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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假期扬州衢州开放政府食堂与停车场之后，“平时文章”怎么做？

好事做好
小事做久

■本报记者 孔令君

这个国庆节假期，江苏扬州和浙江衢州
向游客开放了一批政府机关的食堂和停车
场，又火了一把，“上了热搜”。

某种程度上，这已经是“旧闻”了。今年
清明和五一假期， 本报记者分别探访了扬
州、衢州的政府食堂和停车场，率先体验了
一把对游客开放的便利。两座城市之间还互
相学习。在五一假期前不久，衢州主要领导
在工作群里转发了扬州市政府向游客开放
食堂的新闻，并认为值得学习借鉴，随后便
迅速实施； 在开放机关大院停车场方面，衢
州则领先一步，早在去年年初就在非工作日
免费对外开放。

“推倒大院围墙”，一件小事让扬州和衢

州城市形象添彩不少。但经过清明、五一两
次假期的“反复夸奖”之后，是否应该更进一
步，多做一点。比如，长三角其他城市，能否
复制推广？不能复制的原因是什么？能否创
新突破，自我加压？重要假期之外，能否再多
做做“平时文章”？

关于停车这件事，一些地方的新做法值
得一提———

苏州太仓市的璜泾镇长洲村， 是太仓
到海门汽渡的必经之路。每逢节假日，苏通
大桥上车多拥堵已成寻常事，不少客、货便
要走汽渡。不过汽渡也经常排长队，沿路还
没有服务区或者休息站， 怎么办？ 今年十
一， 长洲村把距离汽渡不过 500 米的村委
会议室建成临时休息站，安排志愿者，免费
提供开水、充电器、杂志，司机们还能上厕

所，村里的卫生服务中心也能派上用场，很
“暖心”。

在温州乐清市，半年前，交警大队首先
把内部停车场“让”了出来，提供给附近居
民夜间停车，缓解当地“停车难”。经过数个
月的试水，临时停车证不断增多，附近市民
反馈热烈： 夜里把车停在交警队， 不仅免
费，还安全。此举缘起，是一位乐清市政协
委员“揭短”，用照片对比了乐清市人民医
院停车场和周边某机关单位停车场， 前者
车满为患，后者空空荡荡。于是交警队“自
讨苦吃” 地在夜间和节假日开放了内部停
车场。如今，当地梳理出十多家机关企事业
单位，预计能“让”出 1300 多个内部停车
位。与乐清类似，绍兴中心城区今年 9 月推
出行政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停车泊位共享

方案，将错时开放 1094 个车位，周边居民
申请拿证后， 可在工作日夜间和节假日免
费使用。

从这个角度看， 扬州和衢州率先了一
把，但又很快“落伍”了。政府部门如何展现
更大的诚意倾听民意、服务群众，这是一个
“永无止境”的课题。在一年内几个重要节假
日把食堂和停车场开放给游客， 还远远不
够，能把这些好事做好、小事做久才是关键。

这需要建立长效机制， 解决一系列细节问
题。比如政府的“平价”食堂与社会饭馆如何
错位竞争，机关大院的停车位虽然免费但服
务管理水平能否跟上，对外开放是否对单位
办公有安全隐患等等。

不过当下，更多城市要面对的，也许是
网民们对自家城市“赶紧推广”的呼声。

巴城不满足于 “上海人
来吃大闸蟹”，还立志于打造
“昆曲小镇”

“非遗”集聚地
如何更“有戏”？

■本报记者 孔令君

又是一年重阳节。重阳节也是敬老日，如何
举办让老人们乐在其中，又能让举办地“名利双
收”的活动？苏州昆山市巴城镇的昆曲“会演”是
一种好探索。10月 6日晚，重阳曲会在巴城开幕，

从 10月 6日持续至 10月 8日， 近 40名昆曲研
究学者、 昆曲表演艺术家以及海内外 50多家昆
曲曲社的昆曲爱好者齐聚巴城，共同探究昆曲渊
源，研讨昆曲文化。

对上海人而言，巴城也许不仅仅是每年秋风
起时去吃大闸蟹之处，它还立志于打造“昆曲小
镇”。

今年夏天，昆山举办第二届“百戏盛典”，其
中一个“副产品”便是在巴城开工建设戏曲百戏
博物馆。去年以来，昆山就开始收集各剧种的实
物、文字、图片、影像等资料，还计划在百戏博物
馆周边的巴城正仪老街上，打造各类戏曲小馆和
戏曲传习所。昆山至今举办过两届百戏盛典共有
200多个剧团捐赠了 3300多件（套）资料物品，今
后将作为藏品收入戏曲百戏博物馆。该博物馆建
成后，将作为全国唯一收集齐全 348个剧种资料
的戏曲博物馆。

