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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银行“温度”

泰隆银行上海分行开展中秋节活动
中秋节期间， 泰隆银行上海分行 27家营业网点通过开

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为泰隆客户和周边居民带来不一样
的佳节体验。

9月 11日至 9月 13日， 每一位走进泰隆营业大厅的客
户都会收到来自网点工作人员送出的月饼和中秋节祝福。伴
随着一盒盒的月饼、一句句的祝福，整个营业厅也洋溢着温
暖的味道。

在营业厅周边，泰隆银行的工作人员还走出厅堂、走上
大街，为身边的环卫工人、社区居民等群体送上节日祝福。周
浦支行、莘庄支行、闸北支行等网点走进当地社区，为社区老
人送上中秋祝福；浦东支行联合周边居委举办“请中秋、迎国
庆”文娱汇演活动，与社区老人共庆佳节；闵行支行、嘉定支
行、曹安支行等其他支行通过爱心义诊、月饼 DIY等活动与
周边居民共度中秋。

据泰隆银行相关人员介绍，泰隆不仅要做一家服务小微
的好银行，也朝着社区化发展，通过提升服务为银行网点周
边客户创造一个更便捷、更舒适的金融消费和体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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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风采———上海现实题材美术作品展览”今在中华艺术宫开幕，超七成作品首次亮相

“上海精神”在艺术家手里变得具象
■本报记者 钟菡

历经两年多辛勤创作，呈现上海美术家创
作成果的“时代风采———上海现实题材美术作
品展览”今天在中华艺术宫开幕，向新中国诞
辰 70周年献礼。此次展出的 170余件中国画、

油画、版画、雕塑作品以及相关的构思草图、创
作中稿等绝大部分是“时代风采———上海现实
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签约作品，也有一部分
是中华艺术宫的收藏作品，这些作品 70%以上
是第一次亮相。 在展览中有哪些精彩亮点，背
后有哪些故事？记者昨天进入展厅一探究竟。

阅读展览，请从右边开始
走进中华艺术宫，工作人员首先把记者引

向右边的展厅， 那里是展览的序厅。“工程”领
导小组办公室成员杨奇介绍，此次展览有一个
相对完整的动线，观众从序厅开始，沿着“城市
使命”“城市精神”“城市生活” 等三个不同篇
章， 逐步参观艺术家笔下的上海科技创新成
果、上海对外交流发展和城市新高度、一系列
温暖民生举措等。

中间大厅的几件作品有着特别寓意。徐增
英的版画《上天入地》以 800厘米×480厘米的
巨大尺幅表现虹桥综合交通枢纽， 体现出上海
在城市交通建设的国际一流水准。 蒋铁骊的雕
塑《我们夺冠了！》形象地将上海运动员鲜花与
掌声背后的汗水、泪水浓缩成一座纪念碑，展示
的是上海精神。杜海军的《中国智造的“国家名
片”》画了“复兴号”在京沪高铁线上双线首发，

代表的是上海速度。汪家芳的《“南大”蝶变》讲
述上海宝山顾村改革开放以来巨大变化下的生
机活力，呈现的是上海城市变迁。潘蘅生的《时
代楷模》表现了于漪、包起帆、邹碧华、谢晋四位
上海“改革先锋”，向上海先锋者致敬。

尽管主要作品是讲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故
事，但在序厅的开头却是丁筱芳创作的《丝绸之
路上的上海》。 作品以宋代的青龙镇为背景，作
为展览的引子， 它呼应了上海青龙镇考古的重
要成就，也在和上海的悠久历史发生勾连。

作品草图，体现创作艰辛
展览的大部分作品旁都有草图、小稿、中稿

等，有的甚至多达五六幅，这些“未完”作品让观
众了解作品从构思到完成的过程， 以及各稿之
间的区别。“我们想呈现给观众的是， 艺术创作
是经历过各种反复的， 从中可以看到作品随着
体验生活的深入逐渐走向成熟。”“工程”领导小
组办公室成员沈雪江说。

“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
和”，是上海当代城市精神，可是当它成为艺术
表现的主题时，却是一个大大的难题。为了用
具象的雕塑表达这一抽象主题，雕塑家杨冬白

