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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明初级中学学生廖潇
瑶第一次走上救护车，认识了
各种急救器材和使用方法，还
实践了心肺复苏、 止血包扎。

这个暑期，越来越多学生不沉
溺于盲目“刷题”，而是走出校
外培训班，在各类重视实践体
验的健康夏令营中，掌握自救
互救的基本技能，提升健康安
全意识。

展开心肺复苏角逐赛
“救护车的内部结构原来

是这样的！”在“健康生活、幸
福成长”夏令营中，小伙伴们
兴奋地登上了救护车。“电动
担架、体外除颤仪……救护车
内有这么多设备，不同的急救
器材适用的人群也不相同。紧
急情况下， 如果需要手术，还
可以用车顶上的紫外线灯灭
菌……这些都为救护车在路
上奔波时与时间赛跑、抢救生
命打下了基础。”廖潇瑶说。

在市医疗急救中心 120

调度指挥中心， 大屏幕上显
示着上海版图上密布许多救
护车，有些正在“待命”，有些
正行驶在急救的路上。 令人
惊喜的是， 夏令营安排了急
救技能实践机会， 小伙伴们
展开一场激烈的心肺复苏
“角逐赛”。 病人突发疾病倒
地，该如何施救？第一次在人
体模型上实践心肺复苏技
能，廖潇瑶有点紧张。仿真假
人身上插了一个电子计算
仪， 小伙伴要根据医护人员
布置的深度、 频率等不同要
求， 进行 30 次胸外按压。电
子仪上有三个灯， 分别显示
深度、 频率和回弹程度的达
标情况。若橘灯亮，表示未达
标；绿灯亮，则达标。“只听一
声‘开始’，大家双手匀速按
压仿真假人的心脏， 灯不断
变换着颜色；按压之后，只觉
得右手小指和无名指异常疼
痛。救死扶伤真不容易！”有同学感叹。

面对流血的伤口，怎样以最快速度止血、包扎、

送医？同学们分组为受伤的玩具熊包扎。在医护人
员帮助下，同学们分组接受任务：三个女孩处理腿
部伤口，两个男孩负责包扎手部。大家争分夺秒，

有条不絮地完成了任务；紧接着，再将包扎好的小
熊放在专门的固定物上， 抬走送医。“救护的经历
让我感受到急救工作分秒必争。 医护人员需要互
相配合，才能更快速、高效地完成任务。我们也一
样，要有团结协作的精神，才能把事做好。”省吾中
学学生倪婷婷说。

安全教育覆盖爱心暑托班
“如果小伙伴吃东西噎住了， 你们会怎么办？”

“打 120！”“拍后背！”“喊他吐出来！”……“你们可以
用海姆立克急救法！” 闵行区金汇实验学校的爱心
暑托班上， 南丁格尔红十字志愿护理服务队志愿
者、儿童医院普外科护士长范琴带来一堂“红十字
生命健康安全教育课”，让孩子们学习报警求救、触
电溺水、气道异物梗阻、高处跌落、拥挤踩踏等突发
事件的识险避险和正确应对方法。

“为什么要学急救？因为我们不知道意外哪一
天来。有孩子做题目时喜欢咬笔套，结果一不小心
就吃下去了。”范琴说，当遇到紧急情况时，小朋友
首先需要知道该如何求救。 比如拨打 120电话，需
要在电话里讲清楚“我是谁、我在哪、发生了什么、

需要帮助的人数等情况”。

华虹小学二年级学生胡文强已是第二年参加
爱心暑托班。生命健康安全教育课上，他和小伙伴
合作完成了“膝部出血三角巾包扎”，熟记了“包扎
16字口诀”———叠成带状、外长内短、上下封口、外
侧打结。此外，他还学会了夏天遇到烫伤时要用冷
水持续冲洗 20分钟，不乱涂抹。“没想到，坐电梯都
有这么多讲究———不仅要看清电梯门打开再进，如
遇故障，则要按钮求助，拍门呼喊，屈腿贴壁。”胡文
强感到，这堂课自己学到了许多知识，也让暑期生
活远离了电子产品。

今年由市红十字会与团市委合作推出的红十
字生命健康安全教育培训爱心暑托班课程，已覆盖
全市 16个区。 课程的设计都是针对孩子日常容易
遇到的问题，希望通过普及应急救护知识，最大限
度保障孩子们的生命安全和健康。

