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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文化馆
艺术讲座“接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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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胡永其 浦东报道

从6月中旬至6月底，浦

东文化馆主办的“走进群众

接地气”艺术讲座在陆家嘴

区域五街道各居委巡回举

行，近20场讲座让2000多名

社区百姓受到了艺术熏陶。

这是该馆为深入贯彻新区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

要求、配合浦东创建国家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工作

推出的一项文化惠民活动。

根据陆家嘴区域居民喜

欢声乐和沪剧的文化需求，浦

东文化馆特邀优秀歌手鲁耀

东、优秀沪剧演员严蓉分别以

“音乐与养生”和“家乡戏、百

姓情、艺术梦”为主题，来到各

居委举办讲座，与群文爱好者

面对面。浦东文化馆馆长倪

一梅表示，今后将举办更多

“接地气”的活动，满足市民日

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见习记者 曹之光 浦东报道

近日，一个名为“锦绣路上

工作室”的微信公众号，在庆祝

4个月生日之时，悄然迎来了第

1500名关注者。有意思的是，这

个以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为己

任的公众号，其编委成员并不是

专业的文史工作者，而是10位来

自浦东新区党政机关及下属各街

镇的公务员。他们在忙碌的工作

之余，“现学现卖”将史料掌故

倾囊相授，身体力行“人人都来

学习国学”的理念。

浦东公务员
的“文化自信”

2 月 18 日发出“第一个声

音”后，“锦绣路上工作室”在

每周二、周五定期发布，每次更

新 3到 6篇，四个月里已发布了

一百多条文史知识。内容分为多

个板块，如“影响中国历史的战

争”版块介绍周灭商的牧野之

战，以及成语“一鼓作气”出处的

长勺之战；“文化典故”版块，则介

绍“高山流水”、“龙阳泣鱼”、“人

面桃花”等典故背后的故事；“先

贤集”版块，收录荀子、韩非子、孟

子等文学家、哲学家的事迹。丰

富的内容使订阅者不断增长，也

有粉丝开始猜测，这个“工作室”

究竟在锦绣路的哪一路段上？发

布者又是一群怎样的人？

“在锦绣路上，并没有一座

实体工作室。”该公众号的发起

者、浦东新区区委办公室督查处

处长蒋海笑言，“我们只是一群

志同道合的公务员，在做一件有

意义的事。”他介绍，成立这个

公众微信号的缘起，是去年他作

为浦东第十五期中长期外向型赴

美培训团团长，在美学习期间，

深深感受到：许多中国年轻人了

解西方文化，却对优秀的传统文

化茫然无知，“这使我意识到，

自己必须做点什么。”

“习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

提到须在公众中树立‘文化自

信’。我们能不能利用年轻人钟

爱的微信，搭建一个学习国学的

平台？”蒋海说，他将自己的想

法与同事分享，引来不少志同道

合者响应。最终，7名有相同兴

趣理念的公务员组成了一个全新

的团队，他们将公众号命名为

“锦绣路上工作室”，作为对公务

员身份的隐喻。

边学边写
提升国学素养

记者发现，这七人组成的“编

委会”，只有一人学的是文史专

业，其他都是理工科出身。“尽管

我们都不是‘科班’出身，平时工

作也很忙，但为了办好这个‘公众

号’，我们还是在休息时间办了一

个学习班。”蒋海说，每次大家聚

在一起，交流学习成果，并确定下

期选题。经过商议，每名成员专

门负责一个版块的撰写。

“只有深入学习，谈国学才有

底气。”《影响历史的女性》版块负

责人、区委办秘书处公务员颜飞告

诉记者：“由于不是文科出身，在阅

读古代史料时屡屡受挫，有时还会

借助网上资料。我很清楚，只有与

书面材料能够佐证的网络资料，才

比较可靠。有了成体系的知识后，

就常常产生写作的冲动。”

