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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的美术馆版图，正在快速扩容。
1 月 15 日，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
《2018 年度上海市美术馆运营概况分
析》。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上海共
有美术馆89家，其中，浦东的美术馆已达

到20家，占全市总数五分之一强；“2018
年最受欢迎的美术馆”前十强名单，老牌
的中华艺术宫、新兵昊美术馆均跻身其
中，浦东已成为市民观展“打卡”的热门
地。 ■本报记者 曹之光

本报讯 （记者 曹之光）赏花、品

画、饮茶、读书，是中国传统文人的生活

雅趣。这样的赏心乐事，同样也是今日

浦东居民可以免费参与的公共文化活

动。日前亮相浦东图书馆的 2019第一

展——“水墨话冬花”人文花道上海展

上，40余件花道作品与水墨画、古典家

具交相辉映，读者边品茶边欣赏艺术，

体验着文化慢生活的乐趣。

白梅、红梅、腊梅、山茶……展览现

场，各种冬季花材竞相争艳，经过艺术

家的精细插制和摆布，融入由水墨画、

古典家具构成的环境中。观展的同时，

观众还能闻到茶香氤氲，感受到素雅高

洁的艺术品位。本次展览由中国台湾

花艺大师、人文花道创始人王国忠领

衔，一批优秀花艺教师协力，共创作出

40余件花道作品，着力展现中国文人的

精神特质，追求“触目横斜千万朵，赏心

只有两三枝”的意境。“我发现插花和书

法原来有很多相通之处，骨子里都有中

华文化的基因。”从事书法教育工作的

观众王先生说。

展览期间，主办方还为市民安排花

道体验课程，感受花艺创作乐趣。王国

忠还在浦图带来“花道与生活”主题讲

座，对比中日插花艺术的差异，分享自

己40多年来的感悟和心得。

■本报记者 曹之光

我国规格最高、规模最大、最具影响

力的国家级艺术盛会——第十二届中国

艺术节（简称“十二艺节”）将于今年 5月

在上海举办。上周，由上海歌剧院创排的

“十二艺节”参演剧目《晨钟》，率先在周浦

镇文化服务中心剧场免费献演 4天 8场，

反响热烈。

记者获悉，借助浦东新区公共文化服

务产品采购大会的供需对接平台，一批国

家级、市级院团与周浦镇实现长期合作，持

续“上门”配送精品剧目，多年的艺术滋养，

不仅提升了观众的艺术鉴赏力，也让高雅

艺术之花在浦东郊区越开越美。

感动：室外阴雨剧场温暖

“它是洪亮的一声晨钟，将这片沉睡的

土地催醒；它是丹柯的心，燃烧着照亮民众；

它是启明的星，坚定地呼唤着黎明……”一

个巨大的红色“V”字出现在舞台背景上，全

体演员的双手向斜上方伸展，做出一个个小

“V”字，动人高亢的歌声倾诉着黎明的钟声

已经敲响，光明必将驱散黑暗，胜利必将属

于人民。此时，观众的情绪被完全调动起

来，掌声将场内气氛推向高潮。

这是上周五下午，周浦镇文化服务中

心上演《晨钟》时的一幕。尽管连日阴雨，

这部讲述李大钊等革命者舍生取义故事的

红色歌剧，依旧保持约七成的上座率。两

个多小时的演出中，很少有观众提前退

场。下午4点刚过，演出落幕，主要演员上

台致谢，观众全体起立，场内再度响起经久

不衰的掌声。不少观众还掏出手机拍照留

念。

“演出真是太激动人心了，让我对革命

先烈更加崇敬了！”这场演出近半观众是年

轻人，在周浦工作的应女士就是其中之

一。她介绍，单位党支部通知党员这里有

免费演出，她怀着好奇前来，首次接触歌剧

这种舞台艺术形式，“真的比电影还好看，

也更具震撼力。希望这些名团能带着名剧

常来周浦。”她说。

“周浦巡演也是《晨钟》在浦东的首

秀。”上海歌剧院相关负责人赵庆介绍，《晨

钟》是上海歌剧院受2018中国上海国际艺

术节委约创作的作品，去年11月刚在上海

大剧院首演，并被文化与旅游部敲定为“十

二艺节”的参演剧目。在开展汇报演出的

同时，《晨钟》也参与了公共文化配送，用

“红色文化”传播革命先贤的动人事迹。

惊喜：观众鉴赏能力很强

全上海 16 个区，共有 200 多个街镇。

为什么上海歌剧院会独独“相中”浦东周

浦，让《晨钟》率先在这里“敲响”？

“在院团巡演地点的选择上，取决于当

地的场馆条件、观众的接受能力等因素，而

既往成功合作的经历，也是考虑因素之

一。”赵庆透露，2017年上海歌剧院参展浦

东新区公共文化服务产品采购大会，向浦

东各街镇、企事业单位推荐音乐剧《国之当

歌》。在这个供需对接平台上，《国之当歌》

最终被周浦镇购得。去年 6 月，《国之当

歌》在周浦“履约”上演，用歌声展现《义勇

军进行曲》的创作故事，让观众久久沉浸其

中。没过多久，上海歌剧院又带来《共筑中

国梦——经典独唱、重唱歌曲音乐会》，再

度赢得了周浦居民的满堂彩。

“我们对周浦观众的热情和艺术素养

印象深刻，所以将更能展现内行功力的

《晨钟》又带到了周浦。”赵庆坦言，令她意

外的是，生活在浦东郊区的周浦观众，拥

有很强的鉴赏能力：上海歌剧院进社区演

出，常在正式演出前安排导赏环节，一方

面是照顾晚到的观众，一方面则是告诉观

众“歌剧是什么”。然而，此次《晨钟》的 8
场演出取消了导赏环节，很少有人迟到早

退，观众每次鼓掌的时机，也是那么正当

其时。

