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21日
9：30 上海沪剧院慰问演出《折子戏》 浦东新区泥城镇彭庙村“家门口”服务中心
9：30 沪剧达人秀 浦东新区川沙古镇老祖禅堂（中市街76号）
13：00 上海文慧沪剧团沪剧《四月歌声》 金海文化中心剧场（金群路28号）
13：30 民营沪剧院团“东乡雅韵”混合折子戏演出

川沙新镇戏曲艺术展示中心（北市街39号）
●12月22日
9：00 上海宣韵沪剧团慰问演出《折子戏》 书院镇塘北村“家门口”服务中心
9：00 上海紫华沪剧团慰问演出《折子戏》 川沙新镇七灶村“家门口”服务中心
13：30 上海紫华沪剧团沪剧《新娘奇案》 川沙影剧院（新川路400号）
●12月23日
9：00 上海海梅艺术团慰问演出《折子戏》 祝桥镇邓三村“家门口”服务中心
9：00 上海彩芳沪剧团慰问演出《折子戏》 张江镇环东中心村“家门口”服务中心
9：00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沪剧团慰问演出《折子戏》

周浦镇界浜村“家门口”服务中心
9：00 上海新东苑沪剧团慰问演出《折子戏》 新场镇新南村“家门口”服务中心
13：00 上海海梅艺术团沪剧《浪子回头》 江镇社区（晚霞路426号）
13：00 上海彩芳沪剧团沪剧《口碑》 高东镇文化服务中心（光烁路39号）
13：00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沪剧团沪剧《田园新歌》

周浦文化服务中心（周东路266号）
13：00 上海新东苑沪剧团沪剧《啊，母亲！》 新场镇文化服务中心（新环东路276号）
●12月24日
10：00 国有民营沪剧院团“乡音·乡情·乡韵 ”——沪剧回娘家走入界龙新农村

川沙镇界龙村文化体育中心（界龙大道285号）
13：00 上海沪剧院传承版《陆雅臣卖娘子》

川沙镇界龙村文化体育中心（界龙大道285号）
13：30 上海勤苑沪剧团沪剧《遥遥娘家路》

南码头路社区文化服务中心（南码头路400号）

以上演出免费观看，但部分演出需凭票入场，具体安排以主办方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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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曹之光）日前，“诗意

江南”第十七届海平线绘画·雕塑联展在

中华艺术宫落幕。本届展览依托沪、苏、

浙、皖四地文联组建“长三角文艺发展联

盟”的契机，展出四地24名青年艺术家的

150余件作品。展览聚焦长三角美术的

协同发展，助力“江南文化”建设。

这些生活、工作在江南的艺术家，普遍

以江南风物作为创作题材，通过借物抒情

表达“诗意江南”。其中，上海艺术家牛安

在《石在系列》中，描绘了江南古典园林中

常见的太湖石。牛安曾在日本、韩国、美国

留学工作十余年，回到故乡上海后，她的作

品中增加了更多“江南元素”。“作为一名江

南艺术家，这份乡愁水远是我的创作源

泉。”她希望自己的画作不仅要表现出太湖

石的“瘦、漏、透、皱”和“丑、雄、奇、拙”，还要

画出太湖石的“喜、怒、哀、乐”。

来自浙江的雕塑家古璐，创作了多

件富有江南韵味的人物雕像。作品《放

鹤》描绘了一名身着汉服，抬手作放鹤动

作的老翁，视觉表现宛如宋代文人画。

《吴昌硕像》，则充分吸收吴昌硕金石艺

术养分，以古朴含蓄、浑厚苍拙的刀法表

现“缶翁”的神态形体，以此向这位海派

书画大家致敬。

由上海美协主办的“海平线”绘画·雕

塑联展，是中国首个双年展项目。32年

来，“海平线”始终聚焦中青年美术家的成

长，以探索性、学术性、时代性为主旨，相

继有400多名艺术家的作品在展览中亮

相，很多参展者日后成为上海艺术界的中

坚力量，受到全国艺术界的瞩目。

本报讯（记者 曹之光）中华艺术

宫既是云集海内外大师佳作的高雅艺

术殿堂，也是世博区域居民身边的艺术

“会客厅”。12月 15日，2018浦东世博

区域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书画交流主

题活动在中华艺术宫多功能厅举行。

来自三林、北蔡、东明路、南码头、上钢

新村、周家渡6个街镇的书画爱好者以

文会友，在书香墨韵中迎接新年。

本次活动由新区文广局指导，中华

艺术宫、浦南文化馆主办。活动现场，6
个街镇的书画爱好者在长桌前伏案创

作。每一名正在创作的市民、每一件完

成的作品旁，都聚拢着一群观众。有的

作者画下姹紫嫣红的牡丹，寓意花开富

贵；有的作者则写下“瑞雪兆丰年”“辞

旧迎新”等字句的书法作品，讨个好口

彩。上钢新村街道退休居民李志龙绘

就了山水画《山水青音》，引得观众纷纷

掏出手机拍照留念。“现在的人们生活

在城市里，却渴望住在青山绿水之中。”