“锦绣路上工作室”提高了

“编委会”的国学素养，他们又将

国学知识传播给更多需要的人。

渐渐地，越来越多的浦东公务员

跃跃欲试，想要加入这个“学习

班”。蒋海在欣喜的同时，也设置

了一道“门槛”：新加入者须是单

位业务骨干，办微信号不能影响

本职工作，只能在午休或下班时

间写作。目前，该微信号的骨干成

员已扩充到了10人。

眼看着的粉丝数不断增长，

“锦绣路上工作室”已不满足于单

纯的网络文化传播。他们正与浦

东一些中小学接洽，开设相关微

课程内容。

童话人物，是孩子们童年最

重要的玩伴。今年的暑期剧场，

“白雪公主”非常“忙”，多个版本

的《白雪公主》改编剧将让不同年

龄的孩子，感受到不一样的童话

世界。

6 月 28 日，将在浦东新舞台

上演的《童话修补师之白雪公

主》，是一部时下流行的“穿越

剧”。本剧讲述了一个爱捣蛋的

小男孩，穿越到《白雪公主》的故

事中。茫然无措的他，无意间救

下了被猎人刺杀的白雪公主。小

观众们将看到小男孩如何屡次化

险为夷，成为新一代“童话修补

师”。而 7月 13日上演的卡通音

乐剧《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

则是一个较传统的入门级版本，

似乎更适合幼儿观赏。

“颠覆版”的白雪公主，则将

在 7 月 19 日的东方艺术中心上

演。为什么皇后每次都会失

败？是有人在帮助白雪公主

吗？由台湾“如果”儿童剧团出

品的《你不知道的白雪公主》，不

仅有熟悉的公主、王子、七个小

矮人和坏皇后，还有一个偷偷

“加塞”的平凡人物——“煤球”，

她是服侍皇后的仆人，也是白雪

公主的朋友。一剧演罢，小观众

们也许会懂得，公主、王子、皇后

都不见得是世上最美丽、勇敢的

人；最值得敬重与肯定的人，是

有爱、勇于付出、全心奉献的人。

今年暑期，浦东的剧场迎

来了美国、俄罗斯、德国、捷

克、中国台湾等国家与地区的

儿童剧团，拉开了亲子文化盛

宴的大幕。

在 长 长 的 亲 子 剧 菜 单

中，捷克的黑光剧显然是一

张“新面孔”。黑光剧由身着

黑衣或蒙上黑布的演员，置

身于全黑的舞台布景中，进

行近乎默剧的肢体表演。演

员须操纵涂上荧光的道具和

木偶，或在身体某些部位涂

上色彩，让舞台上显现出许

多奇妙的影像，适合年龄较

大的青少年，很多成人也能

在其中找到乐趣。有着 50多

年历史的捷克第一黑光剧

团，曾在不下 65个国际戏剧

节上亮相，并被美誉为“将

魔法带回了世界舞台”。7月

17 日他们将在东艺的舞台上

演出《神秘的魔法世界》。

大恐龙是很多小男孩的

最爱。8月9日，东艺上演由日

本绘本大师宫西达也同名作

品改编、音乐大师久石让配乐

的大型儿童剧《你看起来好像

很好吃》。剧情讲述了一只看

上去“很好吃”的小甲龙，却将

霸王龙当成了自己的父亲。

为了这个“儿子”，残暴的霸王

龙不仅要保护甲龙不受其他

恐龙的伤害，还为了避免误伤

到甲龙而改掉了食肉的习

惯。“父爱”是贯穿全剧始终的

主题，久石让的音乐也将父子

情烘托得格外动人。

在证大喜玛拉雅中心的

大观舞台，国内外优秀儿童

演出团体也将带来精彩表

演。荣获第二届中国儿童戏

剧节最佳剧目奖的加拿大儿

童现代舞剧《热带雨林精灵

夜》，由上海音乐学院和上海

戏 剧 学 院 班 底 倾 力 打 造 、

100%全童星阵容出演的儿童

音乐剧《观观小美奇遇记》，

为亲子家庭提供“一中一

西”的不同选择。

而从 7 月 1 日起，风靡韩

国十余年的亲子音乐剧《寻梦

的猫》也将首次登陆上海，在

儿童艺术剧场连演 13场。《寻

梦的猫》的故事灵感来源于英

国的百年童话《十二只猫》，同

时主题也与经典童话《绿野仙

踪》不谋而合——为了寻求自

己的梦想，小伙伴们历经千辛

万苦，最后却发现，自己的愿

望早已在历经艰险的成长历

程中实现了。

欢快的童声，激发无邪的童

趣。8月 1日，来自“音乐之都”奥

地利维也纳的威尔顿童声合唱团，

将再度来到东艺演出。这是一支拥

有悠久历史的乐团，早在13世纪中

期，威尔顿修道院的学校里就传播

着童声合唱团的歌声。如今合唱团

共有150名10到15岁的孩子，进行

形式多样的演出。独唱、音乐剧选

段、民族歌曲、教堂圣歌，孩子的天

籁之音总能将听众陶醉。

以游戏与互动为特色的儿童

音乐会，是一种新颖的演出形

式。6 月 29 日，台湾朱宗庆打击

乐团儿童音乐会《豆荚宝宝之彩

虹梦境》，将孩子带进充满惊喜的

音乐世界。朱宗庆打击乐团将以

创新的音乐演奏、戏剧肢体表情

的演出，并在音乐会中引入“豆荚

宝宝”的角色，邀请小朋友到充满

幻想与童趣的“彩虹梦境”游玩。

乐团以巴赫《小步舞曲》设计游戏

互动，引领孩子轻松进入古典音

乐殿堂。演出将使正在学习音

乐，或第一次接触音乐会的少儿

都能乐在其中。

最忙碌：白雪公主

一剧多演充满想象力

最天籁：多元选择

音乐世界动静皆宜

最热门：亲子剧场

多国儿童剧抢分“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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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公务员建微信公众号传播传统文化

“锦绣路上工作室”国学知识轻松学

进入暑假，伴随日趋走高的气温，浦东

的儿童演出市场也渐趋火爆。东方艺术中心、浦

东新舞台、证大喜玛拉雅中心等知名演出剧场，纷

纷瞄准了青少年群体，在七八两月推出30余场儿童

剧与儿童音乐会。

剧场里，善良的白雪公主将“邂逅”可爱的恐

龙，台湾的打击乐将“撞上”维也纳的童声，精

彩的暑期演出季，哪个才是你的“菜”？

见习记者 曹之光/文

暑期少儿演出季火爆启动暑期少儿演出季火爆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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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梦的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