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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昆剧团年末大戏连演三晚

三地合演明星版《十五贯》
本报讯 （记者 诸葛漪）戏曲要传承，不仅靠

戏，也靠一代代演员的精彩表演。老一代艺术家的
表演精华和心得，在经典剧目的口传心授中得以留
存；同样的剧目不同的版本，展现的是当代戏曲人
重新编排的巧思。 昨天至 12日， 三地联动明星版
《十五贯》、大师典藏版《牡丹亭》、昆剧《蝴蝶梦》在
ET聚场连演三晚。

“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昆剧《十五贯》在 60

多年前写就的佳话依旧为今天的戏曲人津津乐道。

上海昆剧团携手浙江昆剧团和苏州昆剧院上演三
地联动明星版《十五贯》。昆剧表演艺术家计镇华领
衔三代昆剧演员，组成豪华阵容。当年为了演出《十
五贯》，计镇华不止一次前往杭州，向“传”字辈老艺
术家学戏。如今，看到中青年演员对这出老戏的传
承，计镇华倍感欣慰。

看昆剧不能不看《牡丹亭》。这出汤显祖400多
年前的创作，伴随传统文化的复兴，越发具有生命
力。作为眼下拥有《牡丹亭》最多演出版本的上昆，

以大师典藏版回馈上海观众。今晚梁谷音、张静娴、

沈昳丽、余彬、罗晨雪5位杜丽娘，蔡正仁、岳美缇、

黎安3位柳梦梅，再度奉上经典演绎。1957年，京昆
大师俞振飞与言慧珠合作8折全剧《牡丹亭》，二人
还与京剧大师梅兰芳合作拍摄电影 《牡丹亭·游园
惊梦》，之后又排演梁谷音、蔡正仁交响乐版等多版
《牡丹亭》。此次上演的是大师典藏版《牡丹亭》，分
为 《游园》《惊梦》《寻梦》《离魂》《冥判》《叫画》《幽
媾》《冥誓》。梁谷音、张静娴、蔡正仁、岳美缇均年近
八旬，包揽了戏曲类最高奖项，在严格遵循昆曲传
统表演形式的同时， 逐渐形成鲜明的个人风格，唱
腔身段又各有千秋。

《蝴蝶梦》这个极富现代实验剧特性的荒诞剧，

有着夸张到极致的想象力。 距上一次演绎 7年后，

明晚，梁谷音和计镇华再度合作《蝴蝶梦》。梁谷音
以花旦、闺门旦应工小寡妇、田氏二角，计镇华以老
生、小生两个不同行当饰演庄周与王孙，在简约的
舞台上渲染出一场梦境。

上昆年末大戏开票当天， 就创下 12小时票房
超 50万元的佳绩。尽管是倒背如流的看家戏，老艺
术家们仍然带着“三分生”的敬业精神，连续多日泡
在排练厅一遍遍抠戏。

上海电力大学成为沪上首个整体建设高水平地方应用型大学试点校

“学院”更名“大学”，不再简单“做加法”
■本报记者 徐瑞哲

近日，临港大学城的沪城环路上，415家用
人单位走进上海电力大学，为2020届毕业生校
园招聘会带来5000多个岗位，远超该校在校本
科生、研究生3000人的数量。新学年至今，从国
家电网到华能集团，单独组团走入上海电力大
学招聘的集团公司已达七八十家。除就业“出
口”门庭若市，在招生“入口”上，上海电力大学
今年最低分数线比去年上扬约50分。该校学工
部部长、学生处处长江晓花说，全国除京沪两
地， 该校在其他省市自治区的招生录取均在当
地一本线上完成。“出入口”的新变化，是不是上
海电力学院更名为上海电力大学带来的？

相比许多学院更名为大学后求大求全，上
海电力大学却不再简单“做加法”，相反还“刀刃
向内”，大幅减招某些“非电”专业，将资源聚集

到能源电力这一内涵与特色上， 成为我国南北
布局的3所电力大学之一，也成为沪上首个整体
开展高水平地方应用型大学建设的试点高校。

做强人工智能和核工程专业
围绕能源电力，上海电力大学进行顶层设

计调结构，比如公共事业管理减招约50%、物流
管理减招约30%，同时新增“核工程”专业，专攻
发电与控制两大方向，今年各招25人。目前，该
校工程学科排名进入国际公认的ESI（基本科学
指标数据库）“前1%”，排在全国高校第43位。

站在国家和地方战略性新兴产业 “风口”

