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业教育已成为浦东经济发展的有力助推器。日

前，浦东职业教育集团在上海市浦东外事服务学校举

行换届大会暨二届一次理事会。记者获悉，新区将借

助职教集团的平台构建产教横向融通、学制纵向贯通

的“一横一纵”现代职教体系，培养更多知识型、发

展型技术技能人才，提升职业教育的服务能级。
■本报记者 吴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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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17日晚，世界交响天团——

柏林爱乐乐团将在艺术总监西蒙·拉特

爵士的亲自带领下，携手著名钢琴家郎

朗，再度登台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上演两

场“德国宝沃 乐动之夜——柏林爱乐乐

团2017上海音乐会”。

这是柏林爱乐乐团继 2005 年 11 月

登台东艺后，相隔 12年再度来到浦东演

出。演出票一经开售便引发抢票热潮，

26小时内3800张演出票售罄。

谢幕之旅引发疯狂

在各种世界交响乐团排行榜中，柏

林爱乐乐团始终凭借其辉煌的历史、独

特的魅力和超一流的水准占据着最重要

的位置，是当今世界古典乐坛当之无愧的

金字招牌。2005年11月，由西蒙·拉特领

衔的柏林爱乐乐团首次访沪演出，选择在

刚开业不久的东艺举行，演出轰动一时，

被业界誉为“一流乐团演出与一流水准运

作的完美结合”，并入选 2005年“上海十

大文化新闻”。

此次柏林爱乐的中国之行，将是西

蒙·拉特最后一次以艺术总监身份率柏林

爱乐访华，而上海不仅是柏林爱乐唯一连

演两晚的内地城市，也是其访华的最后一

站。西蒙·拉特的这一卸任演出，激发了

乐迷的空前热情，不少乐迷提前 40个小

时到东艺售票处排队等候购买低价票。9
月 17 日上午 9 时正式开票后仅 26 个小

时，两场音乐会的 3800张演出票便被抢

购一空，创造了东艺售票速度的新历史。

两场演出看点多多

此次柏林爱乐的访沪演出，曲目以柏

林爱乐十分擅长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

管弦乐名作为主，两晚各有特色，看点颇多。

11 月 16 日晚，柏林爱乐院团将在

西蒙·拉特的指挥下，呈现理查·施特

劳斯短小而极具戏剧性的交响诗《唐

璜》，以及勃拉姆斯在交响乐领域的封

笔之作——《第四交响曲》。这场演出

的高潮无疑是由中国青年钢琴家郎朗

担任独奏演绎的以高难度著称的巴托

克《第二钢琴协奏曲》。郎朗也成为了

第一位以团外钢琴家身份，参加柏林

爱乐 11月世界巡演的音乐家。

次日的演出，柏林爱乐则会带来一

场“俄罗斯式的狂欢”。演出曲目包括西

蒙·拉特声称在离任前，无论如何也要和

乐团一起演奏的拉赫玛尼诺夫《第三交

响曲》，以及斯特拉文斯基的《彼得鲁什

卡》。《彼得鲁什卡》是芭蕾史上最富有视

觉观感的音乐作品，通过琳琅满目的音

响，戏谑地讲述了一段发生在三个木偶

之间的“三角恋”故事。此外，柏林爱乐

还会演绎韩国当代作曲家陈银淑的一首

新作，以作为对亚洲人民的致敬。

平均票价比12年前降三成

首度提出“东方质造”概念的东艺

2017/18演出季，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维

也纳爱乐和柏林爱乐两大古典音乐“巅

峰交响”的双双到访。一直把培养观众、

培育市场作为重要任务的东艺，想方设

法减轻成本对定价的压力，以便让更多

乐迷能有机会有条件走进剧场，欣赏世

界最顶级乐团的演出。

在德国宝沃汽车的赞助支持下，此

次的柏林爱乐乐团访沪音乐会与 12 年

前相比，平均票价降低了三成。宝沃汽

车（中国）副总裁兼营销公司总经理梁兆

文表示：“非常荣幸与全球著名乐团柏林

爱乐乐团携手，为中国观众献上一场古

典音乐盛宴。古典音乐家们通过不断的

传承与创新，将音乐所蕴含的人文精神

传递给世界，这与宝沃汽车秉承的‘突破

创新’品牌精神高度契合。我们也希望

借此合作的机会，搭建中德文化交流的

桥梁，促进中德艺术文化的交融。”

