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荆州花鼓戏《河西村的故事》剧照。 （资料）

今日看点如果看得仔细，一分钟看 2件作品，看完全部展览要 10个小时；即便匆匆浏览，也要花两个半小时

■本报记者 钟菡

4公里展现1200件作品，中华艺术宫设置十二艺节观众通道，加强路径导引

三大展开幕：哪些重磅作品不容错过

1200件作品、20000平方米展示空间、约
4000米展线……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全国
优秀美术作品展览、全国优秀书法篆刻作品
展览、全国优秀摄影作品展览今日至 8月 14

日在上海中华艺术宫展出。首次在同一场馆
呈现 3个国家级专业展览，哪些作品不容错
过？如何合理安排观展线路？在昨日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艺委会专家提前支招。

每块地沟盖板都重新铺过
昨日 16时多，中华艺术宫的展厅里静悄

悄的，几名物业师傅趴在中央序厅前的地面
上，撬开铺在地沟上的一块块盖板，加固下
面的橡皮地垫， 为展览开幕做最后的准备。

“为了保证展厅安静和市民观展舒适度，我
们必须在开幕前全部调整加固好。”中华艺
术宫物业部主任汪建平介绍，这几天，他们
将中华艺术宫展厅地面重新清洗、打蜡，为
照明调光，也会根据策展人的安排调整画作
顺序。

此次展览作品总量近 1200件， 其中美
术作品 610 件、书法篆刻作品 319 件、摄影
作品 270幅 （组）， 展示面积达 20000平方
米，光布展就耗去一个多月。对于观众来说，

观展也是极耗体力和脑力的考验。

每个角度都能看到艺术作品
“此次展览的展线约 4000 米， 换句话

说，就是用 4公里展现 1200件作品。”中华艺
术宫执行馆长李磊算了笔账： 如果看得仔细
一点， 一分钟看 2件作品， 全部展览看完要
10个小时。 即便只是匆匆浏览， 一分钟看 8

件作品，也要花两个半小时。

为了方便观众参观， 此次中华艺术宫拿
出所有临展厅用于呈现三大展览，0米层展
示美术，5 米层展示书法篆刻，B2 层呈现摄
影，涉及展厅达十余个。

中华艺术宫在入口处设置了十二艺节
观众通道，加强路径导引，并开通了 24小时
服务热线。“常有人调侃我们是中华艺术 ‘迷
宫’，但即便是在迷宫中穿行，每个角度都能
看到有魅力的艺术作品。 这次有了十二艺节

三大展览的文化大餐， 相信观展过程中能给观
众带来非常愉悦又深切的文化感受。”李磊说。

没有大能量“扛不住”展厅
展览中，哪些重磅作品不容错过？展览艺委

会委员、北京画院副院长吴洪亮介绍，在美术方
面， 一大批重要名家和领军人物的邀请作品十
分难得。如油画界的靳尚谊、全山石、詹建俊、钟
涵，国画界的周韶华，雕塑界的盛杨等已是耄耋
之年，他们在此次展览中纷纷拿出了新作。

展览通过征集、推荐和邀请等方式组织作
品参展，参展作者覆盖全国 31 个省、区、市和
港澳台地区。展览始终坚持严格的作品遴选标
准，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

一，倡导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
俗、 媚俗。“在中华艺术宫的展览作品压力很
大，作品的能量如果不大，扛不住这个展厅，真
要有点殿堂感才可以。”吴洪亮说。

展览作品中， 现实题材创作占据较大比
例，许多作品聚焦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
福等题材。其中，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览，特别
将文化和旅游部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项目第
一批 38件优秀作品和上海“时代风采”主题美
术创作部分优秀作品纳入展览。书法篆刻展厅
里大幅小幅的作品错落相间，篆刻印屏和原石
同时展现，形成强烈的视觉节奏感。

