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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之光

明天是第 42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

的主题是“超联通的博物馆：新方法、新

公众”。记者从新区文保所获悉，浦东今

年有 18座博物馆参加优惠开放活动，其

中16座免费开放，上海观复博物馆、上海

科技馆门票半价优惠。5月18日当天，有

5座博物馆延时开放到21时。

12座博物馆
延长免费开放日期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超联

通的博物馆：新方法、新公众”，鼓励世界

各地的文化机构广泛外联，与周围的社

区、文化景观和自然环境展开互动。记

者获悉，今年浦东将有更多博物馆延长

免费开放时段，吸引浦东市民走进身边

的博物馆。

新区文保所相关负责人介绍，明天浦

东免费开放的16座博物馆中，既有张闻天

故居、黄炎培故居、南汇博物馆、上海吴昌

硕纪念馆等常年免费的国有博物馆，也有

东方地质科普馆、金刚博物馆、震旦博物

馆等特色鲜明的非国有博物馆。

国际博物馆日的影响力正与日俱

增。近几年，浦东多座博物馆将原来只

有 5月 18日 1天的免费开放日延长到多

日，今年延长免费开放日的博物馆增至

12座，为历年来最多。其中，东方地质科

普馆、金刚博物馆等10座博物馆，免费开

放日为5月18日至20日。而上海中医药

博物馆则从5月18日开始，免费开放至6
月17日，免费开放期长达一个月，市民可

避开参观高峰，更轻松、从容地安排游览

时间。

往年大受市民好评的“博物馆之

夜”，今年将继续扩大规模。明天，上海

中医药博物馆、金刚博物馆、高桥历史文

化陈列馆、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博物馆、

上海中医药博物馆这 5座博物馆将延长

开放至 21时，市民可感受夜游博物馆的

独特体验。

诸多特色活动
增免费参观“含金量”

上海作为今年博物馆日的全国主会

场，将围绕“博物馆与美好生活”举办系

列活动。5月18日前后，浦东的博物馆将

推出 10余项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增加

免费参观的“含金量”。

在展览方面，南汇博物馆举办“纪

念黄炎培诞辰 140 周年书画展”，纪念

出生在浦东川沙的著名教育家、爱国民

主人士黄炎培诞辰 140 周年。上海吴

昌硕纪念馆举办“薪火相传”纪念郑午

昌先生诞辰 125 周年书画展。郑午昌

是继任伯年、吴昌硕之后的海派画坛领

军人物，此次参展的 60 多件作品囊括

了郑午昌、王康乐、房师田、凌虚、刘小

晴等名家佳作，展现出海派艺术的传承

脉络。金刚博物馆则推出“现当代油画

大师展”和“近现代国画大师学术展”。

而在讲座方面，明天下午，工艺美术

大师、上海文史馆馆员汤兆基将在上海

中医药博物馆带领听众走进牡丹的世

界。他将结合展厅中的个人牡丹绘画展

览，主讲“都市牡丹文化漫谈”，让更多人

了解牡丹作为中药的保健功效。明天下

午，南汇博物馆将邀请上海博物馆考古

部主任、研究员陈杰，主讲“手铲释天书

——考古发现与古代上海”专题讲座。

位于陆家嘴金融城的历道证券博物馆，

则将推出“证券博物馆的超级连接”与

“理性投资，理性公众”主题讲座。

参与“博物馆之夜”的博物馆，也将

在夜间推出相关特色活动。中医理论认

为5月是“祛病防疫”的时节，上海中医药

博物馆将在明晚举办“灵丹妙药动手做”