的创作经历可谓一波三折。第一稿他创作了城
市山水，专家评审未能通过；第二稿做了高架
彩虹，仍旧推翻……一直废了四五稿，杨冬白
终于另辟蹊径，以浦东陆家嘴建筑群的典型造
型作为核心表现对象，用不锈钢分层切片结构
表现。最终的作品形成了虚实相应的呼吸感与
形式意义，既蓬勃大气，又富有迷人魅力。

这项“工程”由解放日报社提供选题，这些
选题大都针对当下重要新闻事件，并非各个都
有画面感，对于艺术家而言，如何用“解题”创
作是一种考验。“其实选题只是提示，艺术家可
以无限发挥。”沈雪江介绍，以往现实题材主题
性创作很容易“千人一面”，但此次“工程”的一

大亮点是彰显艺术家个性，倡导艺术家通过画
面形式、 色彩展现自己的艺术修养和面貌。比
如施晓頡的《繁星点点———记洋山无人港码头
建设者们》表现洋山全自动化码头，却没有画
建成后的码头风景， 而是背后的建设者们。作
品选取夜晚即将到来的时刻，画面中既有仍然
抓紧工作者，又有弹吉他的人和试图触摸云朵
的人，这种对无论身在何处、仍不忘生活诗意
的建设者们的展现角度让人耳目一新。

践行“深扎”，作品就是例证
一遍遍修改，不断推倒重来的过程，也是

艺术家不断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过程。

为了画《世界首例克隆猴在上海诞生》，韩
硕多次去昆山写生、现场交流，从科研人员到清
洁工都成了好朋友。林森的雕塑《市民有了露天
健身房》 展现的是以运动为主题的体育休闲公
园。第一稿，他做了几位时尚靓丽的青年男女，

尽管精致唯美，却给人一种“都市偶像剧”里的
虚浮感，不够接地气。和专家组几经讨论后，艺
术家走进现场感受真实， 最终的作品把俊男靓
女改成了隔壁的大爷大妈， 打网球变成了使用
普通的健身器械， 在做腿部拉伸的大爷身边放
一个老年人常用的拉杆箱，作品一下子“活”了。

“我们要求所有艺术家都要深入生活，根
据选题到所在地区写生、蹲点，很多艺术家都是
反复去现场体验。”沈雪江说，“工程”领导小组
办公室成员为艺术家下生活做联络员， 每人负
责几个艺术家，帮助他们筛选适合采风的场所。

“很多艺术家深入生活概念比较弱，但离开熟悉
的画室，更能刺激创作的灵感。必须走出去，到
生活中，才能有发现。”

这次展览也是上海美术界的一次集体亮
相，展示出上海美术界现实主义题材创作的总
体水平。“工程”领导小组成员谭曙表示，这次
展览让人感受到上海的面貌、 上海的画风，以
及上海艺术家的可爱。“他们不计名利，深入生
活，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作为主角。这是上海
美术界对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的献礼， 也是践
行‘深扎’的最好例证。”

今日看点提早 1.5小时检票、开出 4个入场通道，进行实名验票

上海大剧院试点全场实名购票、实名入场

人气话剧《德龄与慈禧》尝鲜
本报讯 （记者 诸葛漪）今天，由卢燕、

濮存昕、江珊、黄慧慈、郑云龙等主演的人气
话剧《德龄与慈禧》将拉开上海场一连七场
的演出序幕。这部集结“钻石剧本，黄金班
底”的作品一经宣布，就引起很高的话题度。

面对票房市场的高需求，响应上海市文旅局
规范演出市场的举措，上海大剧院率先尝试
《德龄与慈禧》上海场演出全场实名购票、核
对身份实名入场的举措。

“人、证、票”一致方可入场
“很多票务系统可以做到实名购票，但措

施能否落地最终取决于是否实名入场。”上海
大剧院总经理张笑丁透露，《德龄与慈禧》将
提早 1.5小时进行检票， 在大剧院正门口广
场开出 4个入场通道，进行实名验票。

话剧《德龄与慈禧》是著名编剧何冀平
创作于 1998年的话剧作品。 该剧讲述十九
世纪末，受西方教育的清朝宗室格格德龄郡

主来到重门深锁的紫禁城。她面对身处深宫
对现实世界颇为陌生又渴望了解的慈禧和
光绪、一群争风斗气的后宫眷属，用自己的
智慧、真诚点亮了慈禧的曙色韶光。一老一
少一尊一卑，她们相悖相惜，引发一段可笑
又可悲的故事。