2017/18演出季的发布会上，东艺总

经理雷雯提出，未来的东艺不仅是一个精

品荟萃的平台，还将建成一个艺术家院

团、政府、媒体渠道、合作方赞助方及广大

观众五位一体的聚合平台，此次与宝沃汽

车的合作，正是东艺实施新定位的一步。

“艺术+”打造视听盛宴

2017/18 东艺演出季中提出的“艺

术+”的概念，也将在两大巅峰交响乐团

的演出期间得以实现。

届时，东艺将联手上海自贸区国际

艺术品交易中心，为这两大重点项目维

也纳爱乐乐团上海音乐会、柏林爱乐乐

团 2017 上海音乐会专门定制配套艺术

展。其中，柏林爱乐乐团 2017上海音乐

会的专属定制艺术展将围绕“德国元素

艺术家绘画及艺术作品展示”“德国设计

展示及互动装置”“定制衍生产品及限量

版纪念品”等三大板块展开。观众在东

艺将不仅能现场欣赏到两大世界交响天

团的天籁之声，还将有机会用视觉去发

现另一种艺术之美，赴一场真正的视听

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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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一数
这些年登台东艺的知名乐团

十几年来，世界著名交响乐团来沪

的数量远远超过在这之前近百年的总

和，其中大多数都在浦东的东方艺术中

心演出。到目前为止，世界十大交响乐

团都曾到访东艺，并举办了音乐会，其中

包括：柏林爱乐乐团、英国 BBC 交响乐

团、德累斯顿国家交响乐团、伦敦交响乐

团、捷克爱乐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以

色列爱乐乐团、荷兰皇家阿姆斯特丹音

乐厅管弦乐团、芝加哥交响乐团等。

东艺还是国内第一个同时举办了世

界两大顶级乐团——柏林爱乐乐团和维

也纳爱乐乐团音乐会的剧院。一位东艺

会员曾在微博上自豪地说：“东艺可以倒过

来数数了，还有几个世界名团没有来过。”

··缤纷舞台缤纷舞台

相隔12年 西蒙·拉特又携交响天团来浦东
柏林爱乐乐团两场访沪演出票售罄

11月16日晚，柏林爱乐乐团将在西蒙·拉特（右图中）的指挥下，携手郎朗（左图）带来《第二钢琴协奏曲》。 □资料图

拓宽“一横”
“五位一体”促产教融通

成立于 2010 年 6 月的浦东职教

集团，初衷便是为了集聚区域资源，

推进职教发展。

7年来，浦东职教集团不断扩容，

目前的70多家理事单位，既包含新区

的14所中职校，还包括14所高校、25
家企业、8个行业协会社会团体，以及

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浦东职教已

形成了“五位一体”多方共同谋划与

推进职业教育发展的新格局，未来更

将拓宽产教横向融通这“一横”。

近年来，新区借助职教集团的平

台，推动政府、企业与学校进行更广

泛深入的合作，构建政府、企业、学校

多方共赢的合作机制，推动学校与行

业企业在人才培养目标、开发课程体

系、专业教学、技能培训、生产实习、

学生就业、建设教师队伍等方面的深

入合作。目前，有近 400家企业参与

了校企合作，在企业内设立了 16 个

“中等职业学校优秀学生实习基地”，

部分中职校采用“引企入校”的方式

与企业深度融合，更有不少理事单位

积极参与市教委的教育综改项目，开

展校企交流互聘、双证融通等试点。

浦东职教集团还创新性地推动

企业理事单位参与“高技能人才培

养基地”建设。在上海市航空服务

学校内设立的“高技能人才培养实

训基地”，为中国的大飞机事业培养

技能技术人才；设在上海市临港科

技学校内的“上海临港产业区职工

培训基地”，则成为了中职校培养区

域产业技能人才的大本营。而上海

市振华外经职业技术学校则与上海

唐镇电子商务港签订了“电子商务”