卷艾条活动。市民可观摩体验艾条的制

作，了解艾叶的功效，感受中医药文化的

博大精深。震旦博物馆不仅将带来题为

“艺术之都博物馆深度游——巴黎的 30
座博物馆”的旅行分享会，还将举行“泉

四重奏”音乐会，邀市民在乐声中乐享

“博物馆奇妙夜”。

本报讯（记者 曹之光）一本具有跨

文化特征的优秀文学作品，成为连接大

洋彼岸两地读者的纽带。5月13日下午，

《岛上书店》读书会在浦东新区党建服务

中心举行，这也标志着浦东和旧金山“双

城阅读”活动启动。

《岛上书店》是美国作家加布瑞埃拉·
泽文于 2014年创作的小说，2015年推出

中文版，在中、美等多个国家都登上了畅

销书榜单。“没有谁是一座孤岛，每本书都

是一个世界。”在此次浦图的活动中，《岛

上书店》译者之一、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

文艺》执行主编李玉瑶与观众分享了翻译

与阅读本书的感受。她介绍，该书描绘了

爱丽丝岛上唯一一个书店的老板，如何经

营书店、选购书籍、开读书会，并与形形色

色的人物发生关联的故事。本书情节似

乎无甚出彩之处，但作者的高明之处在

于，把阅读融入到行文结构之中：书中每

个章节名都是一本英美文学著作的书名，

书中人物的行动、对话也常引用经典文学

内容。“这本书是在‘掉书袋’，但‘掉’得非

常自然。”李玉瑶表示，“如果读者‘按书索

骥’，一一阅读书中提到的书目，那么就能

初步了解英美文学的概况。”

当日，作家于是也来到现场，与李玉

瑶展开对谈。于是认为，在实体书店经

营越发困难的当下，开书店并不是只靠

“情怀”就能支撑下去的事业，要想走得

更远，就要突出自身特色。她表示，上海

如今涌现出许多有设计感的书店，令她

感到欣喜。

“《岛上书店》是一本有温度的书，故

事的连接点是书，是阅读。”浦东图书馆党

总支副书记、副馆长郭慧介绍，上海和旧

金山是友好城市，两地市民同样热爱阅

读。去年6月，浦东图书馆与美国旧金山

市立图书馆签订合作协议，正式成为兄弟

馆。至2020年，两馆约定将每年举办一次

“双城阅读”活动，围绕共同书目开展相关

阅读活动，进一步促进两地的文化交流。

据悉，浦东图书馆在此次“双城阅

读”活动中，将为《岛上书店》一书设立专

架，并在总分馆体系下的各分馆举办荐

书活动。今年 5 月也是第 40 届“旧金山

亚太文化传统月”，旧金山市立图书馆及

其 27家分馆都将对此书进行推荐，开展

阅读推广活动。

畅销书《岛上书店》连接大洋彼岸

浦东和旧金山共推“双城阅读”活动

明天是第42个国际博物馆日

浦东18座博物馆备下“大餐”等你来

■本报记者 曹之光

民谚有云“浦东十八镇，周浦第一镇”，

昔日的“小上海”周浦，究竟繁华到什么程

度呢？过去一年来，一个名为“重现老周

浦”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原创了一系列细节

生动的3D动画图像，老周浦的市井风情得

以再现。

“我们这一代人，因家乡旧貌换新颜

而振奋，也因为儿时景象消失而失落。

我想运用计算机技术，把‘口述历史’视

觉化，让后人都能看看当年‘浦东第一

镇’的风采。”今年 65 岁的黄佳林，正是

“重现老周浦”微信号的内容提供者。他

在周浦出生长大，直到 16 岁才因插队离

开家乡。上世纪 80 年代，黄佳林又回到

上海从事机械设计工作。退休后，对于

家乡周浦旧貌的怀念时时萦绕在黄佳林

的心头，由此他萌生了运用 3D 动画技术

重现周浦旧貌的想法。做这样一件“时

髦”的事，黄佳林认为自己有着独特优

势：“比起年轻人，我曾走过老周浦的街

头巷尾，知道‘小上海’的旧貌。比起同

龄人，我对计算机技术的运用更加娴熟，

能够把记忆中的景象重现出来。”