《德龄与慈禧》首轮开票采取线下贵宾
会员优先购买，线上平台分批开票的形式。8

月 11日上午，在大剧院票务中心，首位通过
贵宾会员优先通道成功购票的观众购得 1

排 1座的佳位。8月 12日上午， 上海大剧院
官网、大麦网、猫眼演出三大线上平台分批
开票。响应观众热切需求，9月 7日于线下开
售热门场次加座，9月 12日于线上加开 9月
20日下午场。不论线上线下，每张有效身份
证每场限购一张票，每人每场至多可持两张
有效身份证购买两张票。

购票成功后，观演人证件号码被标注在
演出票上。9月 18日至 9月 22 日 7 场演出

当天， 观众需要同时
出示票面所标注的本
人有效身份证和标注
相应身份证号码的演
出票，“人、证、票”三
者核验一致， 方可入
场观看，打击“黄牛”

倒卖， 让演出票真正
拿在观众手里。

未来还将尝试人脸识别入场
实名购票对上海大剧院来说并不陌生。此

前，上海大剧院大剧场及中剧场对外售票的每
场演出都会划定一定比例的公益票，采取实名
购票的方式， 于演出当天在票房窗口公开销
售。检票时，购票观众需同时出示票面标注号
码的有效身份证，对号一致，方可入场。但像此
次《德龄与慈禧》实施全场实名购票并核对身
份信息入场， 对上海大剧院来说尚属首次。考

虑到实名购票、实名入场，对部分提早订了票
却临时因个人原因无法到现场观看的观众，大
剧院提供了一次集中退票的机会。实际效果显
示，上海大剧院针对《德龄与慈禧》的一系列售
票方案和举措，对打击“黄牛”收效很大，不少
观众在微博、微信平台为实名购票点赞。

今后，大剧院将在本次实名购票的经验基
础上，进一步完善购票细则，在后续的热门演
出中推出相应实名机制。同时进一步提升检票
效率，未来还将尝试无纸化或人脸识别入场。

因客场进球数劣势无缘四强

上海上港告别亚冠赛场
本报讯 （记者 陈华）日本琦玉的 2002世界杯

体育场，再次成为上港将士的伤心地。尽管中国上海
上港队昨晚以 1比 1逼平日本劲旅浦和红钻， 但还
是因两回合客场进球数劣势，无缘晋级亚冠四强。

作为中超曾经唯一三线作战的球队，上港选择
了平均用力。 赛季初俱乐部放走了主力前锋武磊，

然后依旧零引援，球队板凳深度严重不够。间歇期，

上港队更放走了进球最多的外援埃尔克森，但引进
的新中锋阿瑙托维奇明显水土不服。 整个夏季，上
港队明显开始走下坡路，最近 8场只赢了 1场。

征战琦玉客场，上港队开场后踢得很主动。然而
主力后腰杨世元上半场严重受伤离场， 打乱了球队
部署，浦和红钻利用传中率先进球。下半场，上港主
帅佩雷拉改变阵型，于海传中助攻队友王燊超破门，

比分扳平为 1比 1。整场比赛，上港队都处于劣势，

控球时间比浦和红钻少了 10个百分点，射门数以 6

比 18落后。自 2015赛季征战亚冠以来，上港队每年
都能杀出小组赛，目前的最好成绩是亚冠四强。

连续两年零引援，让上港队的整体实力严重下
滑，武磊、埃尔克森离开后，球队技战术打法完全被
打散，主教练佩雷拉虽用尽全力，但巧妇难为无米
之炊。在止步亚冠联赛、足协杯后，上港队在中超落
后领头羊恒大 6分，夺冠希望渺茫。

通过中国传统体育竞赛项目凝聚员工

龙舟竞渡在江南造船厂自家“护厂河”
本报讯（记者

姚勤毅）2019年上
海城市业余联赛
市民龙舟赛暨首
届 “江南看舰杯”

龙舟赛前天激情
开桨，来自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各部门的 18支代表队、464名运
动员，在自家“护厂河”展开一场别开
生面的较量。