展览为期长达 3个月，也是目前展期最长
的国家级专业大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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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昨两晚， 民族歌剧 《英·
雄》作为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参
演剧目， 在上海保利大剧院上
演。《英·雄》 的主人公都是湖南
人，都牺牲于上海。“英”是缪伯
英，她于 1920年 11月参加由李
大钊组织的党的早期组织，成为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女党员；

“雄”是缪伯英的丈夫、同为最早
一批中共党员的何孟雄。因为牺
牲过早，资料太少，两位英雄的
事迹鲜为人知。当他们真实感人
的故事被搬上舞台，许多观众忍
不住落泪。

追随英雄的足迹
从湖南株洲出发，连夜乘坐

列车，《英·雄》剧组于 5月 17日
6 时 44 分抵达上海。 来不及休
整，剧组 278人马不停蹄直奔龙
华烈士陵园，祭奠英雄。

1929年 10月， 缪伯英在上
海病逝。两年后，何孟雄在上海龙
华监狱被秘密枪杀，是“龙华二十
四烈士”之一。在龙华烈士陵园无
名烈士广场，剧组成员列队肃立，

向革命烈士三鞠躬。 在主演刘洺
君、毋帅斌的带领下，剧组成员一
起动情地合唱了《英·雄》片段《青
春同祭铁血大旗》。

在龙华烈士纪念馆，剧组成
员看到了馆藏“何孟雄、缪伯英
的藏书《前锋》创刊号、第二期、

第三期”，刊物封面上盖有“伯雄
藏书”的印章，为国家一级文物。

龙华烈士纪念馆馆长薛峰说：

“期待与株洲市戏剧传承中心进
行更深入的合作，深入挖掘烈士事迹，不断抒写英
雄传奇，创作有筋骨、有力量、有温度的舞台精品。”

村民竖起大拇指
《英·雄》塑造了两位有血有肉的主人公，缪伯英

勇敢、泼辣、率真，何孟雄直率、刚烈、开朗，骨子里能
看到湖南文化养育出来的鲜明性格。截至目前，这部
作品已经演出55场、观众7万余人次。全剧在演中改、

改中演，不断打磨提升，光是剧本讨论会便召开了数
十次， 前后修改十稿。 除了密集的剧场演出，“轻装
版”的《英·雄》文艺志愿者小分队更是活跃在湖南株
洲的田间地头。他们把舞台搭到百姓家门口，原班人
马演绎精彩片段，村民为他们竖起大拇指。

为了备战中国艺术节，剧组专门调整日程准备
了几个月，剧本、音乐、表演、舞美、音响、人物细节
等方面修改 20多处，不断打磨。剧中何孟雄的扮演
者毋帅斌说：“在中国艺术节的舞台上，我们唯有发
扬英雄精神，拿出最好的演出状态，与上海的观众
们一起高唱英雄赞歌、传承英雄精神。”

荆州花鼓戏谱写乡村振兴画卷
本报讯 （记者 张熠）万亩虾稻田波光粼

粼，荆州花鼓戏演员唱起了“四十年河西”的岁
月变迁，一幅乡村振兴画卷徐徐展开。作为第十
六届“文华大奖”参评剧目，荆州花鼓戏《河西村
的故事》今明两晚亮相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

《河西村的故事》为现实题材作品，以河西
村通过开发万亩虾稻共作基地脱贫致富为背
景，通过两个家庭、两代人之间长达数十年的
情感纠葛和人生经历，折射出改革开放四十年

来的乡村巨变。

“花鼓戏的最大特点是轻松、愉悦、欢快，有
泥土的芬芳。”编剧周慧说，这出戏不喊口号、不
念文件、不贴标签，“把立意自然地融入好听、好
看、好玩的戏剧故事中。”音乐也是这出戏的一
大看点。“《河西村的故事》风格上是浪漫的轻喜
剧，在保证花鼓戏姓花的基础上，融入了西洋的
管弦乐，中西合璧奏响田园牧歌。”湖北省花鼓
戏艺术研究院院长徐中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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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庭轩 潼江幼儿园
王彧宸 新闸路幼儿园
刘康妍 法华镇路第三小学
糜思瑶 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
师为旭 法华镇路第三小学
彭措康祝 延安中学
武文韬 华东政法大学附属中学