李志龙介绍了自己创作的初心，“书画

艺术使我老有所乐，很高兴有机会在中

华艺术宫展出作品。”

最终，6街镇的书画爱好者完成了

60 多幅书画作品，上海师范大学美术

学院教授邵琦、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副主

席宣家鑫等名家对作品展开点评。宣

家鑫说：“书画艺术是养心养志的。世

博区域借力中华艺术宫等机构的专业

资源，提升群众书画创作水平，也能提

升整个区域的文化格调。”

本报讯（记者 曹之光）时值岁末，远

方的游子纷纷收拾行囊，准备踏上归途，被

誉为“上海的声音”的沪剧也将回到它的

“娘家”。今晚，第四届上海（浦东）沪剧艺

术节将开幕，在一周时间里，20多场演出、

讲座、沪剧“达人秀”等活动将在浦东的多

个街镇与居村举行。

为响应“上海文化”品牌建设，本届沪

剧艺术节的开幕式演出以“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为主题，在大观舞台上演。演出

将紧紧围绕“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

化”这一主线，展示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

沪剧在现代戏创作方面做出的卓越成就。

其中，沪歌版《我爱你中国》和歌曲《红旗飘

飘》首尾呼应，作为开场曲和结束曲。演出

节目中既有《洪湖赤卫队·洪湖水浪打浪》

《手拿碟儿敲起来》《星星之火·启发杨桂

英》《黄埔怒潮·三封信》等“红色文化”作

品，也有《敦煌女儿》《今日梦圆·生日歌》

《风雨同龄人》《璇子·金丝鸟》等独具“海派

文化”特质的作品，以及《茉莉花》《瑞珏·咏

梅》《凉州词》等重新改编演绎的民歌和古

诗词，配合江南丝竹的悠扬曲调，映衬出

“江南文化”的恒久魅力。

2018 年是沪剧“石派”创始人石筱英

诞辰 100 周年，2019 年则是“邵派”创始

人邵滨孙诞辰 100 周年。本届沪剧艺术

节闭幕式演出将用一系列节目，纪念这

两位沪剧艺术泰斗。石筱英、邵滨孙的

嫡传弟子与再传弟子，以及其他沪剧名

家、青年演员、戏剧表演班学员，将同台

献唱两位沪剧泰斗所演绎过的经典剧目

和流派唱段，“八代同堂”展现沪剧的繁

荣传承与发展。

与前三届相比，本届沪剧艺术节将进

一步突出“走近群众”的特色。上海沪剧院

院长茅善玉介绍，上世纪 80年代，在老一

辈沪剧艺术家丁是娥的倡导下，一批沪剧

名家在浦东等地区举办“沪剧回娘家”演

出。2013 年，上海沪剧院恢复“沪剧回娘

家”活动，并于 2015年升级为首届上海沪

剧艺术节，而“走近群众”，则是沪剧人的不

变追求。本届沪剧艺术节期间，除了下基

层慰问演出外，上海沪剧院和各家民营沪

剧团的演员还将组建志愿者团队，走进川

沙界龙村的“家门口”服务站，带来“沪剧回

娘家”折子戏演出。各院团都将派出实力

唱将，将名家名段送到百姓家门口。

本报讯（记者 曹之光）明年 1月 19
日，谭咏麟的歌声将在东方体育中心唱

响。近日，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有限公

司与上海久事体育产业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举行战略签约仪式，签约后，双

方将为东体导入一系列文娱业态，携手

将东体建设成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体

育娱乐综合体。

全球范围内，复合了娱乐、休闲、商

业等多元文化功能的体育娱乐综合体已

成为一种新业态。美国斯台普斯体育中

心既是 NBA 洛杉矶湖人队与快船队的

主场，也是每年格莱美音乐颁奖典礼的

主办地。东体是上海座席最多的室内运

动场馆，可容约 1.8 万人，具备建设国际

一流体育娱乐综合体的硬件条件。今年

7 月 1 日，东体实行管理体制改革，正式

由久事体育接收东体运营管理权，并积

极探索场馆的多元化运营模式。依托上

海“文创 50条”与“体育产业 30条”的政

策利好，上海文广演艺与久事体育通过

此次签约，将发挥各自优势，为东体勾勒

