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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建筑里人们生活的截面使作品多了可阅读性

上海青年美展时隔六年之后再回归
未来青年美展将固定两年一届，今天开幕式上揭晓1名刘海粟美术大奖和5名美术奖

■本报记者 钟菡

昨日是周一闭馆日，刘海粟美术馆的大堂
里堆放着几幅作品。“2 件 7 票，5 件 8 票”，评
委们正在为选出最后 6 名获奖者做最后的讨
论， 其中包含 5 名刘海粟美术奖和 1 名刘海
粟美术大奖，最终答案将在今天举办的“正青
春———第十五届上海青年美术大展” 开幕式
上揭晓。这也标志着上海青年美展时隔六年之
后回归。

从艺术从业者到艺术家
从 1980年创立至今， 上海青年美展是上

海文化事业的一张名片，也是全国少有的展示
年轻艺术家优秀作品的平台。此次上海青年美
展特别设置历史文献研究展，向观众多角度展
示“你知道和不知道”的上海美术发展历程。

1980年，为配合全国青年美术展览的行政
区内选拔，1980、1985 两届上海青年美展应时
而生。 此后， 上海青年美展先后举办了 1986、

1988、1990、1993 年四届展览，主办单位、场地
各不同。1990年的主办方包括 “上海新沪钢铁
厂”，1993年则包括“上海凤凰自行车公司”，可
见在当时是以企业赞助方式来进行的。

1999年“上海青年美术大展”进入崭新的
发展时期，而成为刘海粟美术馆的双年度品牌

展览后，其征集范围扩大到全国，品牌影响力
也辐射至各地。然而，由于刘海粟美术馆迁址
等原因， 上海青年美展 2013年在举办了第十
四届后，停办至今。

一大批知名艺术家从上海青年美展走出。

从展出的文献可见，第一届上海青年美展入选
的包括乐震文、丁筱芳等当下名家，施大畏的
作品获得二等奖， 蔡国强也参与该届展览。在
历届上海青年美展中，周长江、俞晓夫、卢治
平、丁乙、张恩利、杨福东、金锋等艺术家都是
亲历者，还走出了邱加、石至莹、张晨初等如今
在上海有影响力的青年艺术家。

“很多艺术家最为感动的是，上海青年美
展是让他们从艺术从业者到艺术家的踏板，特
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针对青年艺术家的展
览特别少，上海在这方面比较超前，甚至比全
国很多地方早了近三十年。”策展人刘涛介绍，

年轻艺术家的成长需要有被展示和肯定的过
程。上海有良好的艺术生态，今年再次启动上
海青年美展，也有赖于上海持之以恒对青年艺
术家的扶持和艺术生态的构建。“下一步，青年
艺术家需要思考怎么从上海出发走向更广阔
天地，把上海的声音和上海的表达传递出去。”

给予有新气象作品机会
上海青年美展的评选态度至今仍具前卫

性， 其中不乏对流行艺术风尚的探讨， 比如
1999 年“上海青年美术大展”中，评委们对选
送作品以鼓励为主， 尽量保留那些尽管还不
够成熟但显露出思想的作品。 一些青年画家
有意将一些在视觉上令人感到 “不安” 的事
物，以艺术的手段直接表现出来，是其内心感
受的直率表达。

上海青年美展的展览和传播形式也走在
时代前列，其展讯一度印上地铁和公交车身广
告， 在全城流动……对于上海青年美展来说，

让评委看到“新鲜”和“可能性”远比成熟的技
巧更重要。“评选有几个原则， 要有艺术个性，

有完成度和作品感等。我们不会关注明显受到
老师的影响，或是过于注重技巧的作品。”评委
杨冬白说。评委张培成也表示，更看重有自己
想法的作品，作品应该呈现新的气象。“对时代
与社会生活的敏锐观察力用艺术的形式表现，

是创作中最可贵的。 他们的作品可以不成熟，

但会慢慢成熟，但如果本来就是老套的，就永
远是老套的。所有评委都愿意给能呈现新气象
的作品机会。”

采用传统全国海选模式
今年，休整六年的上海青年美术大展重新

回归，秉承展览创办以来，坚持发现新人、推出
新人、扶植新人的理念，为上海打造国际青年

艺术家交流平台作出贡献。

“我们想把主要精力放在后面。”刘海粟美
术馆副馆长阮竣说，刘海粟美术馆将为此次获
奖的 6位艺术家举办展览，并为他们带来包括
学术性和市场性的扶持，带给他们继续前行的
契机。