教会孩子基本的急救知识
日前，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出台《健康中

国行动（2019—2030年）》，明确提出中小学健康促
进行动，把学生健康知识、急救知识，特别是心肺复
苏纳入考试内容，把健康知识、急救知识的掌握程
度和体质健康测试情况作为学校学生评优评先、毕
业考核和升学的重要指标。“考核只是一个手段，绝
不是最终目的，强化中小学生的安全意识，培养他
们的自救互救技能，应当贯穿教育全过程，更需要
家校及社会共同参与。” 市学生活动管理中心卫生
教育部负责人徐新说。

市医疗急救中心与市教委下属学生活动管理
中心合作，今年举办了四期“健康生活、幸福成长”

夏令营， 来自全市近 180名初中一年级师生参与，

收获了知识、乐趣，增长了实践能力。除了学习基本
急救技能之外，学生们还参观了市血液中心，了解
成分血采集，在采血车上体验志愿者工作；在复旦
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学习青春期知识，通过了解生
命孕育过程、新生儿早产儿照护，感受生命的美妙；

在上海中医药大学参观中医药博物馆， 制作香囊、

练习五禽戏，感受中医文化的博大精深。不少学生
感受到，这是一次很有意义的活动，不仅增强了健
康生活意识，还懂得生命来之不易，每个生命都是
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一定要好好爱惜。

在国外，急救技能的普及率相当高。急救从娃
娃抓起，不仅需要教会孩子基本的急救知识，在关
键时刻懂得如何呼救求救、自救互救以及协助成人
参与急救等， 还要提醒学生在没有能力的时候，也
不要盲目施救。

■本报记者 钟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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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征集老照片不容易，它们都是老百姓的珍贵回忆

《哪吒之魔童降世》再掀国漫热潮，《百年国漫大展 Y-COMIC-X？》引发关注

新国漫和传统连环画需“互相守望”

近日上映的《哪吒之魔童降世》成为中国
影史动画电影票房第一，也让“国漫”再度成为
热词。 正日渐兴起的国漫和传统的讽刺漫画、

插图、连环画等能否归为一谈？日前在深圳举
办的《百年国漫大展 Y-COMIC-X？》展览中，将
国漫的源流上溯到《子恺漫画》，并将贺友直、

戴敦邦、施大畏等画家的连环画作品纳入展陈
体系，引发各界关注。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民族文化自信的提升
和优秀作品的不断涌现，中国漫画也到了需从
学理上系统梳理研究、辨明源流的时机，以助
其更好向前发展。

漫画和“小人书”区别在镜头语言
从 1925年的丰子恺漫画、张乐平的《三毛

从军记》、万籁鸣的《猴子捞月》，到连环画泰斗
贺友直的《我自民间来》、中国动画电影代表作
《哪吒闹海》总设计师张仃的水墨手稿、戴敦邦
二十年畅销绘本《红楼梦插图集》……这些作
品作为承载文化记忆、演绎中国故事的经典之
作，早已被美术史所承认，放在任何一座艺术
殿堂中都不会失色。然而，当它们和时下流行
的 《镖人》《一人之下》《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等
新国漫共同展出时，却有了另外一层含义。

《百年国漫大展 Y-COMIC-X？》上，85位中
国漫画家的 400余件漫画作品以时间为线索，

串联起中国漫画初长成、连环画的黄金时代、外
来影响下的新国漫、 国际化与数字化、 独立精
神、漫画与多媒体时代六大章节。为何要将讽刺

漫画、连环画归入国漫体系？展览主办方设计互
联副馆长赵蓉认为， 无论是老一辈艺术家运用
水墨等艺术形式的漫画， 还是如今年轻人的国
际化漫画语言，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并
且坚持作品趣味性。“以图像说话， 在不同时代
连接起人们对于文化的共同感受与记忆。 相比
风格上的变化， 我们更看重漫画作为与观众紧
密联系的艺术形式所体现的时代变迁。”

在上海城市动漫出版传媒有限公司总编、

上海海派连环画中心主任刘亚军看来，连环画
是用连续的画面表现故事，其中单线白描的形
式在历史上最为辉煌、影响力最大，但连环画
不等于“小人书”，用多幅连续形式讲故事的漫
画都可以叫连环画，这也使得传统连环画和新
国漫本没有天然的鸿沟。不过，传统连环画在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步入衰微，视觉表现上的局
限是重要原因之一。“传统连环画不是镜头语
言，而是以中景为主，一镜到底。新国漫运用了
特写、切割等镜头语言，丰富了画面表现力。”

这一特点也在展览中有明显的反映，比如
展览顾问、 中国知名漫画家、 动画导演颜开
1994年起连载的《雪椰》，是在“中国动画 5155

工程”启动之前唯一被中国漫画读者认可的漫
画作品。比较《雪椰》和传统连环画，镜头语言
的运用无疑是一大特色。另一方面，来自西方
和日本的影响同样鲜明。这样的作品也更符合
新一代年轻读者的胃口。

