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用互联网、云技术等“新式武
器”，长宁区不断把老百姓喜爱的“文
化佳肴”安全直送到家。

今年 5月，长宁区与驴妈妈旅游
网合作，区文旅局领导在“驴客严选”

小程序、驴妈妈旅游小程序、联通沃
视频等直播平台参与了“上海人游上
海”专场活动，通过“沉浸式体验+在
地化旅行”， 带领游客行走百年愚园
路，吸引 200多万人次参与，近 70万
网友实时在线观看。

2019年 4 月，全国首批 12 个人
工智能试点应用场景在上海揭晓，

长宁区北新泾街道正式入选 “AI+

社区”场景。其中，“AI 社区新开门
七件事”中的智慧文化板块，就是
借助数字化技术提升公共文化服
务水平。

在新泾六村乐爱家居民活动中
心，二楼的智慧书房除了传统的图书
借还功能以外，还搭建了数字阅读系
统、自助借还系统、朗读视听系统、智
能学习系统等各类设备。居民只要选
择自己感兴趣的图书， 触碰图书封
面，即可查看图书作者、简介等信息，

扫描二维码就可阅读，也可下载 APP

?入书架后“带走”阅读，彻底改变了
传统的图书借阅方式。

2019年 8月，长宁区在公共文化
场馆试点应用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
公共文化服务效能评估系统，特别选
取长宁区图书馆、长宁区少年儿童图
书馆、长宁文化艺术中心、华阳社区
文化活动中心、古北市民中心、上海
艺术品博物馆等三级公共场馆和社
会分馆作为验证环境，建立基于人工
智能技术，面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评
估的多源数据关联采集、分析、交换
和应用的技术场景。

此外， 长宁区还建立了大数据系
统指挥中心， 实时展示各公共文化场
馆的人流量、人员密集度、观众构成分
布、参与人员愉悦指数等多维度信息，

展开文化场馆的横向比较和历史态势
分析，实现了区域内公共文化场所“安
全一张网”“一屏统全域”的格局。

长宁区位于上海中心城区西部，地理位
置优越，交通便捷，是上海对接辐射长三角
的重要区域之一，也具有人口密度高、土地
资源紧张等特点。

近年来，长宁区积极推进“市、区、街道、

居民区”四级文化设施建设，通过新建、改扩
建和城市更新等方式，构建起广覆盖、多维
度、立体式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连续
三次蝉联“全国文明城区”和“全国文化先进
区”称号。

作为第四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
范区创建单位，长宁区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战略，提出成立长三角地区国家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合作机制倡议，

积极推进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
建工作。

设施齐备富有区域特色

示范区创建期间，长宁区通过一系列百
姓家门口的创新举措，使居民真正通过示范
区建设得实惠。在硬件设施方面，全区 10个
市级文化场馆、6 个区级场馆、10 个社区文
化活动中心、20 个社区影视厅、183 个居民
区综合文化活动室、14个民营美术馆博物馆

以及 22个“阅空间”“舞空间”“艺空间”等城
市公共文化空间， 构成了长宁区的四级、立
体式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 实现全区覆
盖。富有长宁特色的“10分钟公共文化服务
圈”也已全面建成。

长宁区面积较小， 面对城市土地规划、

功能区布局、人口流动、公共服务设施需求
日益凸显带来的挑战，近年来摸索出一条结
合精品城区和美丽街区建设，不断完善城区
公共服务功能、逐步提升城市文化品质的新
路径，先后出台《长宁区国际精品城区精细
化管理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和《长宁
区城市更新 2019-2021行动计划?， 重点建
设宜居社区、重塑商务片区、提升历史风貌
区、发展城市低碳生态、开发利用地下空间，

新增公共开放空间及综合公共服务设施面
积 2万平方米， 超 25公里长的生态绿道不
仅成为市民休闲健身的首选，在设计上也兼
顾长宁区的文化延展。

在愚园路、武夷路、新华路等三条有着
深厚历史人文底蕴的街区， 长宁区提出了
“ART愚园”“静雅武夷”和“人文新华”的更
新目标。以愚园路为例，通过六年渐进式更
新，从提升街区风貌、优化社区商业、建设
公共文化空间、 开展公益艺文活动等多方
面展开综合性更新，多维度建设文、商、旅
融合的创新型历史风貌街区。截至目前，三
条道路已更新公共文化设施面积约 3200

