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教卫系统“伟大工程”示范党课启动

首堂示范党课在音乐中开讲
本报讯 （记者 裘雯涵）“此刻，

请你再次翻开历史，走近浮雕群像，追
寻那过去的脚步……” 随着红色音乐
情景剧《追寻》的开演，上海音乐学院
音乐戏剧系学生将台下的观众带回峥
嵘岁月。昨天，“伟大工程”示范党课启
动仪式在上海音乐学院举行，同时，首
堂示范课———“不忘初心、 培根铸魂”

音乐党课也在贺绿汀音乐厅开讲。

这堂音乐党课分为 “信仰之魂，

伟业之基”“艰苦卓绝，改换新天”“立
国兴邦，奋发图强”“改革开放，砥砺
前行”“伟大时代，逐梦复兴”五大板
块， 将 1921年至今各个年代的故事
娓娓道来。

“瞿秋白将《国际歌》翻译成了中
文， 从此这曲伟大的旋律伴随着中国
人民，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在讲述

“信仰真理传中国， 马列主义指航程”部
分时， 上音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李敏以
一曲《国际歌》来介绍历史，这时台上也
实时用钢琴演奏起熟悉的旋律。随后，一
曲胡琴四重奏《游击队歌》，将八路军的
骁勇善战刻画得淋漓尽致。

随着上音交响乐团带来的管弦乐曲
《新中国交响组曲》第二乐章《解放》，这
堂音乐党课也进入了“立国兴邦，奋发图
强”篇章。“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
母亲……”熟悉的音乐响起，上音藏族盲
童学生德庆玉珍在老师于丽红的搀扶下
上台，一同演唱了《唱支山歌给党听》。这
也令人回想起这首歌的原唱者、 著名的
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 才旦卓玛首次演
唱这首歌时，还是上音的在校学生。上世
纪五十年代，上音开设民族声乐专业，培
养了一大批少数民族声乐演唱和教学人

才。如今，小玉珍在上音得到精心培养，

也延续了这项传统。

上音教师张卓描述了改革开放后中
国发生的巨大变化， 她的讲课围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带领大家憧憬展
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上音
原创交响幻想曲《炎黄颂》选段以及上音
院长廖昌永等师生带来的歌曲 《不忘初
心》先后响起。最后，全场起立演唱《国际
歌》，在激昂歌声中音乐党课落下帷幕。

据悉，为实施新时代基层党建质量
提升工程和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党委全
面启动“伟大工程”示范党课建设，着力
打造一批内涵丰富、生动鲜活的优质党
课。除了上海音乐学院外，在接下来的
近一个月，上海各高校将相继推出各具
特色的示范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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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尽管市场旺盛，但影视领域的好剧本依旧“一剧难求”，东拼西凑、涂脂抹粉的创作没有价值

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互联网影视峰会聚焦网剧新生态

网剧上线量持续“瘦身”，精品迅速“出圈”

■本报记者 张熠 栾吟之

“瘦身”这个词，最近常被用于形容互联
网影视的现状。经过前几年野蛮生长，网络
剧生产逐渐回归理性。 最新披露的数据显
示，2015年、2016年网剧井喷， 分别达到379

部、349部；去年回落至252部，而今年上半年
开播的网剧共有104部。 上线网剧数量逐年
走低，意味着行业重新洗牌，这也是网剧迈
向精品化的信号之一。前昨两天在沪举办的
2019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互联网影视峰
会聚焦网剧新生态，在媒体融合、技术进步
背景下，重新定义网剧成为业内共识。

“先网后台”成普遍模式
如果说，几年前的“网播”还多少带有无

法“上星”的缺憾，那么经过这几年大浪淘沙，

无论内容、制作质量都大幅迈进的网剧，已构
建出基于网络的独特影视生态， 甚至反哺电
视台，向各大卫视输送网络自制剧。2015年 9

月 22日，《蜀山战纪之剑侠传奇》在爱奇艺首
播；2016年 1月 16日，安徽卫视在春节黄金
档跟播； 该剧成为第一个由网络剧走向电视
剧的作品。今日，“先网后台”已成普遍模式。