不过，经典的作品总是超越时代的。连环
画泰斗贺友直对镜头语言无师自通，他的《山
乡巨变》中，表现人物喝醉后的景象，视角都是
摇摇晃晃的，也在当时引发轰动。而且，连环画
在构图、细节考证上要求严格，但现在的动漫
作品往往只注重故事节奏， 作者的手上功夫、

文化修养也和老一辈作者差距很大，这使得当
下国漫难以出现真正的艺术精品。

传统连环画从未故步自封
几年前，在一次上海美协组织的连环画创

作项目启动大会上，贺友直提出，“能不能画成
绘本的形式？”这句话让在座的人都大吃一惊。

在他看来，所有的画面、文字都服务于讲故事
和传播，海派连环画将来要往绘本方向努力。

不仅是贺友直，许多传统连环画家都意识
到，随着时代发展，连环画必须与时俱进，在形
式和内容上不断创新和突破。目前，海派连环
画主要有两种探索方向， 一种用镜头语言、条
漫等方式重新表现经典连环画作品，使其更加
适合当下的手机阅读习惯。比如在《鸡毛信》中
加入对话框，给海娃丢失鸡毛信后大惊失色的
脸部表情做特写镜头等。另一种探索则是将连
环画和现在的数字化技术结合，通过 AR、VR、

游戏等方式注入新的活力。

老一代连环画人一直在思考如何跟上时
代，他们从来没有故步自封。比如曾创作《孙子
兵法》等连环画作品的杨德康，近年来一直在
探索如何用连环画的方式讲奥数。为了研究镜
头语言，不会电脑的他把画面复印好，再用剪
刀减下来，一张张地贴出电影感。在探索中，也
有新一辈连环画人对传统的坚守。比如倪春培
创作《淞沪抗战》时，始终用毛笔在宣纸上构
图，尽管硬笔更加省力，但就像贺老等人所坚
持的那样，用毛笔才能画出味道来。

据了解，从去年开始，连环画创作数量呈井
喷状态。 除了在主题出版市场上占有一定分量
外，一些经典题材如《三国演义》等依然受市场
欢迎。

国漫发展需补“造型”短板
在百年国漫大展开幕式上， 中国美术家协

会动漫艺委会副主任、 广东省动漫艺术家协会
主席金城介绍，十年前，漫友杂志社和中国美术
馆合作承办过中国动漫艺术大展， 自己前不久
也和一些漫画家策划过 “中国动漫日本行—从
水墨中来”展览，希望让世界看到中国动漫的水
墨美学。

过去，中国动漫最大的短板是不会讲故事，

从近年来的几部动画电影可以看出， 中国动漫
已经找到了自己讲故事的方式，《哪吒之魔童降
世》的成功也更多在于故事讲得好。但国漫要进
一步发展，还需要补上其他方面的短板。

今年的上海电影节期间重新修复放映了
《大闹天宫》，其中对中国元素的运用，包括张
光宇的人物造型等至今看来仍是难以超越的
经典。包括《哪吒之魔童降世》等许多当下人气
动漫作品在有好故事的同时，人物造型仍有过
于欧美化或日韩风的争议，如何吸收借鉴传统
水墨动漫、 线描连环画等优秀作品的造型语
言，发扬中国学派精神，也是百年国漫大展将
这些作品集聚一堂进行讨论的意义之一。

在另一方面，相比传统连环画，新国漫尚
未被艺术机构所接纳。颜开介绍，针对国漫的
专业性的漫画展览非常少，如今更多是在全国
各地的一些大卖场上看到国漫的身影。但在国
外，优秀漫画家的作品会被放在顶级艺术场馆
中展出。“希望未来具有学术性、艺术性的国漫
展览越来越多，让参展者能够在展览中找到尊
严，从而创作出更加具有艺术水准的作品。”

业内人士认为， 在当下寻找更好的发展，

新国漫和传统连环画需要互相守望。

沪产话剧《原告证人》面试观众

三地同步挑选“陪审团”

本报讯 （记者 诸葛漪）“我是个话剧爱好
者，尤其钟爱推理剧，希望以不一样的方式走
近话剧舞台……”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排练厅
近日热闹起来，这里正在进行《原告证人》陪审
团的现场面试。