平方米。

通过持续不断地实施小规模、嵌入式更
新，仙霞、新华、华阳、周家桥、程家桥等街道
部分老旧住宅小区积极参与长宁区团区委
发起的“青年设计师进社区”项目，以“美丽
家园”建设等形式为社区闲置建筑、消极空

间甚至卫生死角找到全新利用方式，满足居
民对公共文化设施、社区开放空间不断提升
的需求。

专业内容也能全民“科普”

“虹桥文化之秋” 艺术节作为长宁区最
具代表性的节庆文化品牌， 自 2003年创办
至今已连续举办 17届。近年来，艺术节积极
推动文商、文旅、文绿融合发展，深入挖掘上
海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特色，每年
坚持推出为期 2 个月近百场精彩纷呈的文
化活动。

深耕舞蹈品牌，长宁区一方面引入中国
舞蹈“荷花奖”，2009年起连续六届承办中国
舞蹈“荷花奖”舞剧舞蹈诗展评展演。另一方
面， 持续办好上海市民文化节市民舞蹈大
赛，2016年以来每年吸引近千支团队共 3万
余人参与。长宁区还充分利用上海国际舞蹈
中心、中国“荷花奖”舞剧评奖和上海国际芭
蕾舞比赛、上海芭蕾舞团、上海歌舞团、上海
戏剧学院附属舞蹈院校的资源集聚优势，着
力打造“长宁舞蹈”文化品牌。

擦亮音乐品牌。“长宁星期音乐会”是长
宁文化艺术中心倾力打造的公共文化惠民
项目，自 2006年 4月首场演出以来，已成功
举办近 300场音乐会，成为长宁文化的重要
品牌之一。2016年起，音乐会在每场演出前，

都会预留 15分钟导赏时间， 很多观众为了
赶上导赏环节都会提前到场。

对标国际化品质定位。“虹桥文化之秋”

艺术节持续多年引入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

天空”、上海世界音乐季等活动，联合区域内重
点企业开展上海国际女子 10公里精英赛音乐
节等品牌活动。围绕国际精品城区定位，长宁
区多次邀请来自瑞典、法国、马其顿、意大利、

芬兰、立陶宛、俄罗斯、德国等 100余个国家和
地区的专业艺术团队，每年准时将高水准演出
送至市民“家门口”。

品牌活动覆盖各年龄层

2019年起， 长宁区文旅局与春秋旅游、健
马体育、乐懿旅游等专业机构研发微游线路产
品。今年起，区文旅局还开展线上微游线路推
广及直播活动。如，结合“6.13中国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在抖音、文化云等平台开展“走进新
华路，对话建筑故事”建筑可阅读直播，由同济
大学副教授汤惟杰、电影制片人藤井树等带领
观众了解新华路沿线优秀历史建筑背后的人
文故事。

越来越多商务楼宇、创意园区也成为公共
文化服务的“聚宝盆”。以周家桥街道为例，为
满足不同人群的文化服务需求，街道在打造居
民区综合文化活动室时，也将文化服务空间拓
展至楼宇，打造了“有活力”的龙之梦雅仕大厦

党群服务站、“有思想”的来福士广场党群服务
站、“有故事”的 DOHO创意园党群服务站。“三
有”阵地将“两新”组织中的党员、白领纳入公
共文化服务范围，实现了公共文化服务人群的
全覆盖。

为满足市民多样化的学习需求，长宁区推
出“人文行走”品牌，形成了“1+N”人文行走网
络。2018年，长宁区以红色教育为主线，推出了
第一条市级人文行走路线———“走进愚园路老
洋房的红色印记”。 路线包含愚园路历史风貌
区阅读点、中共中央上海局旧址、钱学森旧居、

愚园路历史名人墙等 4 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的红色纪念地， 成为长宁区的一张闪亮的名
片。目前，长宁区 10 个街镇已推出 10 条极具
特色的行走路线，形成了系统覆盖全年龄段的
人文行走脉络。

理想生活，尽在“10分钟公共文化服务圈”

文旅融合探索最具魅力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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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以来，长宁区积极挖掘整合区
域文旅资源，联合区内重点旅游企业春秋
旅游、乐懿旅游，以区域内文博场馆、名人
故居、艺术馆、博物馆和文化场馆为主阵
地，设计推出了“微游长宁·精品文旅”10

条微旅行线路，并向市民游客推介，大力
促进了区域文旅融合发展。

国际化城区文化品质凸显

今年国庆假期，2020上海长宁国际草
地钢琴音乐节拉开序幕。 今年的草地音乐

节以“漫步长宁·聆听经典”为主题，延续了
首届草地钢琴音乐会形式， 在为期两个月
的时间里，国内外著名钢琴家、小提琴家将
在中山公园音乐广场草地舞台以及上生·
新所等城市地标，演奏肖邦、贝多芬等音乐
大师的钢琴曲、室内乐和协奏曲作品。

