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看点创新演出形式、观演方式、管理模式，提振全球演出业信心

严格落实“一赛事一方案”“一赛事一报备”

市民运动会有望8月开幕 上海体育健身地图上线
本报讯 （记者 秦东颖）“阿拉身边的奥运

会”———四年一届的上海市民运动会有望于 8月
开幕。运动会序幕开启活动昨天举行，通过人民
网视频和上海体育微博同步直播。组委会表示，

运动会将以线下、线上并举的方式，满足市民
的运动健身需求，促进体育行业复工复产复市。

上海市第三届市民运动会始终把安全和
健康放在首位， 严格落实国家和本市疫情防控
工作要求，所有赛事活动均坚持“谁主办、谁负

责”和“属地管理”的原则。组委会将指导各办赛
主体切实承担疫情防控和安全管理的主体责
任，采取分级分类管理方式，结合每一项赛事活
动的特点，提前进行评估，严格落实“一赛事一
方案”“一赛事一报备”的要求，制定防疫方案和
应急预案，建立行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

组委会将邀请上海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治
所所长、主任医师吴寰宇为办赛单位做常态化疫
情防控期间办赛防疫工作培训。同时，本届市民

运动会鼓励举办线上、居家、小型的赛事活动，引导参
与者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 严格控制赛事活动的规
模，原则上不举办跨区域的赛事活动，把各项防疫措
施做到位，确保赛事活动安全有序。

走进运动场， 给疫情期间的生活多一点色彩。

最新上线的“上海体育健身地图”是一张全民共享
的体育健身地图，市民通过上海智慧体育特色的微
信小程序“来沪动｜健身地图”即可使用。此次发布的
健身地图1.0版包括体育场馆、游泳场所、学校场地、

公共设施、共享球场、赛事活动6大服务内容，覆盖
全市各类体育场所近2万处。

通过小程序，市民可以享受场馆查询、地图导
航、在线预约、优惠券领用、线上支付等多种便民服
务功能， 同时还配套设有市民运动会报名入口、体
育资讯推荐、公共体育设施报修、场馆服务评价等
辅助功能。为配合做好全市新冠肺炎疫情的联防联
控工作，健身地图的用户在申请注册上海体育“健
申码”以后，即可实现与上海市“随申码”的互联互
通。市民只要一次认证，即可凭一个二维码实现一
码通行，并享受入场验证、赛事报名等相关服务，助
力疫情防控追踪。

此外，上海市体育发展基金会携手上海市健身
健美协会，共同为所有上海“最美逆行者”量身定制
了“天使健身卡”。

上海夏季音乐节落幕，上交新乐季推出46场演出

为一场音乐会，国际大咖提前飞沪

■本报记者 吴桐 实习生 杜昕儿

昨晚，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群星璀璨。

谭盾执棒上海交响乐团、 兰州音乐厅合唱
团以及沈洋、韩蓬、黄英、吴虹霓、龚琳娜、

哈斯巴根六位歌唱家演绎《敦煌·慈悲颂》，

带领观众展开一场和历史、自然的对话，也
给为期 10天的上海夏季音乐节 （MISA）画
上句号。

同一天， 上海交响乐团马不停蹄推出
2020—2021全新乐季。46场演出中，既有钢
琴巨匠克里斯蒂安·齐默尔曼、 指挥家迪图
瓦、梵志登等国际大腕，也有第 10届罗马尼
亚布加勒斯特国际青年指挥比赛冠军孙一
凡等乐坛新秀。

上海夏季音乐节在严守防疫要求的同
时，用音乐抚慰人心，并危中寻机，通过演出
形式、观演方式、管理模式的创新，为疫情影
响下的全球演出业提振信心。

800万人次线上观演
MISA 几年前就开始试水音乐会线上直

播，今年更是火力全开，17台 21场音乐会均通
过 B站、上观新闻等平台直播，超过 800 万人
次在线观看。 在 B 站，MISA13 场直播共获得
225万的人气值， 其中开幕演出直播更是凭借
50万人气值创下 B站古典音乐直播史上最高
纪录。此外，MISA在微博发起的“空中音乐节”

也获得 1900余万的阅读量。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上海交响乐团
新乐季演出也将采取线上直播方式。上海交响
乐团团长周平说：“我们将总结 MISA 直播经
验，提高线上直播的艺术质量，同时继续探索
直播带货等新形式。”

表演艺术家轮番登场
MISA落幕后， 上海交响乐团 2020—2021

新乐季将于 9月 1日启幕。 开幕演出将迎来新

任驻团艺术家、小提琴演奏家宁峰的首秀。曾获
“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大赛”第一名的中国小提
琴家宁峰已在国际舞台名声大噪———他是英国
皇家音乐学院建校以来第一位满分毕业生；他
的演奏获得小提琴大师梅纽因的盛赞， 年纪轻
轻即获邀成为“梅纽因小提琴大赛”的评委。