专业校企合作协议，成为“浦东新区

电子商务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

未来，浦东职教集团将深入推进

中职校与企业及高校的沟通协作，鼓

励企业深度参与职教办学。新区还

将试点职业学校校长、教师和企业主

管交流互聘，行业企业与职业院校结

合的导师制，试点建设两三个高端

化、国际化职业教育培训基地，把中

职校学生培养成为具有国际视野和

国际竞争力的高水平技能人才。

贯通“一纵”
中职生上大学不是梦

上海市教委等发布的《上海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5-2030
年）》中提出：要依据区域社会经济发

展需求和学生可持续发展需求，实现

职业教育各学段“纵向贯通”，建立从

“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专科教育

—应用技术本科教育—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的纵向衔接体系。

如今，“中本贯通”和“中高职贯

通”这两种贯通中等职业教育到高等

职业教育学制的人才培养途径,已在

浦东“开花结果”。

记者了解到，浦东职教集团构建

了中高职学校招生、专业培养方案设

计、教学实施，以及就业一体化的衔接

体系，让中职生上大学成为可能。目

前，新区已有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学

校、上海市航空服务学校等 7所中职

学校，与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的人物形

象设计专业、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的航空服务专业等21个专业，实施了

“中高职贯通”人才培养模式的试点；

上海市浦东外事服务学校、上海市医

药学校等 4 所中职学校与上海立信

会计金融学院的金融事务专业、上海

应用技术学院的制药工程专业等 6
个专业，开展了“中本贯通”人才培养

模式的试点。

中等职业教育到高等职业教育

的贯通，为中职校学生拓宽升学渠道

和职业生涯发展创设了良好的条

件。浦东职教集团相关负责人透露，

“十三五”期间，新区将继续申报中高

职贯通、中本贯通试点项目，探索扩

大贯通培养规模，力争到 2020年，中

高职贯通专业覆盖目前新区中职学

校开设专业点的 30%，中本贯通专业

覆盖目前新区中职学校开设专业点

的 10%。

本报讯（记者 符佳 通讯员 吉娜）临港“儿童大学”又

有新动作。近日，“儿童大学”智慧课程《向南极进发》新书发

布会暨大讲堂启动仪式在临港第一小学举行。中国首名穿

越北冰洋的女大副、上海海事大学白响恩副教授，走进“儿童

大学”大讲堂，为临港第一小学的300多名小学生及家长主

讲《向南极进发》校本教材第一课：“我心中的冰雪奇缘”。

从2015年起，临港第一小学利用临港大学城高校云集

的特点，集中区域内诸多优质资源，借鉴德国的“儿童大学”

理念和实践，在临港创办了“儿童大学”。两年来，通过一系

列尝试，“儿童大学”的课程体系渐渐趋于完善。此番推出的

智慧课程《向南极进发》由临港第一小学和上海海事大学联

手开发，集中了高校与小学的专业师资力量。

临港第一小学校长叶黎红介绍，《向南极进发》一书，

与现在市场上比较常见的同类儿童读物“非常不一样。”此

书由临港的大学老师提供原始脚本，由数名教学经验丰富

的小学教师根据小学高年级儿童的认知水平和个性特点，

有针对性地进行编排提炼，并加入了互动性、实操性练

习。最终，由多次去过南极的前“雪龙”号船长审阅修改，

从而确保了这一校本课程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课堂上，白响恩用浅显生动的语言，与孩子们分享了

她驾驶“雪龙”号赴南极科考时，遇到的各种险阻和经历。

“南极，不仅对于孩子们来说是陌生的，即使对于不少成年

人而言，依然是一片既遥远又神秘的土地。这片大陆有太

多的未知，值得我们去探究。”白响恩说。

当日，白响恩、龚慧佳、张建华、席永涛、王忠诚等 5名

曾驾驶“雪龙”号，有过南北极航海经历的高校教师被聘为

临港“儿童大学”荣誉教授。据透露，未来临港第一小学计

划分别依托上海海事大学、上海海洋大学、上海电机学院、

上海建桥学院等临港高校资源，以及2020年将建成的上海

天文馆等区域文化场馆资源，策划一套《青少年科技素养

丛书》，分别开发《向深海进发》《向人工智能进发》《向太空

进发》等系列校本教材。

浦东职教集团举行换届大会暨二届一次理事会

新区构建“一横一纵”现代职教体系
高校供素材 小学来编排

临港“儿童大学”
推智慧课程校本教材

上海市航空服务学校开设的飞机制造专业，服务于大飞机项目。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