事实上，近年来依托长宁区牵头成立
的长三角地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
范区（项目）合作机制，国际草地钢琴音乐
节创新打造了长三角古典音乐交流展示
平台，吸引长三角地区音乐家、音乐院校
和专业团体参加展演。 今年的音乐节，就
有来自宁波交响乐团、江苏师范大学音乐
学院、浙江音乐学院、安徽师范大学音乐
学院等众多长三角“小伙伴”参与其中。

在上海境外人士最集中的古北国际
社区， 位于虹桥路上的上海国际舞蹈中
心、程十发美术馆、上海油画雕塑院美术
馆等一批地标性场馆，打造了长宁虹桥
路舞蹈音乐艺术群。 坐落在古北地区
的新虹桥中心花园成为具有国际文
化特色的滨水开放空间，连续多年
举办世界音乐季、“上海之春”国
际音乐节、“月常满，人长宁”临

水听琴中秋主题活动，体现了国际精品城
区特色。下一步，非遗艺术也将走进古北
国际社区，为中外居民带去更有中国特色
的文化盛宴。

百年老马路焕发新生

长宁区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辖区内有
虹桥路、新华路、愚园路以及衡山路-复兴
路四个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同时还有 72

处文物保护单位、37家文博艺术类场馆、

121处优秀历史保护建筑以及 900余栋花
园洋房建筑，是上海近代海派文化的重要
孕育之地和繁衍之地。两年多来，长宁区
积极推进建筑可阅读工作，不断发掘老建
筑新的文化内涵与价值。

以具有百年历史的愚园路为例，这条
东起镇宁路，西至定西路，串联静安寺和
中山公园两大商圈的道路，目前已是上海
“永不拓宽”的 64 条道路之一。愚园路是
昔日上海西区的后花园，而今更是连接上
海两大中心城区的重要道路。“愚园路历
史风貌街区”的保护性开发，也因此成为
长宁区“十三五”城市更新战略的重要
工作。通过引入生活、艺术跨界融合
的新业态，增强街铺商业的体验感，

愚园路近百年的历史文化价值得
以保留， 街区整体艺术氛围、文
化内涵的延展也体现当下人
们对美好城市的向往。

与愚园路平行的武夷路也
有 90多年的历史， 见证
了上海的城市变迁 。

2017年， 武夷路启动
城市更新，从沿街路
面到纵深处的弄
堂、小区，城市更
新 、 “美丽街

区”建设以及老洋房的修缮改造、架空线入
地等项目正紧锣密鼓地有序展开。随着“升
级版”武夷路城市更新整体环境设计方案的
落地，“静雅武夷”的风貌正在这条老马路上
经历新生。

“文旅护照”一本在手啥都不愁

眼下，全域旅游正成为长宁区新的靓丽
名片。结合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四史”学习
教育、文教结合、“网红”打卡等主题，长宁区
根据不同群体需求设计了红色教育主题、文
化体验主题、 休闲游乐主题等微游线路，充
分覆盖红色文化、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等上
海三大文化品牌。

红色文化线路依托《布尔塞维克?编辑
部旧址、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旧址、上海凝
聚力工程博物馆等红色载体资源，成为开展
“四史”学习教育的生动素材。

海派文化线路串联长宁区内众多图书
馆、博物馆、美术馆、艺术馆，推出“艺海拾
珠”“博物馆之声” 等路线。“新华路穿梭时
光”线路途径上海影城、新华别墅（外国弄
堂）、上海民族乐团（陈纳德、陈香梅、董竹君
旧居）、上生·新所（孙科住宅）、幸福里等新
老城市地标，充分体现海派文化独特魅力。

江南文化线路主打非遗体验，结合长宁
民俗文化中心、虹桥香事馆、曲全立非遗影
像公共体验基地等三大非遗展示和体验中
心，为市民游客提供游览、学习和亲身体验
非遗项目的传承地。

为此，长宁区专门推出线下、线上双版
本的区域文旅护照。 纸质版护照一本在手，

市民游客可根据感兴趣的线路主题自主探
索，在相应点位盖章，集齐一定章数还可获
取长宁特色文创产品。电子版护照扩大了市
民游客的覆盖面， 在网上平台可同步开展
“打卡”定位、分享、展示等互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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