《原告证人》是英国著名侦探小说作家阿加
莎·克里斯蒂的代表作。2011年 12月 23日，由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和上海捕鼠器戏剧工作室联
合制作出品的中文版《原告证人》首次与中国观
众见面。自 2011年开始，《原告证人》每年都会
选拔一定数量的观众组成陪审团参与到演出
中。今年《原告证人》的陪审团面试，上海联合南
京和西安，首次进行三地同步面试的尝试。面试
现场，两个大屏幕将南京、西安两地的实时画面
同步直播， 让两地的候选人和上海的候选人一
起，与《原告证人》制作人之一童歆实时交流。

本次陪审团招募，上海、南京、西安三地共
约 500人报名。经过筛选，约 100人入围面试。

入围者中不少人是律师。《原告证人》将于 8月
22日—9月 1日在上海美琪大戏院上演。

新中国第一邮、国庆纪念火花、物资票证……见证新中国70年发展历程

“我爱北京天安门”展广征珍贵藏品

本报讯 （记者 张熠）“我爱北京天
安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图片、实物展昨天向全市市民征集
藏品，不少民间收藏者怀揣火花、报刊
杂志、请柬、书籍、票证等老物件来到市
群艺馆。泛黄的书页、难得一见的纪念
邮票、 市民与天安门的合影等珍贵藏
品，带着深深的时代记忆，见证了新中
国 70年的发展历程。

“国庆”题材收藏热门
一大早，民间收藏家史国庆就将自

己收藏的有关“国庆”题材的藏品带到
了市群艺馆。 他出生于 1958年 9月中
旬，正值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开局之
年，母亲为他起名“国庆”。“这个名字带
有鲜明的时代感， 它是一个特殊的符
号，给了我大半辈子的正能量。”史国庆
的收藏从火柴盒上的火花起步，后来逐
渐扩展到油粮肉鱼票，冰箱彩电、自行
车等各种物资票证。几年前，他收藏到
一套 1959年发行、 以庆祝 “国庆十周
年”为题材的火花，大为欢喜，从此便有意识
地收集“国庆”题材的藏品，包含书报刊、票
证、游园券、火花、戏单、宣传画、邮品、纪念
品 8个系列。“我的名字叫国庆，我的收藏也
和国庆有关，这非常有意义。”

上海民间收藏者郭乃兴是海军退伍军
人， 他的收藏都与解放军的荣誉和成就有
关。1955年 9月 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授衔授勋典礼在北京怀仁堂隆重举行。同
日，国务院举行将官授衔典礼。郭乃兴收集
了不少以刘伯承、聂荣臻、许光达等受衔者
署名的酒会邀请函，它们见证了中国人民解
放军的荣耀时刻。藏品征集会上，他还带来
了国庆纪念章、国庆书签、少年儿童器乐曲
《我爱北京天安门》、通俗科普杂志《我们的
祖国多伟大》等颇具有历史感的藏品。“红色

题材收藏越来越热，这些藏品所承载的历史
文化，可以展示新中国一路走过来的发展变
化。”上海收藏家协会会长吴少华说。

“新中国第一邮”亮相
邮票历来是民间收藏的重点之一。在市

群艺馆的会议桌上，收藏家冯胜带来的纪念
邮票、特种邮票几乎铺满整张桌子。现场能
看到“新中国第一邮”，即 1949年 10月 8日
发行的《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
全体会议》， 这是新中国第一套纪念邮票。

“纪 1”设计精美，印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会徽的宫灯，在天安门城楼前迎风飞舞，

象征着喜庆。 也有新中国第一套国旗邮票，

是由中国人民邮政发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开国一周年纪念》套票，邮票的图案是五星

红旗。“1949 年 10 月至 1955 年 3 月前发
行的邮票， 被集邮界称为旧币值邮票，反
映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经济、文化、外交
等领域的重大成就及重要事件，有很高的
史料价值。”

冯胜等邮票爱好者将收藏整理成册，

并分成 6 大系列。包括“第一”系列、伟大
的祖国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系列、经济建
设系列、保卫世界和平系列及世界名人系
列。 这些邮票中， 有第一套妇女主题邮
票———1953年发行的“庆祝三八国际妇女
节”纪念邮票，第一套以宪法为主题发行
的纪念邮票，第一套“广播体操”纪念邮票
等；也有以治理淮河、建设成渝铁路、建成
玉门炼油厂等事件为主题的邮票。浓缩于
方寸之间的小邮票，展开了一幅新中国 70