未来， 上海青年美展将固定两年一届，并
筛选参展、入选艺术家，建立刘海粟美术馆的
艺术家资源库。

“上海青年美展见证了一代代艺术家的成
长，但在‘休眠’的六年里，类似的品牌展览和
奖项多了，我们也在思考，未来该何去何从。”

阮竣介绍，此次重新启动选择了传统的全国海
选模式， 而不是时下流行的意见领袖推荐方
式，正是为了保障展览的公平和公正。征集报
名时间很短，只有 10天，目的是不想让艺术家
为了展览而特意创作。没想到最终收到来自全
国各地的 1000余份作品， 远超预期。“展览用
最朴素的方式选出来，美术馆拿出足够大的诚
意和各种资源，希望 6位艺术家接下来用艺术
实践来传达品牌的意义，他们的成长是最好的
广告。”

“正青春———第十五届上海青年美术大
展”由刘海粟美术馆、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
心、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与上海青年文学艺术联
合会共同主办。

上海画家走出“玉兰之城”，用作品纪念中斯文化交流

通过老建筑的“窗”看城市生活
■本报记者 钟菡

在进博会现场播放的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K原创
纪录片《玉兰之城》中，第一
个出现的“角色”是谁？是上
海画家杜海军。在画面中，杜
海军走街串巷， 用画笔捕捉
上海城市建筑的特有味道，

这也是他的真实创作写照。

由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上海邬达克文化发展中心共
同主办的 “愿景·融合·传
承———庆祝中国斯洛伐克建
交 70周年”艺术展日前在北
京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开
幕， 全部展览作品均来自杜
海军。 他用油画呈现给观众
的，除了上海的城市魅力，还
有以邬达克建筑为纽带的中
斯文化交流历史。

擅长刻画建筑的窗
“不来上海， 我找不到

这么好的创作题材。” 杜海
军常说。前不久，央视邀请
杜海军参与拍摄 8K纪录片
《玉兰之城》，是因为他曾两
次获上海白玉兰美术奖，这一荣誉也是对这
位从外地来到上海的画家的鼓励。

杜海军的作品多以建筑为主题，风格融
合中西，尤其擅长通过建筑中“窗”塑造城市
的人文气象。有一段时间，他每周都抽出三
四天时间背着相机穿梭在上海的弄堂，把沿
街老建筑拍下来，搜集的大量资料成为日后
丰富的创作素材。

用窗户来表现城市，是因为窗户里可以
看到城市的生活。杜海军以建筑为题材的作

品，是生活在城市里、城市建筑里人们生活
的截面，这也使他的建筑作品多了一份温度
和可阅读性。

本次展览以上海邬达克建筑、上海外滩
建筑、斯洛伐克城市街区与建筑、城市记忆、

欧洲印象等多个主题系列展开，包括杜海军
几度去邬达克的家乡斯洛伐克采风、写生的
作品。一百多年前，出生于斯洛伐克的建筑
家邬达克来到上海，在上海留下超过百幢城
市建筑遗产，如国际饭店、武康大楼、大光明

电影院等建筑已成为上海的
城市符号，也成为上海艺术家
创作的灵感源泉。

民族、本土艺术受欢迎
“愿景·融合·传承———庆

祝中斯建交 70 周年展览”也
是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西
方文化交流的成果和实践。杜
海军认为， 油画必须走出去，

上海艺术家必须去外面交流
办展。在入选 2014年上海“青
年文艺家培养计划”时，他在
《个人发展计划》 上写下：“要
让中国文化走出去，要去国外
举办展览，让外国人了解中国
的艺术。” 此次展览也是上海
青年文艺家培养计划的一个
成果和延伸。

从徐悲鸿开始，中国一批
近现代艺术家向西方学习，并
和中国本土文化结合，涌现了
一批优秀画家，但也出现了对
西方的一味模仿甚至抄袭。由
于文化不自信产生的问题，近
年来一直引起文化界反思。随
着国家越来越富强，越来越多
艺术家走出去和西方艺术交

流， 也进一步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这几年我去欧洲展览、交流时发现，西方人
不想看到他们的影子。只有展现真正的民族、