在活动中获得优胜，被评选为
“环保小天使”的小朋友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垃圾分类”势在必行 让城市更美好
———上海链家“寻找环保天使”公益定向赛正式启幕

2019年 4月，由链家和新闻晨报
周到共同主办的 “寻找环保天使”城
市公益定向赛主题活动正式启幕，来
自社区、企业的环保志愿者们聚集在
一起，推广践行绿色环保理念，携手
建设美丽家园。活动旨在通过“趣味
定向赛”的形式，提高上海市民的生
态、环保文明意识，使生态环保、垃圾
分类的观念深入人心，让每个人都自
觉参与到环境保护实践中来。

目前，城市公益定向赛主题活动
已举办了四场，分别在彩虹湾蔷薇里
社区、静安 818 广场、安顺路绿地和
奉贤柘林镇顺利举行，并得到了上海
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柘林镇委员
会、新华路街道办事处、石门二路街
道总工会、 新福康里居民区党总支、

江湾镇街道虹湾党总支、恒安大厦党
总支等单位的大力支持。通过城市公
益定向赛， 让链家公益在社区扎根，

与社区同融合、共生长。

据了解，相关主题活动在未来还
将走进上海更多街道社区，利用垃圾
分类和健康跑相结合的方式，在活动
中不断宣导垃圾分类的意义和正确
做法，引导社区居民养成垃圾源头减
量和分类回收的良好习惯，助推绿色
城市、绿色社区建设。

垃圾分类知识普及
唤醒民众环保意识

每场以环保、垃圾分类为主题的
公益定向赛活动，都邀请到了上海链
家和各街道社区等众多领导出席。其
中，石门二路街道总工会副主席陆芸
芸、虹湾居委书记倪青在致辞时均表
示：“为环保出力，是每个人应尽的社
会责任；重视垃圾分类，加强居民环
保意识刻不容缓，唯有这样才能让城
市更美好。”

另外，在安顺路绿地举办的活动
中，新华路街道卢赟也表示：“上海一
直率先在全国城市中推行垃圾分类
工作，积极探索垃圾分类先进的经验
办法。对此，长宁区正积极推进，通过
广大社区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居民
们从最开始的不理解、不支持，到后
面逐渐的主动分类。今天社区居民参
与垃圾分类定向跑的热情高涨，这充
分体现了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的
意愿，体现了垃圾分类理念已深入居
民心中。”

为了让参赛者更好地区分干垃
圾、湿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领
导们更现场普及了垃圾分类的相关
知识。通过垃圾分类知识普及，现场
参赛者对环保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趣味赛程设置
为环保助力

定向赛活动视参赛者的年龄，分
为亲子和成人两个组别，并设置了需
要同组成员之间合作为主、齐心协力
完成的各项趣味挑战。考虑到参赛者
中有老人和孩子，链家更贴心的为每
个参赛小组配置了一名 “安全卫士”

陪跑，为赛程保驾护航。

在整场活动中， 链家通过设置
“拍照集赞”、邀请路人填写“我支持
垃圾分类” 倡议和 Plogging等丰富多
彩的比赛环节， 让参与者们充分了解
环保知识，从自身做起。参赛过程中，

每个人都牢记环保理念， 既增进了彼
此之间的情感，也让孩子们从小了解垃
圾分类的重要性。值得关注的是，活动
中融入新兴的 Plogging拾荒慢跑环保
理念， 让参赛者在跑步过程中可以边
玩边了解垃圾分类小知识， 不仅有助
于改善环境卫生，更有益于身体健康。