为了这场音乐会，旅居德国的宁峰 7月 28

日提前飞回上海，正在隔离。仅仅为了一场音
乐会，也许回到德国后还要隔离，投入巨大的
时间成本，值得吗？上海交响乐团曾与宁峰沟
通，将演出延期，但宁峰经过深思熟虑，还是坚
持要来。 这背后是他对上海这座城市的信任，

也是对舞台和观众的责任。

MISA集结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乐团和音乐
家，是中国音乐力量的集中展示。而下个乐季，

上海交响乐团将集中呈现在全球颇具影响力
的华人作曲家于京君、陈其钢、叶小纲、谭盾、

陈庆恩、黄若的作品，叶咏诗、张国勇、景焕、黄
英、廖昌永、沈洋等表演艺术家也将轮番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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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熠简工博

去 年 春
节档 ， 《流浪
地球》以 46.8

亿票房被视
为“黑马”，成为推开国产“科幻
片”工业化大门之作；今年春节
档，硕果仅存的《囧妈》线上公
映，经过 10 年耕耘的徐峥“囧”

系列在“喜剧片”类型上牢牢占
据一席之地。

相比于类型片体系成熟的
好莱坞，中国的类型片市场尚有
许多未饱和以及待开发的区域。

昨天， 以 “类型实践与作者表
达———类型电影创作谈”为主题
的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电影论
坛在沪举行。国产类型片的“进
击之年”何时到来？

类型片有一定套路
1987 年， 在北京电影制片

厂工作的第五代导演李少红接
到任务：拍摄商业片《银蛇谋杀
案》。 这部悬疑题材的电影，成
为她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导演
作品。

“当时北影厂开始尝试拍摄
商业片，并选中一些年轻导演来
做。我听完大哭一场，太可怕了，

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商业片；但
如果不接，我又失去了第一次拍
电影的机会。”李少红回忆，20世
纪七八十年代，当她还在北京电
影学院求学时，国内还没有“类
型片”的概念。“四年主要学的就
是艺术电影、作者电影和个人化
表达的影片。我们对类型影片是
非常陌生的。”在她毕业后，恰巧
赶上电影改革的年代，从体制到
内容的变革令电影创作变得越
来越市场化，“类型片”的概念也
逐渐普及。

类型片是舶来品，狭义指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在美国好莱坞形成的一种影片制
作方式。类型片通常具有相对固定的叙事模式以及
相似的叙事元素。好莱坞的制片厂制度，令影片的
生产进入工业化流程，并批量制造出相似故事形态
的标准化作品。 常见的类型片可以分为西部片、喜
剧片、歌舞片、恐怖片、悬疑片、科幻片等。

“类型是电影品种的一种分类，主要指好莱坞
的流水线生产。 复制前一部受市场欢迎的表现元
素，就形成了类型。”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
戏剧学院教授石川说，“一般商业片容易归为类型
片，国内市场卖得好的有喜剧、动作、青春、魔幻、警
匪、悬疑等类型。类型化意味着模式化，而模式化也
容易存在个性不足等问题。”

“类型就是作者跟观众之间建立的契约，观众
抱有某种特别强的预期去看这部片子。” 科幻作家
陈楸帆形容，“你看恐怖片， 你希望它会吓到你；书
放在不同的架子上，是为了更容易被找到。对类型
的强调，更容易建立起这种契约。”

李少红也直言“真正的类型片有一定套路”，这
种“套路”有别于文艺片，文艺片强调的是个人的世
界观，或个人对人性、社会话题的省思，两者是截然
不同的结构方式。

从人物情感出发打动观众
昨天，李霄峰执导的《风平浪静》在上海国际电

影节首映。尽管在豆瓣网的分类中已经加入了“悬
疑”标签，但李霄峰坦言自己对“类型”后知后觉。

“电影的‘类型’从国外语境挪过来时，要有一定本
土化移植和嫁接。”他举例，美国有侦探片，嫁接到
国内承担这一职能的是警察。“美国西部片成为一
种类型，有历史沉淀。但对我们而言，西部片怎么
拍？”

他坦言自己选择题材首先考虑的并非“类型”，

而是从人物情感出发打动观众，“一部电影的情感
成分，一定是从人出发，万变不离其宗，其次再去考
虑所谓的类型。”

“人物是最有魅力的。”作家、编剧全勇先曾写
过《雪狼》《悬崖》等多部谍战剧；而由他执笔、张艺
谋执导，改编自《悬崖》的谍战片《悬崖之上》也有望
今年上映。“把一个人的人生经历放在谍战的背景
里，其实写的还是人，因为人性在谍战犯罪片里、在
暴力事件里会被放大。”在全勇先看来，即便是谍战
类型，最关注的也不是情节，依旧是人物关系，“对
观众来说也是这样，如果观众对这个人物建立了兴
趣，建立了情感，这个人物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就
都会牵动观众的情绪。”