本土的艺术，体现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
力量的艺术才能受到全世界认可和欢迎。”杜
海军说。

由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携手中国国家
邮政局、上海邬达克纪念馆出品的庆祝中斯建
交七十周年邮政纪念封和邬达克建筑邮政联
票也于当日发布。

“解放日报”杯大学生网球联赛落幕，全市23所高校近400名选手参与

小众体育项目成高校选修大项
■本报记者 龚洁芸

2019“解放日报”杯上海市大学生网球联
赛暨网球锦标赛日前在上海大学落幕，比赛以
海选、分赛区和总决赛三阶段呈现，吸引全市
23所高校近 400名选手踊跃参与，普通在校学
生超过一半。

邀职业选手教授技术
上海大学是此次联赛总决赛的东道主，也

是上海高校中网球开展时间最长的学校之一。

据了解，学校自 1984年成立网球队至今，每学
期都有超过 7000名学生选修网球项目。目前，

上海大学共有 16片专业网球场地，配有 10名
专职网球教师。

上海大学玄陵网球馆门口，“钱伟长和体
育的情缘”人物展吸引很多学生驻足。展览讲
述前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如何从一介书生成
为体育爱好者的故事，这也成为赛事之外的一
道风景线。场地的另一边是两面“网球墙”，向
前来观赛的学生普及网球发展历史，介绍曾经
捧起四大满贯的明星球员。这样的布置增添了
校园网球和体育氛围。

闭幕式上，赛事主办方特意邀请 ATP前职
业选手， 与前来参赛的大学生们近距离接触。

职业选手教授的专业技术让学生受益匪浅。

上海大学体育学院院长刘兵说，今年比赛
特别设置了留学生组别。“我们希望比赛能成
为一座桥梁，加深中外文化交流，也是一根纽

带，吸引更多普通学生参与，让更多的学生爱
上网球，喜欢运动。”

鼓励更多爱好者参与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比赛丙组的决赛在旗

忠网球中心举行， 又恰逢 2019年上海网球大
师赛开赛。比赛规格包括裁判、球童、灯光等完
全按照大师赛标准执行，为学生运动员创造了
高规格的比赛环境。

上海市大学生网球联赛是立足上海国际
大都市的城市形象， 结合上海高校学生特点，

为上海高校学生定制的一项具有社会影响力
的赛事，迄今已成功举办 5 届。比赛面向普通
在校大学生，并以专业联赛形式举行。为鼓励
更多普通在校大学生参与，赛事组委会特意设
置面向网球爱好者的甲组比赛，参赛运动员是
未享受过体育加分的普通专业学生。

2002年，市教委和市体育局联手开展“网
球进高校”活动。当年，响应号召的首批学校只
有 4个， 如今这个数字已变成 31个。 数据显
示，这 31所高校拥有网球场 180片，网球教学
老师和教练超百人，参与选修网球的人数每学
期达几万人。原本小众的体育项目，因为参与
人数越来越多， 成为各所高校的选修大项，使
高校间举办联赛变为可能。

市大学生体育协会会长薛明扬说：“上海
市大学生网球联赛不仅是学生比赛的赛场，更
是交流网球文化的平台，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学
生参与进来，推动网球在高校的普及和发展。”

体育惠民打造健康松江
本报讯（记者 秦东颖）以“体育惠民，健康

松江”为主题的松江区第六届运动会近日在上
海市工程技术大学（松江校区）体育馆开幕，这
是松江区历年来规模最大、级别最高、时间跨
度最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

本届区运会赛事从 6月持续至 12月，设置
成年组、特殊人群组、学生组、市民公开组 4个
组别 72个大项的比赛。 区运会以创新办赛、开
放办赛、节俭办赛为主线，突出利民、便民、惠民
特点。近年来，松江区先后建成市民益智健身苑
点 946个、健身步道 57条、市民球场 30处、市
民健身房 14处，形成全民健身的良好氛围。

