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因斯坦特展举办科学家讲堂

从有教育功能的游戏中学科学
本报讯 （记者 龚洁芸）为纪念爱因斯坦诞辰

140周年，由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授权的“爱因斯坦
的异想世界”特展正在上海举办。著名的能量守恒
定理 E=MC2、广义相对论手稿、诺贝尔奖章等众多
珍贵展品一一亮相，为科学爱好者们呈现一场科普
盛会。昨天，一场名为“游戏让科学更有趣，爱因斯
坦如何玩转科学”为主题的科学家讲堂在爱因斯坦
特展中举行， 中国科学院大学理论物理博士吴宝
俊、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研究所副教授李晟、中国
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方在庆等，与游戏
《我的世界》 开发团队 MC部落共同展开一场精彩
的头脑风暴。

在现场，专家学者针对爱因斯坦的经典理论进
行了介绍和分享，而在科学和游戏的关系上，如何
正确地运用游戏来学习科学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

专家们在讨论中与大家分享了自己对于寓教于乐
的思考。在圆桌会现场，吴宝俊认为：“游戏是让科
学更有趣的方式，如何调动年轻人的积极性，用年
轻人乐于接受的方式对其进行科学普及，是一个值
得深思的问题。”随着智能设备的广泛普及，毫无疑
问，对“爱玩”的年轻一代而言，游戏已成为日常生
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用这种年轻人喜闻乐见的
方式让同学们了解与学习到科学知识，那么游戏也
能成为科普的有效且重要的途径之一。

现场观众的互动提问也十分热烈，他们对会议
上的内容做出了进一步的延展与探讨，提出了“游
戏对科普的作用”“如何改变父母对游戏的刻板印
象”“游戏怎样更好承担文化传播的责任”等具有广
泛社会意义的问题。现场嘉宾们耐心地阐释了自己
的观点。 关于 “父母该如何对待孩子玩游戏的行
为”，嘉宾们提出，玩是孩子的天性，要顺势而为，引
导他们去接触好的、 具有一定教育功能的游戏，让
他们从中收获快乐、学到知识。

今日看点“好的作品是我们献给祖国最好的礼物！”

60余场艺术之声响彻沪上各大商圈
让消费者感受喜庆热烈的城市文化氛围

本报讯 （记者 诸葛漪）为庆祝新中国成
立 70周年，“上海艺术商圈”以“歌声飞扬、欢
乐国庆” 为主题， 举办专场演出和活动 60余
场，让消费者感受喜庆热烈的城市文化氛围。

在黄浦区香港广场，全国乒乓文化巡展正
在展出。浦东新区世纪汇广场的光影艺术大赏
通过对中国文化的创意新演绎，增强人们对中
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同感。

金桥国际商场在“十一”特别推出金秋游

园会，首次尝试沉浸式演出，以整体展、演融合
的方式，通过情景小故事、场景体验、演员互
动，为市民呈现海派风情。

在杨浦区君欣时代广场，上海艺幕文化的
小演员带来经典音乐剧片段串烧，体现当代艺
术教育对孩子们产生的积极向上的改变。杨浦
区上海悠方商场将迎来“歌声飘过三十年———

中外电影金曲及经典歌曲视听演唱会”，5位实
力歌手以不同的演唱、表演形式来歌颂祖国。

上话微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发布
近百位话剧人参演抒发对祖国的热爱

本报讯 （记者 诸葛漪）上海话剧艺术
中心策划拍摄的献礼微电影 《我和我的祖
国》昨天对外发布。微电影围绕新中国成立
70周年这一主题，利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平
台资源，邀请知名演员、普通观众等唱响“我
和我的祖国”时代赞歌。老中青三代近百位
上话人，把对祖国的热爱娓娓道来。

微电影以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为核心，选
取上话检票大厅、艺术剧院，安福路、武康

路、高邮路、复兴西路等多个周边街区为故
事发生地点，打破传统的快闪方式，通过剧
情来描绘人们在《我和我的祖国》旋律感染
下的平凡生活。微电影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青年导演何念执导， 老中青三代演员郑毓
芝、杨绍林、朱茵、王一楠、杨皓宇、贺坪、田
水、任山、张璐及《追梦云天》剧组、《原野》剧
组和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全体党员加盟，并特
邀 200多位会员观众参与。