去年以来，《警犬来啦》《你好， 旧时光》《天坑
鹰猎》《如懿传》《延禧攻略》《最好的我们》《破
冰行动》等多部网剧都反向输出至电视台。

从早期先台后网到网台同播，再到如今
先网后台，一批精品网剧迅速“出圈”，成为
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北京美兰德媒体传播
策略咨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崔燕振说，这
意味着原本面向特定圈层的网剧，凭借精良
制作，有能力在更大范围内俘获受众，“媒体
融合背景下，优秀网剧能穿破圈层，走向大
众化传播，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作品。”

现实题材易出精品
论及最有可能出精品的领域，多位专家

表示，未来一定落在现实题材。“如果你的故
事足够好， 观众不会在乎你播出的时间、平
台，核心依旧是内容。”影视编剧高璇说，“坚
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不会变， 社会话题、社
会热点始终能打动人心。”

慈文传媒创始人、国家一级编剧马中骏
说，“大数据给予行业很多引导，显示圈层观
众的喜好，但重点依旧是对当下的认识以及
对现实生活的感悟。”“在任何场合， 我都大
声疾呼，回到创作的原点吧，只要创作好，资
源会向你倾斜。” 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裁叶宁说，尽管市场旺盛，但影视领
域的好剧本依旧 “一剧难求”。“好的创作要
有可信的故事背景、鲜活的人物、打动人的
情节，观众比创作者聪明，一个细节、一个情
节有所脱离，观众就不相信了，东拼西凑、涂

脂抹粉的创作没有价值。没有沉下心体验生活
的细节，很难实现更深的艺术创造。”

87.5%网民都在看视频
峰会上发布的 《视听新媒体蓝皮书》和

《2019年中国网络视频精品研究报告》透露，过
去一年来，网络视频行业生态持续改善，产业
规模稳步扩大，产业链条日趋完整，创新的视
听精品内容不断增加。2018年中国电影票房达
609.76亿元，同年网络视频内容行业的市场规
模是 2016.8亿元，内容付费的收入是 536.5亿

元，规模不容小觑。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网络
视频（含短视频）用户规模达 7.25亿，占整体网
民的 87.5%； 网络视听内容行业市场规模达
1871亿元，同比增长 52.8%。

峰会举行的主场普陀区成为互联网影视新
高地，全力推动“金沙江路互联网影视产业集聚
带”建设，积极筹建大型电影活动综合体，为优
秀网络影视内容创作、孵化、交流、展示、推广搭
建国际化、专业化的平台。去年以来，普陀陆续
引进承兴影业、天空之城影业等超过 30家影视
企业，区内影视企业总量已达 132家。

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评委集体亮相

公正寻找不负时代的优秀作品
本报讯 （记者 李君娜）作为国内最早

设立的国际性电视评奖活动，每年举行的“白
玉兰绽放” 颁奖典礼是上海电视节备受关注
的环节之一。昨天，第 25届上海电视节白玉
兰奖评委集体亮相。评委们一致表示，将秉持
公平公正的原则，评选出最优秀的电视作品。

本届上海电视节共收到来自全球 52个
国家和地区的近 1000部报名作品， 数量超
过历届。入围的 62部作品将角逐电视剧、纪
录片、动画片、综艺四大类别的 17个专业奖
项。获奖名单将在 6月 14日举行的“白玉兰
绽放”颁奖典礼上揭晓。

中国电视剧单元评委会主席、著名导演
高希希表示，今年的入围作品最重要的一点
是做到了承前启后，“评委会前期筛选了从
2018年 4月到 2019年 3月在卫视平台播出
的电视剧，这些作品种类样式繁多，既有讴
歌时代的，也有反映民众生活的，但无一例
外切中观众对于梦想、美好、奋斗的精神渴
求， 反映了个人命运与时代思潮的交相辉
映，具有独特的时代美学价值。”在高希希看
来，优秀的作品必须养心、养目，有昂扬向上
的主题，有好看的故事，有一群性格发展的
人物。 而他也代表本届评委现场郑重承诺：