上，“上电—临港人工智能学院” 实验班日前开
班。 这一全国电力行业首个人工智能学院由上
海电力大学与临港集团战略共建， 上海电力大
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
院提供支撑。在新学院，毕忠勤和刘大明两位老

师最近指导学生科创团队，打入 2019第九届中
国教育机器人大赛， 在擂台赛中拿下特等奖两
项。随着人工智能落地电网，机器人可在各种恶
劣环境下完成人工很难完成的高压电路作业，

大幅提高巡检效率。 校长李和兴表示，“人工智
能将是未来智能电网的核心部分。”

企业导师带教，跨国双向教培
数据显示，上海电力大学科研项目总经费

中，企业产学研合作项目占比超 70%；横向科
研项目经费中的涉电项目占比也超过了 70%。

外高桥第三发电责任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冯伟忠是上海电力大学特聘教授，已与校内导
师联合培养硕士生 10多名。 热能工程研究生
杨文虎师从冯伟忠，“研二上学期，我就被冯总
安排进外三电厂实习、实践、实训，还有师傅手
把手教我开展技改和科研项目。” 他在完成学

位研究课题时还为电厂解决了技术问题。

建设一流学科，上海电力大学还把“加法”

做在“国际化”上，发起成立“‘一带一路’能源电
力高校联盟以及产学研联盟”，以“高校+企业+

国际机构与国际组织”的形式，服务“一带一路”

能源电力。菲律宾八打雁大学、斯里兰卡莫勒图
瓦大学、泰国苏兰里大学、越南河内工业大学、

上海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中天科技、江苏振
发新能源等18家单位都是首批成员， 招收来自
“一带一路”包括越南、老挝、缅甸、蒙古、津巴布
韦等国本科及硕士留学生200多人。如越南籍研
究生及本科留学生， 大部分被中电国际投资的
越南永新电厂录取，成为项目前期建设骨干。来
自缅甸电力能源部的莫色特， 是近期上海电力
大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电力人才高级
研修班”的政府官员、企业高管学员之一，这已
是他第5次来到中国“充电”。

电影表演艺术家赵丹先生铜像落成，捐赠者王景春说———

他不是偶像是坐标
■本报记者 张熠

“这排照片我是第一次看到。” 武康路
395号，上影演员剧团的小白楼里，匆匆拍完
合影的王景春再次走进房间，接受第三波媒
体采访，突然被壁炉上一字排开的老照片吸
引了。“第一任团长张望， 第二任团长金焰，

第三任团长白杨，第四任团长铁牛，第五任
团长瑞芳大姐……”他背着手，从左往右，挨
个端详，挨个念出名字，“我进上影演员剧团
的时候是何麟任第八任团长。”

今年的年头和年尾，演员王景春凭借在
电影《地久天长》中的表演，先后拿下第69届
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以及第32届中
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昨天，他回到上影
演员剧团， 是为了捐赠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
赵丹的铜像。 铜像镌刻了赵丹的遗言：“艺术
家在任何时候都要给人以真，以美，以幸福。”

赵丹先生是坐标，指引方向
去年10月，上影演员剧团回迁至旧址武

康路395号，小院竹林迎来老团长张瑞芳的半
身铜像。这一回，赵丹的半身铜像也被小心安

置在一旁。王景春掀开铜像上盖着的红绸，手
拿一朵玫瑰弯腰鞠躬。 他告诉所有人：“身为
演员， 赵丹先生就是我人生和艺术道路上的
坐标。”一旁有媒体用时下流行的“偶像”一词
来总结，他认真更正：“不是偶像，是坐标。白
天看着太阳的方向，晚上看着北极星，赵丹就
是这样一个坐标，让我知道方向在哪儿。”

八字眉，加上大笑起来眯成缝的眼睛和
显眼的抬头纹，王景春的形象很“普通”，而
他的表演一如他的长相，隐忍、克制而平实。

导演王小帅曾在《薄薄的故乡》中写过，“景
春的脸我是有些印象的，可惜一直对不上名
字，一开始我有些犹豫，认为他身上反倒有
一些喜剧因素，我们决定先造型，几天以后，

景春蓄上了胡子，质感就出来了，特别是他
的两道八字眉，像极了我的父亲。”这是王小
帅 2011年筹拍电影《我 11》时的故事，王景
春后来在影片中扮演了一位父亲。

1973年，王景春出生在新疆阿勒泰一个
军人家庭。在拿到足够引以为傲的电影节奖
项之前， 他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了20年。

