等，“发展优势潜能”的育人特色初步形成。

目前，城桥中学超过 93%的学生依据特长选择
了相应的特色专项课程。多年来，城桥中学的“艺体
科融合，适性育人”学校特色让入学学业基础处于
公办高中底部的学生，潜能得到更好的释放，高考
本科上线率和录取率不断提升。2017年， 城桥高中
的本科录取率为 95.8%。同时，学生的综合素养和
专业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两次获得上海市百校风采
擂台赛金奖，多次代表中国赴墨西哥和德国参加舞
蹈和合唱大赛。

大量艺体科人才“诞生”

“进校一半未达普高线，毕业九成圆了大学梦”

“把‘中职生’培养成了‘本科生’”，在崇明，城桥中
学的口碑已在当地流传。

2018年的秋季高考， 城桥中学学生陈双千被上
海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录取，而在三年前，他只是一
个有些内向、不够自信，甚至没有好好唱过歌的男孩。

高一下半学期， 在校本艺体科体验课程学习
中，老师发现他音色不错，建议以音乐特色专项为
发展方向，为这个默默无闻的男孩打开了通往“新
世界” 的大门：2018年上海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专
业校考，在全国 700多名考生中，陈双千与同学周
明涵双双进入前 20，是上海仅有的 2名合格考生。

和陈双千同一年毕业的黄淑敏，2018年进入华
东师范大学体育教学系学习，她在城桥中学的三年
间，几乎每天都在田径场上进行专业训练。

这么多年来，不少艺体科人才在城桥中学“诞
生”：青年女高音歌唱家宋丹妮、曾经跟随著名歌唱
家廖昌永前往匈牙利李斯特音乐学院演出的低男
中音刘葭、2017 年在全国学生运动会上获得 3000

米金牌、为上海代表团拿下“首金”的龚缘圆……

“适性育人”重树了学生的自信，也为学生的可持续
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据不完全统计，从 1995年至
2017年， 城桥中学总计输送了 3000多名美术类本
科生、200 多名音乐类本科生，2006 年至今为全市
兄弟学校输送了 32名体育教师。

适性育人模式再“延伸”

这么多年富有特色的办学，让城桥中学成为崇
明教育的一块品牌。去年 11月，城桥中学参加上海
市特色普通高中建设项目初评，并获好评。

城桥中学适性育人的模式向前“延伸”：去年 6

月，城桥中学教育集团成立，育林中学成为适性育
人模式新的“试验田”。育林中学是一所初中，生源
中四分之三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生学业基础在
全区 30多所初中处于下游。在进入教育集团后，学
校对标城桥中学这些年来成功的实践，及时确定了
因校制宜、以生为本、量才施教、人人成才的教育策
略。在完成上海市教委规定的课程计划外，不增加
基础课程学习，每天下午 3时 20分以后，所有学生
进行素质教育活动课程，以社团、拓展课、探究课等
形式开展各项活动，培养学生兴趣，探索发展方向。

“在初中就让学生进行不同学科的普及和职业
体验，是为了让他们提前进入富有个性化的学习。”

沈钢说，适性育人，培养综合素质，能为学生进入高
中奠定更扎实的基础。

由郑慧慧捐赠的加拿大安娜·怀曼舞蹈团访华演出的说明书。 （资料）

逸夫舞台大修，戏迷仍有戏看

上京进驻城市剧院演出
本报讯 （记者 施晨露）戏迷熟悉的天蟾

逸夫舞台去年3月起停业大修。修缮期间，天蟾
逸夫舞台提出“停场不停业”和“13分钟步行圈”

的概念。 上海京剧院大部分演出挪至周信芳戏
剧空间，同时，其他戏曲演出被分散安排在天蟾
逸夫舞台周边13分钟步行范围内的6家剧院。昨
天，“城市·梨园畅音”暨“上海京剧院2019年城
市剧院演出季发布会”举行，这意味着上海京剧
院的触角延伸到了上海西南的城市剧院。

城市剧院临近莘庄地铁站， 去年刚刚完成
大修。城市剧院艺术总监房永年说，中国风味的
剧目相当符合区域周边的观众口味。

2月起，上海京剧院将有7场演出定档城市
剧院连续呈现， 且节目阵容强大。2月6日农历
大年初二，《聚焦经典·京剧名家名段新春演唱
会》将集合童祥苓、张南云、夏慧华、史依弘等
全明星阵容奉上经典唱段。3月中旬，严庆谷领
衔主演的神话京剧《五百年后孙悟空》热闹开
演。5月上旬，应香港特区政府邀请，上京将参
演香港“2019中国戏曲节”，带去的剧目包括王
珮瑜主演《朱砂痣》，史依弘主演《玉堂春》，傅
希如、吴响军、何澍、高明博等主演的海派经典
连台本戏《七侠五义》等。这三台演出也将在城
市剧院进行预演。中秋之际，上海京剧院原创京
剧音乐剧场《诗意中国·月光下的行走》将以诗
意方式传达京剧、古诗词和中秋文化的美。

城市剧院将为观看 《聚焦经典·京剧名家
名段新春演唱会》的观众准备从莘庄地铁口到
剧院的接驳车。票务方面，城市剧院和天蟾逸
夫舞台实现无差别线上线下同步售票，方便忠
实观众选择最习惯和便利的购票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