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爵士音乐“上海文化”品牌
———“浓情静安﹒爵士春天”音乐节的品牌创新发展

4月 29日
大师殿堂 - 上海商城剧院
19:45 - 21:00

2019 浓情静安·爵士春天音乐节开幕式
暨 Laura Fygi 全新专辑首发音乐会

大师殿堂 - 上海商城剧院
20:00 -21:30

John Daversa & JZ All-Star Big Band

暨第 9 届国际爵士乐日

4月 30 日

绿色音符 - 静安公园
10:00 - 12:00 Jazz School

13:00 - 14:00 Alina

15:00 - 16:00 Tom Peng Newgrass Band

17:00 - 18:00 J&B

19:00 - 20:00 Mr. Woohoo

爵士环城 - 静安嘉里中心
14:00 - 15:00 Theo Duboule European

16:00 - 17:00 Susie Wu Quartet

18:00 - 19:00 Latino Project

爵士街头 15:00-16:00

静安嘉里中心（沿街）- Tarwa n Ayur

静安嘉里中心（内场）- Antonio Trio

丰盛里 - Swing Dance

中信泰富广场 - 李朗曦和他的朋友们
兴业太古汇 - Maria Trio

爵士摇摆 - 兴业太古汇
14:00-14:30 - 巴西鼓乐表演（南花园）

14:45-15:15 - 巴西鼓乐+女舞者巡游（南花园）

16:00-16:30 - 乐队情景演出（L2 北厅）

16:45-17:15 - 乐队情景演出（L2 北厅）

17:45-18:15 - Swing Dance（LG1 中厅）

18:30-19:00 - Swing Dance（LG1 中厅）

爵士时光 - 千彩书坊
16:00-17:00 爵士大叔讲座 - 黄健怡 + 赵可
大师殿堂 - 上海商城剧院
大师殿堂 - 上海商城剧院
20:00 - 21:30

爵士鼓王- Steve Smith 纽约四重奏

5月 1 日

爵士音乐具有风格多元包容、表现不

拘一格等特点，从国外流传到中国后，上

海以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将爵士音乐

与中国文化融合创新，产生了具有海派

特色的爵士音乐，并成为上海文化的重

要内容。

上世纪三十年代，第一支全华班爵士

乐队在静安诞生，一大批经典华语爵士音

乐从静安唱响大江南北，开创了中国爵士

音乐之先河，引领了时尚之先风，静安也

成为了这一海派文化的重要源头与码头。

2007年，静安区主办了第一届爵士音

乐节“爵士同乐”，续写与爵士的文化渊

源，激活市民对爵士音乐的记忆，开启了中

国举办爵士音乐节的新篇章，爵士音乐成

为静安文化的重要符号。

新时代，静安区人民政府在推进“浓情

静安·爵士春天”音乐节这一海派文化品牌

建设中,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坚持

“开放、创造、扬弃、多元”的海派文化品牌

发展思路，着眼城区人文品质需要，不断丰

富活动的内容样式，音乐节已经成为海派

特色突出、彰显城市特质、感知识别度高的

文化品牌，也是现今中国规模第一并具有

较高知名度的爵士音乐节，荣获 2018 年度

“上海文化十大品牌活动”提名奖。

爵士殿堂———中外文化交流

最经典 最惠民
打造品牌标识度

最经典的南京西路，做最经典的活动

每年的“五一”假期，也适逢
“国际爵士乐日”，“浓情
静安·爵士春天”音
乐节都会在静安
与市民不期而
遇。 办节期
间，南京西
路全线有
两天丰富
的户外公
益演出，以

“点线面 ”链
接成为“爵士大

道”； 每年都有新
的爵士元素和新的公

共空间贯穿呈现， 加上三晚三场剧院 “大师殿堂”演
出，为“爵士之城”赋予了更多魅力，打造了符合静安
人文品质、 海派文化特色鲜明的爵士音乐节办节模
式。今年的音乐节，从兴业太古汇到吴江路，到中信泰
富广场、晶品购物中心的“爵士街头”演出星光闪耀，静
安嘉里中心的“爵士环城”舞台与商圈文化活动融为一
体，静安公园的“爵士草坪”舞台继续打造爵士公益演
出的上海地标，上海商城剧院“大师殿堂”，则以世界知
名爵士乐队的演出，打造爵士音乐的专业高度。

最顶级的乐队歌手，做最惠民的演出

崔健、许巍、顺子等华语唱将都曾走上音乐节的
舞台。格莱美 6项提名吉他大师 Mike Stern与音乐史
上最佳鼓手 Dave Weckl，世界顶级萨克斯乐手 Kenny

Garrett（肯尼·洛杰斯)，多次获得格莱美大奖的 Take6

纯人声组合，爵士钢琴大师 McCoy Tyner（麦考·泰伊
纳）， 3 座格莱美奖得主 Ron Carter，荣获 17 次格莱
美奖提名和 2 座格莱美奖杯、 融合爵士丰碑天团
Yellowjackets，10座格莱美奖得主、美国人声合唱团体
The Manhattan Transfer，蜚声世界的爵士大师乐团在
音乐节舞台上轮番登台，交流碰撞，大放异彩，为音乐
节呈现了品质高端、 经典难忘的美妙瞬间。2019年的
音乐会，爵士乐队水准再创新高、表现形式又有创新。