一部部经典作品国庆长假集中上演，上海文艺工作者以精彩演出和最新创作庆祝新中国70华诞

红色精品闪耀申城舞台抒写爱国情怀
■本报记者 诸葛漪

“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英雄。

只要你在自己的岗位坚守、付出，在
生活中发光发热，你就是为国家、为
社会作出贡献的英雄。”昨天，上海
民族乐团民族交响史诗《英雄》中国
创世神话主题音乐会在上海大剧院
上演，上海民族乐团团长罗小慈说，

“好的作品是我们献给祖国最好的
礼物！”今年国庆长假，申城舞台文
艺工作者以一部部红色精品闪耀舞
台抒写爱国情怀。

在历史长河中继往开来
《英雄》去年首演，今年入选文

旅部 2019 年 “时代交响———中国
交响音乐作品创作扶持计划”。在
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之际， 乐团再
次上演《英雄》，伴随音乐展开，在
舞台大屏幕中，一位位上古英雄呈
现出当代新面貌，当代神农、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当代嫦娥、女航天员刘洋，当代后
羿、排雷英雄杜富国……他们的声音和形象
带领观众重温感人至深的英雄精神。 此次，

上海民族乐团大胆启用年轻人，从作曲李博
禅、指挥姚申申、独奏张佳伟、唐一雯、陈昀
颖和闫晋龙到音乐会的策划、 执行制作、舞
台设计、导演等都是 80后、90后，这群饱含
热情的年轻人以自己的感悟诠释传承千年
的英雄精神。

“我要把最美的歌儿献给你”“我要把美
好的青春献给你”，改革开放之初，一首传遍
大江南北的《我爱你中国》，唱出中华儿女对
祖国母亲这份真挚而浓烈的眷恋与热爱。今
晚，由上海歌剧院特别策划的“我爱你中国”

交响合唱音乐会亮相东方艺术中心。 选择曲
目的创作年份从上世纪30年代的 《黄河大合
唱》横跨到21世纪原创歌曲《跟你走》、上海歌
剧院的原创歌剧《晨钟》选段。不同时期的代
表作回顾新中国的发展与几代人的成长，在
耳熟能详的亲切乐声、歌声中为新中国庆生。

经典与新创“比翼齐飞”

今晚，上海京剧院“我和我的祖国”主题
演唱会在上海城市剧院登场， 为 2019国庆
档演出季拉开帷幕。

今天至 10月 6日， 上海京剧院众名家
新秀将在上海城市剧院连续献上 7台演出。

10月 3日《智取威虎山》独具意义，上海京剧
院六位“杨子荣”何澍、李军、傅希如、蓝天、

吴响军、 赵宏运将同台亮相。《智取威虎山》

自 1958年首演以来， 历经无数次修改和打
磨，成为上海京剧院经典保留剧目。今年初，

上京再度将两位优秀青年演员吴响军、赵宏
运培养为第 7代“杨子荣”。10月 6日，根据
刘和平同名小说改编创作的 《北平无战事》

上演，由麒派名家陈少云领衔，讲述中共地
下党员谢培东、方孟敖等为了北平古城的和
平解放舍生忘死与敌人周旋，终于迎来革命
胜利的故事。

经典魅力跨越时空，《智取威虎山》是上
海京剧院看家戏，《芦荡火种》则是上海沪剧

院传家宝。机智干练的阿庆嫂、铁骨铮铮的沙
老太、智勇双全的郭建光、阴险狡猾的刁德一、

草包司令胡传奎……一个个艺术形象生动传
神。半个多世纪，由 5代沪剧人传承的《芦荡火
种》，至今演出 700 余场，观众人数近百万人。

今天，《芦荡火种》由上海沪剧院著名沪剧演员
程臻、钱思剑、李建华、徐蓉、凌月刚、金玉明等
共同出演，在美琪大戏院再现经典。

传承经典，不忘创新。上海评弹团今天在
兰心大戏院迎来原创中篇评弹《初心》首演。作
品以《共产党宣言》保护者、中共早期党员张人
亚保护党章和党的重要文献的感人故事为主
线，展现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追求真理、不
怕牺牲、一往无前的精神，同样汇集评弹团老
中青三代精英。