上海童话节200余项活动惠及百万少儿

5.7万家庭录下亲子共读时光
本报讯 （记者 张熠）上海童话节日前闭幕，来

自安徽的李烜家庭重温了 《九十九年烦恼和一年快
乐》，充满童趣的表演逗乐不少观众。过去4个多月，

本届童话节以“喜迎七十华诞 讲好中国故事”为主
题，推出少儿讲座、阅读竞赛、暑期展览、影视剧场等
九大板块共200余项活动，惠及超过百万少年儿童。

自2013年起，上海已连续举办七届童话节，打造
立体多元的城市少儿公共文化生活。 迄今为止已举
办近千场活动，累计1050万余人次参与。作为本届童
话节的重点活动项目， 第五届亲子朗读声音档案大
征集活动联动本市各区公共图书馆、中小学参与。亲
子阅读的理念延展到宁波、嘉兴、南通、合肥等长三
角区域，累计5.7万个家庭参与记录亲子共读时光。

2019年度“最美的书”评选揭晓

25种图书展中国文化之美
本报讯 （记者 施晨露）2019年度 “最美的书”

（原“中国最美的书”）评选结果昨天在上海揭晓。经
过海内外顶尖书籍设计师评委的多轮评选，《陈从
周造园三章》《骨科小手术》等 25种图书脱颖而出，

荣获本年度“最美的书”称号，并将代表中国参加在
德国莱比锡举行的 2020 年度 “世界最美的书”评
选。这将是饱含中国气质的“最美的书”连续第 17

次在世界舞台上与各国同行的作品同场竞艳。

“最美的书”始创于 2003 年。今年评选报名工
作自 6月起向社会开放， 收到参评图书 342种，来
自全国各地 106家出版社。评委会对标国际大赛评
委规则，采用评委轮换机制，确保评选的公平性和
专业性。 十多年来， 已有 16批 346种来自中国的
“最美的书”亮相德国莱比锡，其中 20 种书籍获得
“世界最美的书”奖项，两次摘得金奖。

今年获奖图书内容涵盖文学、 艺术、 科技、教
育、历史、生活、儿童等多方面。化学工业出版社的
《骨科小手术》 将实用医科教材设计成为一本富有
艺术性的图书，令评委感慨设计师的才能如手术台
前的主刀， 心思缜密又有无限关怀。 多本汉字、园
林、古诗词等传统文化类书籍入选，将在更大舞台
上展现传统文化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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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三小节开始，再来一
遍”“贝斯这里第一个音有问
题” ……昨天在上海爱乐乐团
排练厅， 从每个音到每位乐手
的演绎， 驻团作曲家龚天鹏都
一一把关。 由他创作的第十一
交响曲《潮》，作为第二十一届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委约作
品， 将于明日在上海交响乐团
音乐厅举行世界首演。

从一滴水到太平洋
“想象一下， 从一滴水到

太平洋的过程。” 谈起灵感来
源，龚天鹏对这句话印象深刻，

这是《潮》的文学策划、中国文
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时安和
他第一次探讨时提出的想法。

对龚天鹏而言， 音乐的表达也
从一滴水开始， 一直到把所有
观众沐浴在一种共同的情怀
里。 写实的浪潮可以通过交响
曲的音色来实现， 而写意的浪
潮则是他作为“90 后”年轻人
对国家的情感倾诉。

有了“浪潮”的思路，龚天
鹏去全国各地采风，回来后进
行了为期四个月的创作，“我
往往会连着七天，彻夜在房间
里写作，最关键的是我想要找
到作品的核心生命力。” 浪漫
主义的宏伟结构如何与现代
家国情怀结合？他最终敲定以
历史性的脉络来呈现，并广泛
借鉴现代的音色和技法。每次
排练，他都会获得新的修改思
路。而指挥家、上海爱乐乐团
艺术总监张艺的加入，也给交
响曲带来更丰富的音乐体验。

磨合过程中，《潮》 先后修改 4

个版本， 直到演出前这两天，

龚天鹏还在排练中“抠”每个
段落、每个音节。

最终呈现的第十一交响
曲《潮》，有“听潮”“赶潮”“弄
潮”“梦潮”四个乐章，讲述中
国人民从抗争、建设、改革到未来的历程，既有海派
文化特色，又有海纳百川的风味。龚天鹏说：“中国
上海”四个字本身就是这个作品的核心，它既是一
种家国情怀，也是从一个上海市民的视角去看国家
的当下。