年发展历程的瑰丽画卷。

征集市民与天安门合影
除了征集民间藏品外，策展方还发出

“照片征集令”，向上海市民征集普通百姓
与天安门的合影照片及故事。 主办方之
一、 北京朝阳区文化馆馆长徐伟介绍，20

多年前，文化馆曾花了 10年时间，从朝阳
区居民家中收集了以天安门为背景的千
余张老照片，“征集老照片太不容易了，一
开始大家不愿意给，生怕弄丢了，它们都

是老百姓的珍贵回忆。” 此次藏品征集会也是
当年活动的延续。

未能赶到现场的北京摄影师高源通过视
频连线的方式展示了自己的收藏。 他从 1979

年起就在天安门广场为全国各地的百姓拍照，

40年来共拍摄了近 60万张照片。 他见证了天
安门广场每一个细节的改变， 见证了人们着
装、习惯、拍照方式的改变，见证了无数次的天
安门升旗仪式。有父母拍完了，又带着孩子来
找他拍； 也有老人专程从河南步履蹒跚地赶
来，一定要来天安门看看。

“我爱北京天安门”———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周年图片、实物展将于 9月 21日
至 10月 20日在市群艺馆展出，市民可通过上
海市民文化节及文化上海云官网、APP、公众号
选送老照片及藏品。

上海书家作品亮相苏州美术馆

长三角观众都找到共鸣
本报讯 （记者 钟菡）近年来，上海、苏州

两地的文化交流日益增加。“初心·前行———庆
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上海书法名家特展”前
天亮相苏州美术馆。这是上海书法界首次在上
海之外的长三角地区国家美术馆举行高水平
的书法艺术展，也是苏州美术馆今年举办的第
三个和上海合作的交流展。

走进苏州美术馆展厅， 来自上海的 70位
艺术家的作品书体不同，风格各异，内容选自
中国历代典籍、经典。展墙上，每幅作品的文字
出处通过丝网印刷形式的呈现，便于观众了解
背后故事。主厅上悬挂的元四家、明四家仿真
画作与这些书法作品相映成趣，也为展览增加
了江南的人文意蕴。查看相关诗文原作者的生
平介绍也会发现，他们全都来自于江南地区。

“此次展览不只针对苏州本地，而是整个
江南。希望长三角的观众都能在展览中找到共
鸣。”苏州市公共文化中心主任、苏州美术馆馆
长曹俊介绍， 苏州作为吴门书派的发源地，不
乏优秀的书法展览和群众欣赏基础，但上海书
法名家整体展示此前没有过。此次展览将家国
情怀、江南文化和明德廉政结合，也赋予书法
以新的生命和文化意义。8 月 18 日展览结束
后，还将移至上海田子坊展出，希望吸引更多
年轻观众参观。上海书法家协会主席丁申阳认
为，本次特展体现了上海、苏州两座大都市书
法创作和展览资源整合共享的新举措，反映了
上海、苏州长久以来紧密的文化关联。

今年， 苏州和上海的展览合作交流非常
多，苏州美术馆先后与上海合作举办了《江南
意象———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艺术大展》

《三生长忆是江南———海上名家姑苏诗意作品
特展》 大型群展， 接下来将举办的 《寻觅江
南———陆春涛、乐震文双个展》以上海艺术家的
个案做学术探讨，《清芬可挹：两院院士顾诵芬》

展览中同样有大量的文献资料与上海有关。据
介绍，去年底开始，苏州美术馆就在策划以江南
文化为主题的展览， 以文化交流互鉴推动公共
文化服务一体化的进程， 让百姓享受到最好的
文化资源。“很多苏州观众经常会跑去上海看优
秀展览，我们美术馆最近的一系列展览中，上海
来的观众也很多。 现在上海与苏州间高铁只要
25分钟，已经进入同城化。文化更应该进入同
城化。在长三角文化中上海是龙头，作为公立美
术机构，我们主动对接上海，将来也希望推动策
划苏州艺术家去上海交流。”

另一方面，苏州与上海文化交流也不约而
同集聚在“江南”主题下。苏州美术馆策划以江
南文化为主题的展览，是大数据分析出观众喜
好的结果，也是一种共同的文化诉求。

暑假，不一样的“补课”

■本报记者 许沁

新中国第一套纪念邮票。 （资料）

雪糕搬运工的一天
大夏天穿棉衣上班、－20℃的冷库、每人每

天搬运三万片雪糕、每工作半小时可以休息一
刻钟……“钟薛高”成为天猫平台增速第一的
雪糕品牌后，曾为电线厂工人的徐利祥当了雪
糕搬运工，每月收入涨到万元出头。看着夏季
雪糕的销售量节节攀升，像徐利祥这样工作在
“冰天雪地”中的一线工人，享受着他们的“甜
蜜事业”。 本报记者 海沙尔 摄

图片新闻

搬运工徐利祥一天要搬运三万片雪糕。

工作人员对不同批次雪糕货品进行抽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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