“当我们对类型片没有很透彻认识的时候，写
人物是最好的抓手。”李少红说，通过人物找到创作
者的表达， 再把它嵌入到一些事件的类型元素里，

“创作上一下子就觉得熟悉了。”

在全勇先看来，随着电影的发展，传统类型片
的套路可能会迎来突破，类型片中会出现更多创作
者的个人表达。“类型的界限可能会越来越模糊，不
像从前那么清晰了。”

《风平浪静》的制片人顿河认为，不能拘泥于
传统的艺术片或商业片，“现在大型电影节选片，

这样的差别已经在淡化，比如在戛纳获奖的《寄生
虫》。好的电影要在故事上有亲近性，但表达上要
有态度。每种电影都有存在的必要，一些有表达、

有艺术追求的电影， 以更低的门槛让更多的人喜
欢，不是坏事。”

市民需做好六点个人防护

口罩仍需“戴一戴”

良好习惯“养一养”
本报讯 （记者 顾泳）昨天召开的《上海市

民健康公约》相关通气会上，上海市健康促进中
心主任吴立明提醒广大市民朋友： 牢记 “戴一
戴、养一养、避一避、开一开、清一清、动一动”这
六点个人防护提示，安然度酷暑，健康过三伏。

一是口罩仍需“戴一戴”。外出随身携带口
罩，与人近距离接触、到人群密集场所、搭乘公
共交通和电梯、进入医疗机构都要及时佩戴口
罩，有发热、咳嗽、流涕等症状者也应主动佩戴
口罩。天热易出汗，口罩被汗水润湿后，应及时
更换。二是良好习惯“养一养”。勤洗手、注意咳
嗽和打喷嚏礼仪、不随地吐痰、不摸眼口鼻、积
极使用公筷公勺，同时提醒正放暑假的同学们
养成健康生活习惯，不要因为打游戏、追剧而
熬夜。三是遇到人群“避一避”。合理安排出行
计划，避免前往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外出游玩
应提前预约或了解售票流程， 减少等候时间，

并准备好随申码， 配合管理方查验和测量体
温。与人交谈、排队、候车时保持社交距离，付
款时首选电子支付。四是窗户每天“开一开”。

夏季离不开空调，但仍需注意空气流通。办公
场所和居家每天早晚至少各通风 1次，每次不
少于 30分钟， 而搭乘公交或出租车也应适当
开窗通风。五是居家环境“清一清”。定期打扫，

及时清理积水和垃圾，避免蚊虫滋生。对于遥
控器、手机、门把手等经常性接触的物品，可用
75%的酒精棉球擦拭消毒。六是户外适当“动
一动”。可在人少空旷的场地，选择健步走、跑
步、做操、羽毛球等单人或非近距离接触的运
动，但注意避开午间高温时段以免中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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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民健康公约》公益广告、海报、图标首发，申城还将出台公筷公勺及室外吸烟点地方标准

什么是“八不十提倡”？看图标就知道
本报讯 （记者 顾泳）昨天召开的《上海

市民健康公约》相关通气会上，《上海市民健
康公约》公益广告、海报、图标首发。于今年 5

月 11日发布的《上海市民健康公约》（即“八
不十提倡”） 引起了社会热烈反响， 公益广
告、海报、图标的出炉，更有利于公约的落实
推广。

市爱卫办主任、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张
浩介绍，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上海
加大健康科普力度， 广大市民健康意识高
涨，“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不扎堆”成为
防疫“四大法宝”。自 3 月中旬起，市爱卫办
（市健促办）针对一些卫生健康陋习，着眼全
体市民健康素养水平的持续提升，在全国率
先起草制定市民健康公约。

结合《上海市民健康公约》的实施，全市
住建、绿化市容、城管执法、房管等部门发挥
行业管理优势，对沿街单位（商户）环境卫生
管理、住宅小区日常保洁、环卫设施清洁消
毒、建筑工地安全卫生、菜市场卫生管理、生
活垃圾收集清运等工作加强监管，督促责任
落实。 爱卫部门聚焦人居环境薄弱环节，组
织各街镇开展环境清洁， 整治老旧小区、城
中村、背街小巷，清除卫生死角，清理垃圾。

市爱卫办还将联合市健康促进中心、市
餐饮烹饪行业协会等单位起草制定《餐饮服
务单位公筷公勺服务规范》地方标准，经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后将于近期发布；开展
室外吸烟点设置规范的标准研制工作，探索
形成室外吸烟点地方标准，通过制定地方标
准，引领规范市民健康行为，养成健康生活
习惯。