全新的文化产业发展图景。

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总

裁马晨骋介绍，该公司计划以各种现场

娱乐为切入点，为东体量身引进适合的

国际一流演出，包括大型演唱会、大型

电影音乐会、大型秀演、大型音乐剧、大

型知识分享、大型商业赛事六大文化产

品。明年 1 月 19 日，“谭咏麟银河岁月

四十载 2019上海演唱会”将成为东体上

演的第一场商业演唱会。随后，哈利·

波特系列电影音乐会、BBC经典纪录片

电影音乐会、太阳马戏等演出，王者荣

耀冬季冠军杯等电竞赛事，都将在东体

精彩呈现。此外，依托 SMG强大的电视

平台资源，东体也将成为 SMG未来大型

典礼、大型综艺晚会等活动的录制场

地。

“参照国际经验，一座成功的体育

设施，必定是‘体育+’业态，以体育运动

为主的同时，兼顾文化、演出、商业等多

元项目。”上海久事体育产业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樊建林

期待，未来上海的大型体育场馆都将转

型升级为体育娱乐综合体，推进上海的

“亚洲演艺之都”与“全球著名体育城

市”建设。

延续“沪剧回娘家”传统 突出“走近群众”特色

第四届上海（浦东）沪剧艺术节今开幕

本报讯（记者 曹之光）继上月在洋泾

街道举办“图像与形式”当代艺术社区展

后，昨天下午，“图像与形式：绘画在继续”

展览在周浦美术馆开幕，呈现16位艺术家

的37件作品。展览主办方、浦东新区文化

艺术指导中心主任王玺昌透露，从此次展

览开始，“图像与形式”将成为持续举办的

公共文化品牌活动，明年将把更多优秀艺

术家与当代艺术作品，请进浦东各街镇。

记者了解到，“图像与形式”是浦东新

区文化艺术指导中心创立于 2012年的展

览品牌，它聚焦当代艺术，这在当时的上

海群文领域显得独树一帜。展览学术成

果还结集成书，并荣获了权威艺术出版物

奖项。“可惜因为种种原因，这一引发较大

反响的展览项目搁置了，没能持续举办下

去，但我们从未忘记它。”王玺昌表示，今

年，重启“图像与形式”的机遇终于出现

了：在浦东打响“上海文化”品牌，打造文

化高地的背景下，浦东文艺创作也要达到

与浦东战略地位相称的水准。指导中心

希望以“图像与形式”品牌为抓手，持续进

社区举办公共文化活动，以此帮助市民更

好地了解当代艺术，提升浦东人的整体艺

术修养。

作为品牌重启后的首次试水，上月在

洋泾街道举办的“图像与形式”展览，策展

人、著名艺术评论家王南溟借用社区学校

的一段走廊，陈列了十余件作品，并主讲

“怎样欣赏抽象绘画”讲座。“观众多为老人

和学生，但他们对当代艺术的热情，是我在

美术馆工作的时候看不到的。”王南溟笑着

说道，活动因陋就简却十分成功，“有的人

甚至会拍下每一张PPT，并认真做笔记。”

第二次活动以更大规模，来到“书画之

乡”周浦。不少观众注意到：与过去的国

画、书法展览不同，此次展览被布置得颇为

“稀疏”，作品之间有大量“留白”。“让观众

了解当代艺术，要从展厅的‘留白’开始。”

王南溟解释道，“古典艺术秉承作品中心主

义，往往把作品挂得很密，忽视画框外的环

境。但当代艺术十分看重布展环境的影

响。”为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当代艺术，展

览还邀请多名艺术家举办论坛，阐述艺术

如何融入与改造社区。

“浦东是一片海纳百川的改革热土，当

代艺术一定能在浦东的社区生根。”王玺昌

期待，随着当代艺术的深入普及，未来浦东

市民也能投入到当代艺术创作中，打造全

新的群文亮点。

第四届上海（浦东）沪剧艺术节部分演出推荐

“图像与形式”：
打造当代艺术进社区公共文化品牌

东体将建国际一流的体育娱乐综合体
首场演出确定为明年1月19日的谭咏麟演唱会

世博区域书画爱好者创作迎新年

“海平线”展览
弘扬“江南文化”

书画爱好者在书香墨韵中迎接新年。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

东方体育中心将引入更多现场娱乐活动。 □见习记者 黄日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