打造戏曲文化重镇，要不断举办相关活动打
造口碑，“昆曲+”能加出什么？这也是长三角诸多
特色小镇塑造自身形象过程中共同关注的话题。

这些年，巴城先后成立俞玖林工作室、“一旦
有戏”顾卫英工作室等 8 个昆曲社团组织，举办
阳澄曲叙、重阳曲会、紫金京昆艺术节少儿昆曲
大赛等重量级昆曲文化活动 24场， 开展各类昆
曲主题讲座、演出、拍曲等活动 200多场次。不仅
如此，巴城还创作整理了《图说昆曲小镇》、《昆剧
传字辈年谱》等 20余部著作，创作出版《昆腔缘
起》、《水磨新声》、《开山之作》 昆曲三部曲连环
画，出品昆曲手绘动漫《昆曲那些事儿》系列普及
视频。2017年起， 巴城还把富有教育警示意义的
昆剧折子戏融入党员冬训，有针对性地开展“昆
曲助训”党员教育活动 6 场，并在此基础上创建
“昆韵曲红”党建特色品牌，使昆曲艺术“润物细
无声”地进入寻常百姓家。

“昆曲小镇”自然有戏可看。在去年重阳曲会
开幕式上，“中国昆剧院团联盟演出基地” 揭牌，

在巴城老街戏院可以欣赏到国内 8 大昆剧院团
的精彩节目。 这里还兼具培育昆曲人才的功能，

石牌中心校小梅花戏曲团成立 19年来， 累计培
训昆曲学员超千人，2008年被授予 “中国戏剧家
协会首家小梅花培训基地”。 巴城籍昆曲演员俞
玖林、顾卫英，近年来回到巴城反哺家乡戏曲教
育。2018年，巴城成为“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
校生源基地”。

600多年前，“玉山雅集” 为昆曲的形成和发
展奠定坚实基础。 作为百戏之祖昆曲的发源地，

“经济的昆山”必然需要向“生态的昆山”、最终向
“文化的昆山”转变。昆山要打造戏曲胜地，打造
“昆山有戏” 的文旅品牌， 未来还要努力还戏于
民，为推动中国戏曲的传承和发展做出新的更大
贡献。

打文化品牌，贵在坚持。“有戏”的不仅是昆
山，绍兴是“越剧故乡”，安徽以黄梅戏出名，苏浙
沪皖还有一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乌镇年年举办
“国际戏剧节”……长三角能联合打造的“牌子”

还很多，坚持之外，也许还需要多一些想象力。

是展现更大诚意服务群众的关键

长三角美术馆协作机制运行 12年，有哪些成功经验？

大馆小馆联手，让美术生态活起来
■本报记者 钟菡

昆山市侯北人美术馆名誉馆长赵宗概
至今仍记得，他第一次来上海刘海粟美术馆
谈合作的那个下午。

上海的美术馆管理水平和展览质量让
他倾慕不已，走出馆门的那一刻，他暗自下
了一个决定。“能否由上海牵头，把长三角地
区的丰富美术馆资源和深厚文化集合起来，

带领我们共同发展进步？”

2007年 11月，侯北人美术馆、刘海粟美
术馆、宁波美术馆等单位联合发起“长三角美
术馆协作机制”，协作机制内成员馆之间的资
源共享、文明共建，作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中
美术馆之间合作的先行先试， 至今已成功运
行了 12年。《红旗漫卷：长三角地区美术馆馆
藏及推介主题美术作品展》9月 29日—10月
10日亮相刘海粟美术馆，作为协作机制一年
一度的主题展览，各成员馆拿出馆藏精品，在
上海共同向新中国 70周年献礼。

长三角中小美术馆
在分享中受益

2011年，画家陈家泠在新开放的国家博
物馆新馆参观了潘天寿和李可染的画展，发
现他们都是“长三角人”。这引发了他的深思。

长三角地区文化相通，陈老莲、任伯年、

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徐悲鸿、吴冠中等
诸多当代画家都出身于长三角。“长江流域
的艺术文化是值得我们探讨的， 长三角的
美术馆不管是潘天寿、朱屺瞻、刘海粟美术
馆还是傅抱石纪念馆等，如果优化组合，将
馆藏作品梳理、整合后，应该是很有震撼力
的，不仅在国内，而且能够在国际上进行交
流……”在 2011年刘海粟美术馆举办的“长
三角地区美术回顾与发展”研讨会上，陈家
泠等与会嘉宾的发言， 如今回过头来看，都
有着预见和启发意义。