乐曲编排构思独特
在乐曲编排上， 龚天鹏做了不少独特的构思。

“听潮”中，一开始是写实的潮水声，伴随着轮船汽
笛的鸣声和外滩钟楼的钟声，东方红的隐喻在其中
慢慢展开，包括细微《渔光曲》的点缀，黄河长江的
意蕴开始闪烁，然后一点点加厚、不断翻滚，这是从
上海———“海上”而来的海派特色。“弄潮”乐章里有
一段最为写实的内容，来自龚天鹏沿着长江三峡两
岸的实地采风，这段小串烧基本融合了观众所熟悉
的各大剧种，包括京剧、越剧、黄梅戏、豫剧等，“灵
感来自于北京奥运会， 开幕式上 56个孩子举着国
旗，寓意着 56个民族共举五星红旗。”在音乐表达
中，他将一条主线贯穿其中，并用各个乐器展现不
同民族特色的音乐形式，层层叠加奏出国家的多元
强音，然后再回到温馨的“小家”风格，磅礴的家国
情怀落到每个人身上更令人“走心”。

这不是龚天鹏第一次与艺术节结缘。 两年前，

他的第九交响曲———交响合唱《启航》曾拉开第十
九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帷幕。 用他的话来说，

《启航》是对特定历史阶段的音乐表达，《潮》更类似
于自己的个人印象集，是站在一位“90后”的角度，

去看祖国的万千气象，当代和未来的意义更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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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瑞哲）

如今，“动脑筋”3个字，已经
成为英国数学老师在中国
学会的汉语之一，也成了他
们课堂里的常用语。 昨天，

2019—2020 中英数学教师
交流项目在上海师范大学
启动，来自英国的 107 位中
小学数学教师参加。 迄今 5

年来，中英共互派中小学教
师约 830人次，仅在英伦就
有超过 2 万名英国教师与
上海教师互动。

来访英国教师创新高
英方此次参访人数创

新高， 尤其中学教师达 37

人，占比超过代表团的三分
之一，足见英方所称的“上
海掌握数学模式”正从当地
小学向中学阶段深入。

新一轮中英数学教师
交流项目由英国教育部、中
国教育部及上海市教育委
员会指导，英国卓越数学教
学中心和上海师范大学共
同实施。 项目源于 2014 年
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
第二次会议，随着《中英双
方关于数学教师交流的谅
解备忘录》签署启动。截至
目前 ， 双方从 2014 年到
2019 年每年连续开展多轮
中小学数学教师交流。

“先学周长好，还是先
学面积好？ 通常是先整体再

局部……”昨日，英国教师首先在上海师大参加
为期一天的专业培训， 从事中小学数学教育半
个多世纪的顾泠沅教授主讲“第一课”。到22日
之间，他们将分组走进沪上黄浦、浦东、长宁等9

个区的中小学数学课堂， 包括前往上海市实验
小学、洋泾菊园实验学校、天山第一小学等校进
行课程观摩、 教研活动等沉浸式教学交流。据
悉，今年项目的基地学校达70多所，初中比例也
相应增加。明年2月底，上海将陆续分派70名小
学数学教师及24名中学数学教师，“回访” 英格
兰中小学开展为期2周的数学教学交流活动。

创新性国际交流项目
此次带队来沪的英国教育部基础教育司

司长安德鲁·麦卡利透露， 政府已拨款用于在
中小学中推广上海的数学教学方法， 到 2023

年将辐射一半以上、 也就是共 1.1万所英格兰
学校。 他们还有更长远的工作计划与设想，通
过开展诸如“熟练普通话”项目等，期望到 2020

年使 5000名英国学生熟练掌握普通话。

与教师团队同行的英方专家、英国国家卓
越数学教学中心主任查理·斯特里普表示，此
项目被第三方评估机构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
誉为“最具创新性、最具影响力的国际交流项
目”，“极有可能促进英国数学教学的根本性转
变”。今年初其公布的一项评估显示，英国的数
学教学正持续发生变化，有部分学校的变化非
常大，7岁学生的数学水平更接近期望值，从而
真正提升了学生数学潜力。

早年曾赴英深造的国际与比较教育专家、

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上海市负责人张民选
教授认为， 上海在基础教育改革方面理念新、

措施实、方法活，这一项目充分展示了上海特
色与优势，也是我国基础教育“追兵向标兵”迈
进的成就之一，在国际上发出了“中国声音”。

大学生在比赛中。 本报记者 邵剑平 摄

杜海军作品“百年外滩”系列之一。 （资料）

实习生 曹赟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