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主任吴立明说，前
期市健康促进中心开展的市民调查显示：有
74.5%的市民经常遭遇“游烟”；有 92.4%的
市民对“游烟”感到反感；有 60%的市民认为
在室外也应当设置指定吸烟区域；还有 33%

的市民认为人群聚集的室外区域，应当立法禁止
吸烟。下阶段，市健康促进中心将结合《健康上海
行动》中的控烟行动以及《上海市民健康公约》的
进一步宣传倡导，重点加强控烟社会共治，开发
控烟电子地图和构建控烟志愿者管理平台，通过
市民提供的违规吸烟线索信息和电子地图的可
视化公开展示功能， 督促场所加强自律和管理，

深化戒烟服务网络建设，共建无烟上海。

下一步， 市爱卫会还将进一步加强社会宣
传，发动 40 个成员单位，在全市 16 个区依托各
类工作平台、网络及宣传阵地大力宣传，并将市

民健康公约内容编写入 2020 年《市民健康知
识读本》，发放至全市 800 多万户常住居民家
庭，同时将公约纳入中小学生健康教育内容，

通过举办 “百万市民防疫知识和健康素养大
赛”、推出“健康上海说”大型网络直播节目等
广泛宣传；进一步引导市民践行，加强监督执
法，对公约中具有罚则的行为如随地吐痰、乱
扔垃圾、留弃狗屎、食用野味等加强执法，学
习借鉴国际经验， 探索实施健康相关行为立
法， 使法治成为公序良俗和市民健康行为的
推进器。

昨天，上海夏季音乐节落幕。谭盾执棒上海交响乐团带来《敦煌·慈悲颂》。 本报记者 蒋迪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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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顾泳

一袋医疗废物从医院
“出发”，会流向哪里？又将
在哪里回收？ 而今在上海，

这一切都将一目了然。记者
近日从上海市卫健委监督
所获悉，上海自主研发“智
能医疗废物运送手推车”，

每袋医疗废物都有自己的
“二维码”，一袋一码、袋码
同追，只要扫一下码，就能
对医疗废物实现全程动态
监控和追溯管理。借助互联
网大数据，智慧化、网格化
的卫生监督管理不仅保障
市民生活品质，更凸显超大
型城市的人文温度。

APP追溯医废流失
市卫健委监督所传染

病防治监督科科长王绍鑫
介绍，“智能医疗废物运送
手推车” 集成智能称重设
备、手持设备、无线热敏打
印机和 RFID 地点卡、RFID

员工卡等硬件，通过电子标
签、 条码技术等自动获取、

传输医疗废物的详细数据。

在此基础上，本市还率先建
立以医疗废物异常信号捕
捉为核心的预警技术，实现
医疗机构“点上”医疗废物
流失一级预警管理、区域实
时监测二级预警平台。

工作人员只要按照流
程操作，就能完成医疗废物
的分类收集、称重、内部运
送、交接、入库暂存、出库等
一系列工作，随时掌握每一

袋医疗废物的时点信息，防止医疗废物流失
和非法买卖。如今，市卫健委监督所还设计
了医疗废物流失追溯 APP软件，一旦发现医
疗废物流失，可快速、准确追溯。

生活饮用水合格率98.8%

超大型城市如何保障居民饮用水安全
和卫生？ 来自市卫健委监督所的数据显示：

近五年，全市生活饮用水水质合格率从 95%

上升到 98.8%，卫生监督管理合格率稳定保
持在 95%以上。五年里，各类供水单位和供
水设施不断增加， 卫生监督员数量并没有
“水涨船高”，而是利用“科技+制度”实现高
效监督。

市卫健委监督所生活饮用水和健康相
关产品监督科科长应亮告诉记者，卫监部门
通过分析上海生活饮用水卫生管理中存在
的短板和不足， 利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手
段，建立了“上海市生活饮用水综合监管和
信息服务平台”。 对生活饮用水从水源、制
水、供水、用水全过程，进行更精细、更智能
的卫生监管。基于这样的科学管理，五年内，

上海未发生一起生活饮用水突发污染事件。

近日正逢第三届进博会倒计时 100天，

市卫健委监督所再度启动保障工作预案，运
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创新“智慧卫监”，

对全市宾馆酒店、 交通枢纽等公共场所、生
活饮用水卫生、医疗放射、传染病防治等条
线开展全方位监督保障，排摸重点场所和重
点区域公共卫生风险。

科技助力、智慧监测，为上海卫生监督带
来更多机遇， 接下来市卫健委监督所还将以
推进区域联防联控机制建设为目标， 发挥龙
头带动作用， 落实长三角卫生监督定期交流
工作机制，推动长三角卫生监督执法全方位、

深层次、长期化发展，构筑区域一体化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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