新获格莱美三座爵士奖项的 John Daversa（约翰·戴夫
萨）、荷兰国宝级爵士艺术家 Laura Fygi（劳拉·费琪）

将成为“大师殿堂”的主角，华语重量级爵士歌手李泉
作为嘉宾参演，中外爵士大师的同台竞演，成为年度
音乐盛会的最大亮点。

更精彩 更多元
提升城区软实力

用更精彩的活动，吸引广泛参与

“浓情静安·爵士春天”音乐节从
开创之日，就是市民乐享、文
化交流和公益宣传的重
要平台。在静安公园，

全市最中心、 最知
名的“爵士草坪”

舞台演出 ，每
场的观众都围
满了公园。市
民、 游客、乐
迷，不分国籍、

职业，在同一个
舞台下、同一个温

暖适宜的草坪上或
坐或舞，汇聚一起，共享

风格迥异、精彩纷呈的爵士乐。全市各类机构代表、各
国驻沪领事馆相关人员都受邀参加音乐节，仅三天的
剧场演出期间，各国领事馆人员每年都有 70余人次，

成为“国际静安”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中外音乐
家同台演出的友好合作， 国外优秀音乐家进社区、进
园区主题活动，为音乐节做足了宣传。每年的音乐节
都会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百名音乐家，通过 5个
专业舞台，10个街头点位，近 50场精彩演出，为 40万
余人次带来最精彩的文化盛会。

用更多元的样式，紧贴时代主题

音乐节通过不断丰富活动样式，引领市民参与其
中、乐享其中，营造文明向上的文化氛围。上海最大的
尤克里里团，边弹边唱会随时出现在市民身边；可以
在鼓乐坊互动参与，体验打击乐之趣；可以与公园和
街头的舞蹈老师随时一起尽情欢跳；爵士巡游会扩散
到更多的街道与商场，足以欣赏体验到国际顶尖的街
头艺术。音乐节在吸引市民浸入其中时，不忘品牌的
社会责任，以“垃圾分好类、生活更美丽”为主题，搭建
绿色音符生态公益演出舞台；选用自闭症儿童的油画
作为音乐节的主视觉，呼吁社会关注特殊群体，并将
部分演出票转赠残障人士； 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主题，组织“我和我的祖国”爵士快闪等。

重深耕 重推广
爵士送到“家门口”

深耕品牌，市民成为爵士舞台的主角

在静安， 市民不但可以欣赏到专业的音乐节，也
可以成为舞台的主角。2017年开始， 静安区文化馆推
出了“爵士周末”系列讲座以及每月一次的“市民爵士
音乐会”，以“演绎+导赏”的形式，用独到的东方视野
阐述爵士乐的魅力，现已举办讲座 60多余场、专场音
乐会 15场，受众人次达万余人。白领市民自发组成的
“静安市民爵士中心”，去年成功举办了“第一届市民
爵士乐大赛”。今年 1月份，“市民萨克斯重奏团”应运
而生并举办了迎新音乐会， 社会反响强烈。5月 3日，

静安区文化馆将作为“浓情静安·爵士春天”音乐会的
市民舞台，进一步激发市民爵士音乐团队作用，整合
讲座、演出、大赛等内容，通过“市民爵士大舞台”、“第
二届市民爵士乐大赛”系列活动，吸引白领、高校师生
及国际友人广泛参与市民爵士音乐活动，打造市民爵
士音乐品牌，将静安打造成为“爵士在身边”的最温
情、最人文的市民文化城区。

创新发展，“爵士 +”有着无限可能性

在静安，爵士不止在剧院、公园与商圈，也深植于
社区、园区、校区，以及更多新空间，已经融入到市民
的生活之中。静安区公共文化发展专项资金聚焦文化
品牌的打造， 重点扶持了一批爵士类的特色项目，今
年的静安区公共文化配送项目里，一批品质较高的爵
士类导赏活动、演出节目，作为优质资源的特色配送，

成为社区文化配送点单的抢手货。“爵士大师社区
行”、“爵士品牌进校园”等系列活动，让市民、学生看
到了与想象中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携手“最美书店”千
彩书坊，爵士音乐今年又进入新的文化空间。“爵士音
乐是上海文化的一个重要因子，静安是中国爵士的重
要源头，未来，以文商旅融合发展的模式，爵士在静安
将有更多创新的可能性。” 静安区文化和旅游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说，“我们将以创新发展的精神，持续打造
爵士音乐节这一海派文化品牌，为市民提供更加经典
精彩的文化产品，让我们共同期待。”

爵士巡游———大师走近市民

南京西路———爵士街头

爵士音乐进社区导赏活动

爵士商圈———文商旅融合

文教结合———爵士音乐进校园

绿色音符 - 静安公园
10:00 - 12:00 Jazz School

13:00 - 14:00 Misha Kalinin Trio

15:00 - 16:00 图利古尔
17:00 - 18:00 Infinite Set+包峻睿
19:00 - 20:00 II Funk ky Shu's wit Nu Soles

爵士环城 - 静安嘉里中心
14:00 - 15:00 Johnny Fei Quartet

16:00 - 17:00 彭彭的"一瞬间"四重奏
18:00 -19:00 Studio 188

爵士街头 15:00-16:00

静安嘉里中心（沿街）- Swing Dance

静安嘉里中心（内场）- Swing Dance

丰盛里 - Swing Dance

中信泰富广场 - 李朗曦和他的朋友们
兴业太古汇 - Tarwa n Ayur

爵士时光 - 千彩书坊
16:00-17:00 爵士大叔讲座 - 李世海

5月 2日

2019浓情静安·爵士春天
音乐节时间表

美在静安———爵士音乐精彩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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