《红旗漫卷：长三角地区美术馆馆藏及
推介主题美术作品展》中，有刘海粟美术馆
选送的刘海粟油画《打铁》，宁波美术馆选送
的张国琳版画《生死印》，吴青霞艺术院选送
的吴青霞中国画《农具革新插秧船》，朱屺瞻
艺术馆选送的朱屺瞻中国画《秋菊》……展
览共甄选长三角美术馆协作机制会员单位
所推介和提供的优秀作品 67幅， 以长三角
地区的主题性艺术创作的过往与现状、美术
发展进程为切入点，通过艺术家不同历史阶
段艺术作品， 折射出 70年新中国及新中国
美术经历的岁月沧桑。这些作品来自各馆的
精中选精，它们的集中亮相，呼应了公众对
精品展览的需求， 也得益于协作机制 12年
来的成功探索。

协作机制成立以来，各种交流展览和研
讨活动一直不断， 成员馆以中小美术馆为
主，对各地美术馆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
用。赵宗概坦言，在我国，美术馆还属于新兴
事业。十年前，绝大多数地方城市的美术馆
从业人员都不是专业出身。“很多馆造好了，

却不知道该干啥。 有的美术馆成为展览馆，

没有藏品。我们就像临摹学画一样，向刘海
粟美术馆学习各个领域的工作， 从典藏、征
集、保管，再到策展理论。各地方美术馆也都
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到上海，在一次次交流
中，给了各地方中小馆很大的提升。”

建党 90周年时，协作机制曾组织在刘海
粟美术馆办了联合展览，苏浙沪皖在全国有
影响力的画家作品都集中过来。这让当时的
刘海粟美术馆馆长张桂铭感叹：“这就是一
个小型的全国美展！”宁波美术馆馆长韩立
诚表示， 长三角美术馆协作机制是我国改
革开放以来首个在国家发展战略区域建立
的互惠互利美术馆合作民间组织。“机制组
织成立以来， 各馆在第一轮推出的都是深
藏未露的藏品， 使各馆分享长三角各区域
老艺术家、名家、大师的作品，在各自家门
口就可欣赏到长三角各家精品，不仅提高了
各馆的层次， 也提升了各地的公众审美情
趣。”韩立诚说。

文化同城化： 乘高
铁去看美术展
去年底以来，不少上海艺术爱好者时

不时就往苏州跑。

“吴昌硕、黄宾虹、贺天健、朱屺瞻、陆
俨少、程十发、陈佩秋……能一次性看到
这些‘大咖’作品，太值了。”有人感慨。

原来，苏州美术馆策划推出了一系列
以江南为主题的展览，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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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以上海艺
术家个案做学术探讨的《寻觅江南———陆
春涛、乐震文双个展》等。这些上海名家的
展览让苏州观众大开眼界，也吸引了不少
上海观众的目光。

“选择江南为主题策划展览是大数据
分析出观众喜好的结果，也是一种共同的
文化诉求。长三角有江南文化的核心基础
和血脉，希望我们能在江南文化中找到共
同的根和魂。”苏州美术馆馆长曹俊发现，

观众感兴趣的点也和展览内容相关，如果
和参展艺术家或作品“同城”，更容易引发
观众的参观意愿。

在网络平台上，常有“相约”到上海看
展的周边城市文艺青年，每每有重磅级展
览，时间、距离都不是问题。刘海粟美术馆
近年来推出了夜场活动，就有来自安徽的
观众赶来 “尝鲜” 新的美术馆体验方式：

“上海有那么多艺术名家的讲座， 真想一
个个听下来。”

如何用高品质展览留住观众， 拓展美
术馆功能，吸引更多年轻人，是长三角地区
各个美术馆的共同思考。“很多苏州观众经
常会跑去上海看优秀展览， 而我们美术馆
最近的一系列展览中， 上海来的观众也很

多。 现在上海苏州间乘坐高铁只需 20多分
钟， 已经进入同城化。 文化更应该进入同城
化。”曹俊说。在协作机制下，各地美术馆正以
文化交流互鉴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的进
程，让长三角老百姓享受到最好的文化资源。