制作每一个场景，黄佳林都坚持这个原

则：动画场景不能“信口开河”，要有“真景、

真情、真心”。去年5月，重现的第一个场景

上线了——那是黄佳林老宅的隔壁邻居家，

屋主是解放前的百乐门舞星。配合3D动画

图像，黄佳林用真挚动人的回忆文字，讲述

了一段充满乡情乡愿的身边故事。很快，点

击量突破了1000，这条微信在周浦人的朋友

圈里广泛转发，得到了不错的反响。

受此激励，黄佳林参照上海市地理信

息公共服务平台上的“1948年周浦镇遥感

影像图”，重现出老周浦的更多街景：协盛

浆袋布厂、周浦中学老校舍、朱家厅、龚家

楼、太平弄……不时有网友向黄佳林表达

看到街景图时的惊喜：“你制作的周浦汽车

站对面老派出所的3D图像，和我小时候看

到的一模一样！”“真没想到，民国时期的周

浦就有一座周浦公园了。”

然而，随着工作的推进，黄佳林也意识

到个人力量的不足，仅凭他一个人的记忆，

有很多局限，也容易出错，只有汇聚更多周

浦人的记忆，才能更完整地还原老周浦的

全貌。于是，他邀请亲朋好友撰写回忆文

章，并广泛搜集老照片等历史资料；他还结

识了多位在周浦出生的老者，开展了“口述

周浦历史”的访谈。为制作地方志上寥寥

几笔记载的老周浦公园的3D图像，黄佳林

一连采访了七八位耄耋老人，还原出了当

时的公园布局：内有假山、亭台、荷花池，还

有动物园和戏院。

如今，黄佳林连点成片，已制作完成解

放前后周浦镇域四分之一的街景。1949
年周浦镇域内有记载的46座桥，黄佳林也

还原了20多座。此外，他还为周浦人免费

“绘制”自家老宅景象。黄佳林希望在重现

老周浦的工作完成后，能够制作一款互动

3D软件：“你可以摇一叶小舢板，穿过一弯

小石桥，登上一条弹格路，拜访一户临街人

家，重温一段长辈口中的故事……”

周浦镇党委宣传委员周俊介绍，周浦

正在推进“文化周浦”建设。根据最新发布

的《浦东新区周浦镇文化发展白皮书（2018
年）》，周浦将和“重现老周浦”微信公众号、

民间收藏馆等民间力量加强合作，深入挖

掘周浦文化历史，展现周浦的人文底蕴。

用3D动画将“口述历史”视觉化

六旬“老周浦”
还原“浦东第一镇”市井风情

本报讯（记者 曹之光）今天距第 21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只有 1个月了。5
月15日，上影节公布全市45家展映影院名

单，其中包括6家浦东影院，市民可在家门

口观赏中外电影佳作。

记者了解到，今年全市共有 86 家影

院报名参加上影节展映，上影节组委会根

据影院区域布点、软硬件水平，淘汰了近

半数参评影院。在最终确定的 45家展映

影院中，有 33家为首批上海市星级影院，

占比达 73.3%。而在浦东的 6家展映影院

中，有 4 家为星级影院。其中，上海百丽

宫影城（ifc 商场店）、保利国际影城（上海

世博店）为五星级影院；SFC上影影城（八

佰伴店）、兰馨·悦立方影城为四星级影

院。

此外，浦东另外两家展映影院——

SFC上影影城（丁香店）与华昕红星电影世

界（上海张江绿地店），都是新开业的影

院。这两家影院的特色影厅多，拥有

LUXE激光技术、LED技术和杜比技术等，

提升了观影体验。

据悉，在目前公布的部分展映片单

中，有多部中国经典老片，浦东市民有望

在家门口重温佳作。5 月 2 日，去年上影

节“华语电影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王丹

凤与世长辞。为纪念这位电影人，今年上

影节将公益展映王丹凤主演的《护士日

记》2K 修复版。今年还是中国第三代著

名导演谢晋去世 10 周年，本届上影节将

展映《芙蓉镇》《舞台姐妹》《女篮 5号》《红

色娘子军》《天云山传奇》等 7部谢晋代表

作。其中，《大李小李和老李》将第一次上

映沪语配音版。

浦东6家影院参与上影节展映

黄辰毅 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