“2019年的成绩特别不一样， 必须承认这是
一个特别大的成绩。我很高兴也很欣慰。”坐

在小白楼的沙发上接受采访，他直率极了，“过
分谦虚就是骄傲的表现。但我不希望奖项成为
压力和负担。”

不论配角或主角，期待新戏
《地久天长》里，王景春仍旧是一位父亲，一

直从20岁的“刘耀军”演到60岁的“刘耀军”，时
间跨度长达40年。当被问起拿完金鸡奖回来后，

会不会同很多演员一样上综艺或出演网络剧
时，王景春给出两个不同的回答。实际上，自从
王景春2013年凭借电影《警察日记》获得第26届
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后， 真人秀等综
艺邀约就纷至沓来。“我全部拒绝掉了，（综艺）

是我干不了的事，不是说这事不好。”而对于网

络剧， 他则持完全开放的态度。“前年我去美国
南加大留学一个月，当时就知道网剧是趋势。技
术进步使得大众观影习惯改变了，对于电影、表
演来说，这都是需要赶紧去学习、适应的。”

金鸡之后， 选片子的标准有没有变化？王
景春说，唯一的标准只有“好”，“我从来不觉得
要以配角或主角论。我期待新的戏出现，也希
望挑战自己没演过的角色。”

院子里的赵丹像已落成。从此之后，小白楼
又多了一个 “坐标”。 王景春感慨， 从1999到
2019，第一个有关电影的20年，有高潮、有低谷，

但都是人生必经的路。“没有好与坏， 都是我应
该接受、消化、传承的东西。我希望下个20年，继
续往前走；再下个20年，再继续往前走。”

传承弘扬民族文化 守护建设精神家园

上海中职这个“宝藏”令人着迷
“要说这学期我有什么大收获，那就不得不提在

参加‘皮具 DIY’‘非常魅力———珠算’‘运动风筝’
‘中国民间舞蹈基本动律训练’和‘中国经典诗词唱
诵’这5场专题培训后，我发现了‘上海市中等职业
学校民族文化传承教育基地’这个宝藏。”
上海商业会计学校2019级新生王耀国，日前在

一篇民族文化体验稿开头这样表达对上海中职校

“民文基地”的喜爱。今年9月刚入校的他，陆续抢到了
基地5场培训的名额。参与其中，他感到自己对民族文
化的了解和热爱程度更深了。他还积极向身边的同学推
荐基地的活动———在他看来，“宝藏”值得共享。
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在讲话中强调：“中华民族

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
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海中职校“民文基
地”，正是上海市教委为更好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展现民族文化的魅力、大力弘扬和传承民
族文化而于 2014 年底创建的。基地由一批依托学校专
业特长、呈现民族文化特色的中职校组建而成，五年来
已发展至 11 所。通过开展丰富多彩、寓教于乐的传承
教育活动，基地已为越来越多人熟知和喜爱。

基地活动 场场爆棚
“古籍是我们了解历史的重要途径。古籍

破损的原因有很多，如虫蛀鼠啮、霉蚀、酸化、

老化、 使用中的磨损等。 其修复包括建立档
案、拆书揭页、破洞修补、压平、装订成册等步
骤，今天我们就从修补破洞开始……”今年 5

月 18日，于 2018年新进入基地行列的中国古
籍缮藏文化传承教育基地———上海市信息管
理学校， 举行了首次市级专题培训 “妙手丹
心———古籍修复”， 图书信息管理专业和文物
保护技术专业教师周慈玉向学员们介绍了古
籍修复的基本知识。随后，学员们在她的指导
下自制薄浆、修补破洞，体验了古籍修复师的
日常工作。

对这次培训，学员们期待已久，结束后更是
赞不绝口。比如，来自上海市航空服务学校的学
员黄欣怡说：“以前我只听说过古籍修复， 却没
机会去了解、学习。这次培训不负期待，让我见
识了古籍修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 也学习了
相应的修复方法，希望今后有机会继续学习。”

其实，基地校，就是通过这种精心设计的
活动， 将民族文化的魅力与技艺展现出来，以
吸引社会各界更多的人来了解民族文化并爱
上民族文化。

“首先，把画有图案的纸放在皮革上，用铁
笔把图案压印在皮革上；然后，用画笔给皮革

上的图案上色；等颜色干了以后，在皮革表面
涂一层防染浆， 使表面图案可以历久常新；最
后，在皮革上安装金属扣，将皮革缝制成皮夹，

就大功告成了。”9月 21日， 在工艺美术传承
教育基地———上海市工艺美术学校举办的“皮
具 DIY”培训中，皮具专业教师王瑜婷为学员
们细致地讲解、示范民族风折叠钱包的制作过
程。这也是继往年的瓷盘画、染色剪刻、古镇沙
盘培训后，该基地推出的又一场新培训。