“我们会用公正的标尺寻找不负时代的优秀
作品，向观众推荐最好的作品。”

公平公正的评审标准并不排斥评委的
个性化。高希希表示：“评审中，最重要的恰
恰是要发挥评委的个性风格，因为后者往往

对优秀作品有着独到的发现力。最后产生的分
歧或差异可以在投票环节解决，原则就是‘以
多为胜’。” 评委之一、 著名演员马伊琍坦言：

“今年电视剧作品类型很多， 颠覆了我作为演
员的一些固有看法。 在如此激烈的奖项竞争
下，演员对角色的塑造表现力会高于对演员自
身演技的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还有 37部来自“一带
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剧目报名参加白玉兰
奖海外剧评选。来自泰国、德国、葡萄牙、波兰等
国的 10部电视剧作品入围。本届上海电视节白
玉兰奖海外电视剧单元评委、美国制片人、编剧
扎克·施坦茨表示，中国电视市场正处于与世界
对话的过程中，大家可以互相借鉴学习。

新云台中学成为“强校工程实验校”后获名校帮扶发展迅速

每个学生都有个“中考方案”
■本报记者 龚洁芸

这个周末， 上海有 7万多初三考
生将走上中考的考场。在浦东新区新云
台中学，初三的数学老师丁志芳为小戴
备考冲刺的“私人定制”教案也在紧锣
密鼓实施中：小戴已获得市实验性示范
性高中的推优名额，中考只需再努力一
把，就可以进入心仪的学校就读。

在新云台中学，每一位初三考生
都有老师为他们量身定制的“中考方
案”；平日里，每一位学生都可以得到
侧重点不同的分层教育———去年，新
云台中学成为上海市首批强校工程
实验校，同时又加入了建平教育集团
和北蔡学区， 让这所建校 11年的初
中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有针对性地开“小灶”

一生一方案，新云台中学这样有
针对性的中考教学方法，来自于对口
支援校建平西校毕业班的教学模式。

比如小戴，数学思维能力好，但计算
能力有些欠缺，丁老师把提升计算准
确率作为他的增长点；对于几位基础
扎实、能力有限的学生，丁老师的策
略则是“拿满基础分，争取冲一冲”。

又比如小方写作比较欠缺，语文老师王
金花就为他准备了不同类型作文的范
文，让他多读多看；卫懿君是教英语的班
主任，虽然身怀六甲，但仍坚持每天 7时
前到校，为学生做早读时段的听力练习。

几位老师之间， 又是紧密的合作
者：下午 4 时是学校的放学时间，却又
是这几位老师的“小灶”时间，丁老师总
会带些吃的东西过来给学生补充能量。

双休日里，布置给孩子们的作业，老师
们都会要求大家做好后立即用微信上
传，然后第一时间反馈。不少家长说，老
师们是最了解自己孩子的，他们愿意义
务一对一指导孩子，让家长省去了送孩
子去培训机构的麻烦，心里也更安心。

如今，新云台中学每年都有学生进
入市区两级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就读。校
长王晓云说：“强校工程，最重要的是做
口碑。 家长们认可我们的教学质量，让
每个孩子能做最好的自己，就是强校工
程的根本。”