一路奔跑着，参赛者们愈发感受
到身体力行的乐趣；短短两个半小时
的赛程， 他们穿梭在城市的各个街
角，成为一抹最靓丽的风景线。时间
一分一秒的过去，参赛者们陆续抵达
终点，比赛前三名诞生。活动结束后，

现场工作人员为参赛者们颁发完赛
证书， 每个人脸上都挂满成就感，喜
悦之情不言而喻。

一位获得亲子组第一名的家长

表示：“这次活动我打 100分，感谢链家
举办了这么有意义的活动，如果有下次，

我们还要来参加。 希望以后越来越多的
人了解环保、垃圾分类的重要性，让我们
的城市环境越来越好。”还有一些参赛者
表示：“在我们派发垃圾分类宣传单页的
过程中，有些路人对垃圾分类还不了解，

环保意识还没形成， 这就需要我们耐心
的向他们讲解， 希望以后能加大宣传力
度，让更多的人参与到环保中来。”

如何处理垃圾，考验着一座城市的
智慧；而垃圾分类，就是这个城市文明
程度的体现。正如上海链家市场中心总
经理陈敏所说：“链家积极响应国家政
策，是想为环保出一份力；同时通过社
区内企业、家庭共同参与，提升居民的
环保意识和城市文明形象。”

事实上，一直以来，链家都持续热
衷于公益事业，从“城市补给站”到“大
地美容”等公益活动，不断发动内部员
工成为志愿者，为社会公益贡献一份自
己的力量。未来，链家将继续肩负自己
的社会责任，推动环保事业发展；同时，

带动社区居民广泛参与到环保中来，倡
导生态文明新理念，让绿色生活方式成
为社会文明新风尚。

“最‘艺’江南”文化十讲启动
本报讯 （记者 钟菡）

由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主
办， 上海市博物馆协会、上
海市动漫行业协会和上海博物馆共
同承办的“最‘艺’江南”文化十讲项
目昨日启动并举行首讲。

“最‘艺’江南”文化十讲首讲主
题为“源流之间：中华文明与江南文
化”，邀请复旦大学教授、博导葛剑雄
和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导唐力行分
别就 “历史地理学格局中的江南文
化”和“超越地域的疆界：从江南到长
三角”这两个角度为听众描绘出江南

印象， 并解析其时代价值和重要意义。

系列讲座还将邀请相关领域的学者、文
化名人， 通过对江南文化的深度阐释，

形成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文化谱系，在
激活和转化传统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夯
实上海城市文化品牌的内涵，建构上海
在长三角乃至“一带一路”中的文化引
领性，提升上海作为国际文化大都市的
软实力。

“十讲”由复旦大学教授熊月之、王

振忠、李天纲；华东师范大学教
授胡晓明、陈江；上海交通大学
教授刘士林； 上海师范大学教

授孙逊；国家一级演员、上海评弹团团长
高博文；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主任、研
究馆员凌利中等知名学者和文化名人组
成。后续还将成立编委会，陆续出版“江
南文化读本”等，构建“江南文化十讲”的
优质IP（知识产权），开发“望江南”文创
产品， 进一步把上博及博协馆藏与江南
文化有关的文物进行视觉挖掘、开发、转
化与传播。讲座从昨日起陆续推出，将持
续到年底。

33家高校接力拉歌，一周内天天有歌声

青春之歌 唱给祖国
从昨天起到上海解放

70 周年纪念日之前的这一
周，从复旦大学、上海交通
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
大学开始， 沪上共有 33 家
高校在线上线下接力拉歌，

天天都有多所院校师生一
起把爱唱出来。

校歌融入爱国歌
这是新中国创造感天

动地人间奇迹的 70 年，这
是上海解放、建设、改革和
腾飞的 70年。“一流城市孕育一流教
育， 一流教育成就一流城市。”1950

年，复旦大学将校庆日定为上海解放
日：5月 27日。“复旦复旦旦复旦，日
月光华同灿烂……”昨天，一曲《复旦
校歌》 献给即将 114 岁华诞的复旦
园，也献给同呼吸、共命运、齐跨越的
上海滩。