“非常感谢基地搭建的平台和老师的耐心
指导，让我这个‘手残党’体会到手作之美。”来
自上海市曹杨职业技术学校的学员刘郑雨，在
此次培训中完成了先前自认为不可能完成的
任务，在致谢的同时，她说，“真庆幸报名参加
了这次培训，不然，不试一下，怎么知道自己的
动手能力其实还行呢？作为青年学生，我们要
善于抓住这样的机会锻炼自己、 挑战自我，接
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

除了古籍修复、皮具 DIY外，今年，各基地
校在承办单位———《成才与就业》 杂志团队的
组织下，借助专业优势、集结专业教师的智慧
并邀请名家，不断推陈出新，还开展了众多全
新的专题培训与特色讲座，包括在基地校举行
的“江南绿茶”“园林艺术鉴赏”“中国经典诗词
唱诵”等培训，以及在中华艺术宫和上海大世
界开展的“黑茶魅力”“景泰蓝工艺”“中国乐器
在游戏音乐及商业音乐领域的应用” 等讲座。

这些让学生和市民在动手动脑中体验民族文
化的活动，一票难求，场场人气爆棚。11 所基
地校，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据统计， 基地今年仅市级活动就开展了
27场。其中，与中华艺术宫联合推出了 4场民
族文化特色讲座，与上海大世界联合推出了 7

场特色讲座，举办了 11场专题培训，惠及千余
人次。作为承办单位，《成才与就业》对培训进
行了大力、及时的推介与宣传———活动前在微
信公众号上发布预告并开通报名通道，结束后
在微信及杂志上以文字、照片、动图、视频、二
维码等多种途径进行多角度报道，扩大了基地

的社会影响力，也获得了读者的好评。

辐射推广 效应显著
“民族舞很有特色， 希望有机会学习”“原来

珠算文化这么博大精深”“我们应多了解民族文
化”……这是今年 8月 4日，18名云南和新疆学
子在参观中国舞传承教育基地———上海戏剧学
院附属舞蹈学校和珠算文化传承教育基地———

上海商业会计学校后的感悟。

上海职教行是他们这次游学夏令营的环节
之一，两所基地校领导对此高度重视，用心策划
流程、安排人员，不少师生放弃暑期休息回到校
园，带来了详细周到的民族文化、校园建筑、专
业学习等介绍以及充满温情、 富有特色的互动
体验，给远道而来的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也让他们对民族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市级活动的基础上，各基地校正是这样不
断向外辐射，积极开展个性化活动，扩大基地的
受众面，提升基地的社会影响力。据估计，这些活
动的惠及人数多达数万人次，基地的品牌效应十
分显著。

很多基地校把活动开到了各级各类学校、

社区、 企业和展览中。 博雅茶韵传承教育基
地———上海市商贸旅游学校不仅为医院的白衣
天使们送去科学饮茶讲座， 还向初中学校的国
际交流生传授宋代点茶技巧，让他们惊叹不已；

中国优秀建筑文化传承教育基地———上海市房
地产学校在上海教博会上开设的作品展览及手
工制作互动体验， 受到观众热捧， 其非遗项目
“木结构营造”还在虹桥机场艺术空间进行了展
示， 辐射人数过万； 中国传统插花传承教育基
地———上海市城市建设工程学校 （上海市园林
学校）在多次街道、技能比赛现场举行展示和展
演， 让观众在浓浓花香中加深对我国传统花艺
的了解……

还有基地校走出上海，把传承教育活动送到
了外省市。5月， 民族音乐传承教育基地———上
海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专科学校在浙江宁波
举办“国乐·谈”音乐会和大师班系列活动，为当
地的民乐爱好者和学习者送去了宝贵的观摩与

学习机会；11 月， 戏曲表演艺术传承教育基
地———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在山东济南
的 7所中学开展戏韵身形、木偶、昆曲等 7 门传
统技艺课程， 并与当地学校开展交流学习；5月
和 11月， 中国舞传承教育基地———上海戏剧学
院附属舞蹈学校师生赴江苏太仓和海南海口展
演，基地教师编创的节目广受好评……这些活动
的受益学生和市民达数万人。