办家长们信得过的好学校
强校首先强师资。目前，新云台中

学学校共有 47名教师， 其中包括上海
市第四期双名工程攻关计划后备 3名、

种子计划 2 名、区青年新秀 1 名、区骨

干教师 5名和区学科中心组成员 3名。

去年， 新云台中学加入建平教育集团，

同时与建平西校签订结对帮带共建协
议，给学校的师资培养和学校发展注入
了新的活力。

今年 1月，建平西校组织青年教师
专业培训会， 请来建平中学副校长郑朝
晖主讲， 新云台中学的青年教师们有了
和名师一对一交流的机会。5月，是建平
西校的初三冲刺备战阶段， 新云台中学
的初三师生们一起聆听了来自语数英等
各科市级专家的专题讲座———建平西校
的每一次重要教研活动和课题研究活
动，新云台中学的老师们都在受邀之列。

加入“强校工程”，给学校带来了新
的发展机遇。作为实验校，学校得到各
方大力支援：除了经费上的保障，来自
市区两级的专家团队针对学校目前的
生源结构，建设了智取行、刚健行、文心
行、科创行和研学行的“五行”课程体
系。 此外， 学校充分挖掘北蔡地区、浦
东、上海以及非沪籍学生家乡的人文资
源，以名胜、名家、名作的“三名”教育培
养学生的爱和责任。王晓云说，希望在
三到五年的时间里确保学校的中考合
格率，以高质量的教学，办成家长们真
正信得过的好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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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钟菡

“成功影片的基础是好故
事， 重要的事情得说三遍。”“如
果动画春天之后立刻进入寒冬，

那他眼中的春天一定是吃毒蘑
菇产生了幻觉。” 在昨日举行的
白玉兰电视论坛动画大师班上，

第 25届白玉兰奖动画片单元的
评委们金句不断。更令人欣喜的
是，随着中国影视对外交流的加
强和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外国评
委们从自说自话式的交流经验，

变成对行业痛点“对症下药”。

缺的是讲故事的能力
来自日本的动画片评委盐

田周三在发言前，特意用中文自
报家门。除了与优酷、爱奇艺等
国内流媒体平台合作，盐田周三
也参与了网易《阴阳师》游戏的
动画创作。他期待在将来有更多
沟通和合作。

外国评委见证了上海影视
节对行业发展的推动，也深知中
国动画目前的弊病。“我读过中
国很多精彩的神话故事，甚至罗
密欧朱丽叶等西方经典故事都
可以在中国找到对应的版本。但
要把它们变成影视动漫作品，中
国缺的是讲故事的环节和架构
故事的能力。” 为动画片做咨询
的霍文东认为，有太多值得拍的
中国古典文化。中国不需要为了
适应西方观众的胃口去改变故
事的内容，不过故事的构架才是
关键。盐田周三认为，近年来中
国的动画产业在技术上飞速发
展，但“讲故事这块，恐怕中国人还没有摸到窍门。”

行业突破点在流媒体平台
对于动画行业来说， 播放平台也至关重要。如

今， 有 900多部日本动画片在中国的流媒体平台播
放。在盐田周三看来，流媒体平台的出现解决了许多
困扰日本动画发展的问题，大大拓宽了传播渠道。流
媒体平台也在一定程度上“拯救”了中国动画。本届
白玉兰奖动画单元评委刘阔是 《侠岚》《画江湖之不
良人》等热门动画的导演。他指出，日本番剧一般采
用周更的方式，国内则是日更，常常一家公司辛苦两
年做的片子一个月就放完了。没有长期的影响力，难
以打造周边等立体商业链。“十几年前， 电视台给的
播片费用少得可怜， 多则几百块， 少至几块钱一分
钟。一部片子播完了，拿到的钱只够请朋友吃顿饭，

可见那个时候中国动画人生存极其困难。”

2013 年左右， 随着移动互联网广泛普及，90

后、95后逐步成为主流收视群体， 中国动画才迎来
快速发展时期。刘阔认为，网络播放平台的多样化、

便利化， 以及随时随地都可以浏览的特征非常重
要，也让中国的人口红利在动画市场上得到凸显。

本届白玉兰奖电视剧单元评委，左起：扎克·施坦茨、莱昂内尔·维埃拉、高希希、陈彤、马伊琍、

张永新、黄志忠。 本报记者 蒋迪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