“两个月前报名通知一出，全厂
立刻炸开了锅，大家报名太踊跃了！”

江南造船工会副主席倪倪说，为丰富

员工业余文化生活，企业每年都会组织
拔河赛、足球赛等活动，但举办企业龙
舟赛还是第一次，“每队规定要配有 20

名桨手、一名领队和一名鼓手。有的部
门因为人少凑不齐一支队伍，就和其他
部门组成联队参赛。”

划龙舟作为一项集专业技巧与团
体协作于一身的体育运动，对于队伍的
综合素质要求非常高，参赛各支队伍的
所有队员皆为零基础， 比赛的挑战巨
大。“我们专门请来上海龙舟协会的专
业教练到厂里，给参赛队员们进行为期
10天的高强度集中训练。” 每一堂训练

课要 1.5小时， 参赛队员们不惧盛夏的
似火骄阳进行艰苦训练，比赛当天收获
成果。在大赛项目公开组 22人龙舟 200

米直道竞速赛中，所有参赛队划得有模
有样，总装二部代表队成为赢家。

“在 154 年的历史长河中，几代江
南人用忠诚和坚韧铸就 ‘爱国奉献、求
实创新、自强不息、打造一流’的江南精
神。龙舟作为中国最传统的体育竞赛项
目，‘同舟共济、同心同德、团结拼搏、奋
勇争先’的龙舟精神，是当代企业文化
的最佳体现，与江南精神契合。”企业相
关负责人表示。

施晓頡作品《繁星点点———记洋山无人港码头建设者们》 （资料）

话剧《德龄与慈禧》剧照。 石榴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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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杨子 实习生
张逸雯 通讯员 金平）“老年相关
眼底病如老年性黄斑变性患者需
要长期接受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抗 VEGF）治疗，然而在门诊中，只
有不到 20%的患者会坚持随访与
治疗。” 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举
行的“点亮夕阳”公益关爱老人眼
健康项目启动会议上，上海市第一
人民医院副院长、眼科临床医学中
心常务副主任孙晓东再次强调：老
年眼底病的治疗，“坚持”是关键。

老年相关眼底病如老年性黄斑
变性影响的是视网膜神经组织，因
其难可逆、高致盲的特性，曾被眼科
界公认为最难治疗的疾病之一。随
着抗 VEGF治疗成为治疗湿性老年
黄斑变性的一线治疗方案， 患者的
病情进展和视力减退均能得到控
制，抗 VEGF治疗因此在 2006年被
《科学》杂志评为当年世界十大科技
突破。 市一医院眼科是国内最早一
批开展该疗法的机构， 约六成至八
成的患者在接受规范化治疗后能够
得到较好控制。“然而， 我国每年新
发眼底病患者中能接受抗 VEGF规
范化治疗的患者比例不到 10%，失
访率却高达 80%。” 孙晓东说，“黄
斑变性往往是需要长期甚至终生治
疗的， 但实际上许多患者来看了几
次门诊之后就不来了，也联系不上，

十分可惜。”

今年 5月，市一医院正式获批
为“国家眼部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
心”依托单位，致力于在致盲性眼病诊治临床研究、

致盲性眼病防治及成果转化方面在全国起到标杆
示范作用。“以抗 VEGF药物为例，目前大部分药物
都是进口的，近几年我国正在研发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国产新药，其中有已经上市的，也有正在开展临
床试验的。”近年来，市一医院获批成为科技部重大
新药创制的“新药临床评价平台”，同时正在牵头国
家科技部“十三五”重大科技专项“治疗眼底病 1类
新药重组全人源抗 VEGF-抗补体双特异性抗体的
临床及产业化研究”项目。孙晓东透露，“如果能取
得突破，这将是中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球首
个同时具有抗 VEGF 和抗炎效果治疗湿性年龄相
关性黄斑变性（wAMD）的双特异性抗体类新药。”

据悉，此次市一医院与上海永达公益基金会共
同启动的“点亮夕阳”公益项目将在3年内投入1000

万元人民币，用以定向资助老年性眼底病、白内障、

遗传性眼病等致盲性眼病贫困患者的治疗、 手术和
基因筛查，使患者不因经济问题而放弃治疗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