文化地标记录红色理想
“十一”期间，众多新兴文化地标场馆奉献

连台红色原创，均为近年力作。作为上海音乐
学院献礼新中国 70周年作品，《春上海 1949》

10月 1日至 3日在新落成的上音歌剧院公演。

该剧由上音与虹口区委宣传部结合
“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而创作，

以虹口继光高级中学 （原麦伦中学）

真人真事为原型，讲述在黎明前黑暗
时刻， 虹口高中学生不畏白色恐怖，

为迎向光明，做出令人惊叹的英雄之
举的故事。 剧中人物原型、88岁高龄
的中共地下斗争老同志陈一心对《春
上海 1949》的思想性、真实性、艺术性
给予充分肯定。

《黄河》《永不消逝的电波》等主
旋律题材作品将作为上海国际舞蹈
中心 3周年庆系列活动的“献礼共和
国 70 华诞”板块，为共和国 70 华诞
送上祝福。《黄河》对国标舞、中国舞
的舞蹈元素进行拆分、 糅合与重组，

表达新时代中华儿女昂扬向上的精
神气质。《永不消逝的电波》自在上海
国际舞蹈中心首演后便广受好评，从
“文华大奖”到“五个一工程”，屡获殊
荣，成为新时代的红色经典。

10月 4日、5日， 以国歌为主题的上海歌
剧院大型原创音乐剧 《国之当歌》 受邀作为
2019年浦东文化艺术节开幕庆典之一，亮相上
海东方艺术中心歌剧厅。该剧讲述聂耳与田汉
从相识到共同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故事，从
2012年聂耳诞辰 100周年首演起，历经数年不
断打磨出新。

一边演着《国之当歌》，上海歌剧院新剧开
排如火如荼，国庆无休。10月 5日，文化和旅游
部 2019年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重点扶
持剧目《田汉》主创团队将齐聚上海，启动排
练。此剧力邀作曲家吴粤北、编剧盛和煜、导演
张曼君携手打造，通过人物传记的形式生动谱
写中国现代戏剧奠基人之一田汉传奇奋斗的
人生。

“大家不断在剧场和排练场穿梭，非常辛
苦，但作为文艺工作者能身体力行，以精彩演
出和最新创作，共同谱写热爱党、热爱祖国、热
爱人民的礼赞诗篇，向祖国母亲献礼，感到无
比幸福和光荣。”上海歌剧院党委书记、常务副
院长范建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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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海民族乐团民族交响史诗《英雄》中国创世神话主题音乐会演出现场。 本报记者 蒋迪雯 摄

外滩1号展出50件齐白石佳作

零距离欣赏灵动的“白石虾”

本报讯 （记者 钟菡 实习生 曹赟娴）由上海
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天协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中国对外艺术展览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世世
太平———齐白石精品大展”昨日在上海久事国际艺
术中心开幕。 此次展览共展出齐白石 50件精品杰
作，涵盖了花鸟、山水、人物、瓜果、虫鱼，以及大众
喜闻乐见的“白石虾”等众多题材，皆为齐白石艺术
创作高峰的晚年时期作品。部分齐白石作品是第一
次在国内公开亮相，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齐白石在
上海的首次个展。

齐白石主张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自成一
种写意风格。本次展览名称“世世太平”除了有向新
中国七十华诞献礼的寓意外，还来自于一张齐白石
的同名作品。1952年，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在北京召开，齐白石时年 90岁，他以柿子、苹果与
鸽子为题材创作了《世世太平》。柿子与“世”字同
音，苹果与“平”字谐音，鸽子象征和平，画面诙谐有
趣，充满了齐白石在饱经沧桑后对身处和平盛世的
喜悦及祝福之情。

展览中可看到齐白石的一系列“虾”为主题的
作品，如《虾蟹图》等。上海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兼
秘书长陈琪介绍，《虾蟹图》 是齐白石的代表作，虾
身用深浅不一的墨色来表现出动感和透明感，虾须
纤细灵动，也有游动的感觉，并且是悬腕画出来的，

可见技艺之深。此外，如《松鼠图》、《春雨》、《孵蛋
图》等作品在齐白石画集中也是非常少见的。

此次展览的展馆位于外滩 1 号的久事国际艺
术中心内，也是该展览场地的首次使用。本次展览
将持续至 2020年 1月 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