内涵建设 文化育人
“实施中华文化传承工程， 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融入教育教学……”这是教育部办公厅在
日前发布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中等职业学
校德育工作的意见》中提出的新要求。党的十九
大指出， 要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中共
中央、国务院今年 11月印发的《新时代爱国主义
教育实施纲要》要求“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而上海中职校“民文基地”自创建起，就肩负着落
实和推进相关精神的重任与使命，特别是在加强
内涵建设上，各基地校立足专业特色，积极践行
“文化育人”理念，致力于推进学校的民族文化传
承与创新以及校园文化品牌建设。

经过五年多的努力， 龙文化传承教育基
地———上海市工商外国语学校形成了以龙舟、龙
狮、风筝为核心，以射艺社、竹竿舞社、汉服社、武
术社为外延的龙文化多元社团结构。在此基础上，

基地今年继续深入挖掘龙文化及传统文化的内
涵，并将其与学校德育工作紧密结合，创造性地开
展礼仪教育。除了对学生进行礼仪轮训外，基地还
创编了具有校本特色的礼仪操， 并逐步在校内推
广。值得一提的是，基地今年启动了“五大古礼”项
目：清明节———慎终追远拜先祖，端午节———艾灸
祛病射五毒， 中秋节———心共婵娟寄明月， 重阳
节———尊老敬长传家风， 孔子诞辰———尊师重道
解疑惑；目前已完成清明古礼、端午古礼、重阳古
礼的创编及展示， 不仅创造性地落实了基地的工
作计划，还形成了基地自身的特色。

民族服饰文化传承教育基地———上海市群

益职业技术学校在建设盘扣制作兴趣小组的基础
上，今年成立了“非遗———龙飞旗袍盘扣社团”，为
学生搭建专业平台， 让他们得以学习传统服饰的
手工技艺。而他们制作的精美盘扣，除了陈列在学
校专门兴建的盘扣展示馆内、 在各级各类比赛中
获奖， 还通过基地与服装专业创业孵化基地的对
接，产生了一定的经济价值。比如，在学校的爱心
义卖中被师生一抢而空， 义卖所得则悉数捐赠给
援疆建设。其间，同学们对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有
了切身体会， 也感受到民族文化传承的意义与价
值。

中国优秀建筑文化传承教育基地———上海市
房地产学校基于非遗项目“埿金彩塑”及建筑文化
社团活动， 对每届民族班学生进行由浅入深的培
训，助力他们掌握基本工艺、学习中华优秀建筑文
化，从而提升专业技能、感悟工匠精神。基地今年
还完成了建筑文化视频 “斗拱探秘” 的设计与制
作，目前正进行“石库门建筑欣赏”视频制作以及
上海市非遗“埿金彩塑”与“传统木结构营造”网络
课程制作， 以期让更多人通过观看视频与网络学
习，增进对我国优秀建筑文化的了解。

五年多来，上海中职校“民文基地”的这些创
新举措， 也是上海市教委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教育的一个缩影。 其间体现出的传统文
化内涵、艺术韵味、匠心匠艺与智慧结晶，更是让
参与者们着迷。

正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实施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中所说：“在
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代表着中华
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发展
壮大的丰厚滋养……”上
海市中等职业学校民族文
化传承教育基地， 将充分
发挥各自的优势， 不负使
命与担当， 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源远流长、 为培
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
代新人出力。学员们在古籍修复培训中

学员们载歌载舞
学“经典”

基地校学生向德国同学传授点茶技巧

《钱学森精神读本》在沪首发
本报讯 （记者 徐瑞哲）今年是钱学森诞辰 108

周年，也是他逝世 10周年。昨天，新书《钱学森精神
读本》在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首发。根据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
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钱
学森图书馆组织研究团队编著这一读本，从“爱国、

奉献、求实、创新、协同、育人”6个角度提炼其精神
内涵。钱学森前秘书、中央军委科技委大校顾吉环
等向师生代表赠书。

同日，“选择———钱学森的初心与信仰”展览在
钱馆地下专题展厅开幕。展览选取钱学森少年时代、

在美20年、1955年—1982年以及晚年这4个人生片
段，回答“共产党员”和“科学家”两重身份如何实现
统一。展览对外免费开放，持续至明年4月26日。

王诗槐、达式常、梁波罗、王景春、王健儿、徐春萍、崔杰、佟瑞欣（从左至右）为铜像揭幕。（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