有一次，侯北人的作品来刘海粟美术馆
展出。那天下着大雨，海上书画名家陈佩秋
仍然坚持来看。“看了一大圈， 我担心她累
了，问她要不要坐下来休息，她却说要继续
看， 因为在上海看到侯北人的作品非常难
得。”说起这件事，赵宗概仍然感动不已。能
在上海办展，也是让许多地方中小美术馆自
豪的事。“同样的展览如果不在上海举办，可
能就没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在长三角协作中
上海的龙头作用不可替代。而且，上海的市
级美术馆有着较高的门槛，长三角的美术馆
却能在这里享有优待，在别人眼里，我们这
些小馆变得‘高大上’了，也促成各馆愿意花
很大精力把最好的东西拿到上海来展示，让
观众看到最好的展览。”赵宗概说。

更像一个大家庭，没
有绝对的“龙头老大”

长三角美术馆协作机制成立时，各馆推
举刘海粟美术馆为“带头大哥”。这一方面得
益于其全国影响力，也源自其愿意为各中小
馆奉献、服务的精神。

“幸运的是，机制成立时获得了上海市
文广局的支持，在刘海粟美术馆分馆设立了
秘书处，有了人员、场地、经费保障，也让机
制能够成为实际做事的组织。” 赵宗概还记
得机制成立那天的“轰动”场面，来自上海各
方的支持和助力让他印象良深，“上海各个
层面对长三角一体化的意识是超前的。”

韩立诚认为， 长三角美术馆协作机制的
最大特点是去行政化和开放性。“机构组织在
创建时即考虑到务必去行政化。 各美术馆加

入不论大小、级别、性质，只要是一个规范的馆
（画院）都可以，在架构安排上只设理事，轮值
主席单位，由轮值主席馆安排协作组织的年度
活动，以此调动全体会员单位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协作组织设秘书长职位，负责日常工作，除
此以外成员组织单位进出自主，团结一切可以
团结的馆（院）。”因此，协作机制所组织的活动
方向性、个性化十分明显，各馆除了特色藏品
交流，还会推出区域特色鲜明的学术展、艺术
展，排除了一些平庸展览，包括一般性个展等，

这也是与其他长三角书画展的不同之处。

这个“实干”型的协作机制，逐渐为长三
角培养出了一批新的美术馆力量。

另一方面， 近十年也是美术馆蓬勃发展
的十年。长三角地区更是如此。有些省级大馆
碰到了过去小馆才有的人、财、物的困难，而
有些曾经的“小馆”如今有了几万平方米的新
址， 不再需要依托大馆来做事情。“所谓大馆
的优势已经弱化了， 许多原来的中小美术馆
依托灵活运营机制，已经弯道超车，取得了良
好的效益和影响力。”刘海粟美术馆副馆长阮
竣认为，如今，协作机制更像是一个大家庭，

没有绝对的“龙头老大”，大家相互依存，碰到
什么问题，可以一起交流解决。

近年来， 全国各地成立了很多美术馆联
盟，但像长三角美术馆协作机制这样有长期积
累， 并有实质性活动和业务交流的却鲜见。在
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新的历史机遇下，协作机制
也面临着转型。“我们希望机制能够进一步做
强做大，各个美术馆将来能够互通有无，互为
增长，借助长三角的地域优势，做整体的对外
形象发布，并进一步提高国际影响力。”阮竣
介绍，下一步，协作机制将打造更丰富的年度
展览活动， 并辐射到艺术家交流、 收藏等领
域。“上海艺术家有意愿走出去分享交流，而且
很多年轻艺术家在靠作品销售养活自己，苏浙
皖地区的收藏力量比上海强。 希望能通过机
制，让长三角美术生态活起来。”

去年的昆曲小镇·重阳曲会开幕式前， 石牌
小学“小昆班”学员和昆剧古琴专家学者牵手结
对走红毯。

一名游客在巴城昆曲主题邮局内和昆曲人
物造型的邮品合影。 均 李茂君 摄

协作机制一年一度主题展
今年亮相刘海粟美术馆

“红旗漫卷”

荨张国琳 《生死印》 版画。

宁波美术馆 选送

茛朱屺瞻 《秋菊》 中国画。

朱屺瞻艺术馆 选送

襋刘海粟 《红梅图》 中国画。

刘海粟美术馆（常州） 选送

《红旗漫卷：长三角地区美术馆
馆藏及推介主题美术作品展》9 月
29日—10月 10日亮相刘海粟美术
馆，作为协作机制一年一度的主题
展览，各成员馆拿出馆藏精品，在上
海共同向新中国 70周年献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