同样，作为跨过 3个世纪的百年
老校，上海交大校歌也有多个版本。当
天，在国旗之下，在钱学森图书馆，在
仰思坪，在思源湖，在教学楼，在实验
室，在师生守望的学习工作岗位上，交
大人唱响 《我和我的祖国》《上海交通
大学校歌》，礼赞祖国，呼吁同学们牢
记“饮水思源，爱国荣校”之校训。

5 月 20 日正是同济大学建校
112年的日子， 同济师生也与全国高
校一道放声歌唱祖国。在作为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的同济“一二九”纪念园，

同济第二届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
工程“殷夫班”一展歌喉演绎校歌；在
同济三好坞，十来位港澳台学生也自
发加入歌唱队列中。

记者了解到， 合并组建已 4 年的
上海健康医学院将于 5 月 22 日建校
纪念日当天，在歌唱《我和我的祖国》

快闪中融入校歌《健康之歌》：“我们迈
步走在健康大道上， 追寻着医学之光
……未来的白衣天使， 未来的医工技
师。我们追逐年轻的梦想，担起生命的
希望……”

不同年代的共同心声
各校串起青春之歌， 穿越中华时

空。回首 1949 年 5 月 27 日，上海解放
之初，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面对新
中国的使命召唤、 上海大城市迫切需
求，交大“电四讯”毕业班的 20 多名党
团员，赶赴淞沪警备司令部防空处雷达
队报到， 参与建设上海第一个雷达站，

为雷达部队诞生、发展和壮大做出了贡
献。想当年，交大学子还走上街头开展
反银圆投机宣传；参与防空袭、反轰炸
斗争； 台风中奔赴南汇海堤救灾抢险；

战斗在严寒的治淮工程第一线……

“爱国是什么？爱国对我们来讲，就
是中国人的基因。”拉歌中，上海交大船

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刘西拉
拉得一手小提琴， 这位年近八
旬的老教授说：“《我和我的祖
国》在我们那时候也唱。如果不
同年代的人都有这样一个共同
的心声， 我们就会感到非常欣
慰、非常放心。”93岁的著名隧
道与地下结构工程专家孙钧院
士， 及其领衔的同济大学港珠
澳大桥科研团队， 在为国家重
大工程建设奔忙之余， 也出现
在校园歌队之中。

当五星红旗在华东师范
大学群贤堂前的草坪上升起，

新中国组建的第一所社会主
义师范大学宣告成立。昨天，上海市教
卫系统优秀共产党员、 师德标兵杨国
荣教授在丽娃河畔的 24 小时书吧和
同学们交流。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
届大学生， 杨国荣表示，“这一代学人
特有的对现实的关切、 理想和使命意
识，对文化传承、世界变迁、人类命运
的关怀， 深深影响着其人文研究和学
术思考。”

致敬七十春秋，师生代代传承。应
同济拉歌之邀，在东华大学镜月湖畔，

以青春名义为母亲献唱的活动正在火
热排演。“我们都是追梦人， 在今天勇
敢向未来报到， 当明天幸福向我们问
好……”从《我和我的祖国》《我们都是
追梦人》到《夜空中最亮的星》，东华学
生合唱团团长、人文学院大四学生杨淇
钧唱了一首又一首。今年是他在合唱团
的最后一年，“歌声唱给祖国听，为我大
学四年画下完美句号，这是一份最有纪
念意义的毕业礼物。”

据悉，今年国庆节前夕，沪上还有
上海政法学院、 上海电力大学等 12所
高校接续第二轮大拉歌。

■本报首席记者 徐瑞哲

■本报记者 吴桐

华东师范大学拉歌现场。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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