“最初几场演出，我担心因为演出‘曲

高和寡’，还在剧场里主动领掌。”周浦镇文

化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笑着说，“事实证明

我还是多虑了。”据了解，542座的周浦文

化中心剧场启用近 4年来，由周浦镇牵头

持续引进高质量演出。上海沪剧院、上海

话剧艺术中心、上海歌舞团、上海轻音乐

团、中福会儿童艺术剧院、上海京剧院、江

苏省话剧院、安庆再芬黄梅艺术剧院等国

家级、市级院团，先后在周浦献演。“这些年

的培育，让周浦人的艺术素养得到了看得

见的提升。”相关负责人认为。

据悉，《晨钟》演出不仅吸引了学校教

师、群众文化团队成员前来观看，还是党员

接受党性教育的一项活动。周浦镇希望借

助优秀的艺术作品，让党性教育变得更加

“入脑入心”。

2018年度上海市美术馆运营概况分析报告显示——

美术馆达美术馆达2020家家 浦东成观展热门地浦东成观展热门地

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参演剧目走进周浦镇文化服务中心

歌剧《晨钟》浦东首秀反响热烈

浦东20家美术馆名录

近年来，浦东几乎每年都有

美术馆新开，总量持续上升，浦江

东岸的艺术氛围也越来越浓郁。

特别是非国有美术馆的数量不断

增加、办展热情不断高涨，展现出

新区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建设

的成果。

从此次《分析报告》中不难发

现，浦东美术馆的数量已与浦东在上海的

总体居民体量相当；但是，进入两大“十

佳”榜单的美术馆数量依然偏少，且集聚

在沿江片区，这与浦东美术馆的分布呈现

同一特征。

看一看浦东的美术馆版图，就会发现

其分布呈现明显的“西多东少”。其中过

半美术馆位于黄浦江沿江及张江周边区

域，展示内容中国传统艺术与西方当代艺

术并重，能够较好地满足中心城区市民的

艺术观展需求。然而在更加广袤的浦东

郊区腹地，尽管有林隐美术馆等“业界新

兵”，美术馆布点依然不足，展览内容也较

为单一，多家美术馆仅展陈私人收藏的艺

术品，运营与客流情况也不甚理想。

开发开放 28年来，浦东以上海五分

之一的土地、四分之一的人口贡献了三分

之一的经济总量。浦东要打造“文化高

地”，美术馆的布局和办展质量依然有待

进一步优化，实现提质增量、均衡布点，策

划出更多满足市民文化需求的热点展览，

将更多人吸引到美术馆里陶冶情操。

数据显示：上海的 89家美术馆中，国

有美术馆为22家，非国有美术馆67家，分

布在全市 15个区。浦东拥有国有美术馆

4家，非国有美术馆 16家，两者比例为 1：
4，非国有比例略超全市水平。去年浦东

唯一新增的美术馆，是坐落于浦东国际机

场旁的非国有美术馆——林隐美术馆。

该馆设于林隐艺术酒店内，以“文旅融合”

为特色。

去年，上海 89家美术馆全年举办展

览 992 场，增幅接近 40%；接待观众 677
万，增幅接近10%。根据沪上美术馆过去

一年的参观人次，市文化和旅游局评出了

“2018 年最受欢迎的美术馆”十佳榜单。

榜单前四均为国有美术馆，中华艺术宫以

全年 230万人次的数据，成为全市最受欢

迎的美术馆。2017年 9月开馆的昊美术

馆，在 2018年实施了第一个全年展览计

划，并以全年吸引 15.8 万人次入馆的佳

绩，跻身榜单第9名。

从单场展览的观众人次来看，展览品

质直接决定了观众数量。昊美术馆于去

年 6月起展出的阿根廷“错觉”艺术家莱

安德罗·埃利希大型个展“虚·构”，单人票

高达 100元。但展览一推出，因其“悬浮

空中”、随手就能拍出神奇美图的观展体

验，顿时成为“朋友圈”里的“网红爆款”。

当月，“虚·构”展览即吸引超过 4万人次

观众，达到平时的8倍。该展于当年10月

结束，最终观众数达到 13万人次，毫无争

议地成为 2018年全市最受欢迎的非国有

博物馆展项。

而中华艺术宫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4 月举办的“庆祝党的十九大胜利召

开——‘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上海美术

作品展”，共接待观众超过 110 万人次，

创造了中华艺术宫单一展览观众量最

高的纪录。这一把握时代脉搏、集聚红

色经典的主题性展览，获得了良好的观

众口碑。

浦东“老将新兵”跻身十强

提质增量仍有较大空间

国有美术馆

非国有美术馆

以上信息来自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
（截至2018年年底）

中华艺术宫
地址：上南路205号

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
地址：世博大道1929号
（2019年已迁到外区）

上海吴昌硕纪念馆
地址：陆家嘴东路15号

证大喜玛拉雅美术馆
地址：樱花路869号

王狮美术馆
地址：潍坊路328号

龙美术馆（浦东馆）
地址：罗山路2255弄210号

蕙风美术馆
地址：丁香路1089号

上海河洛美术馆
地 址 ：张 杨 路
1277号

云间美术馆
地址：世纪大道
100 号环球金
融中心29楼

艺仓美术馆
（闭馆装修）
地址：滨江大
道4777号

上海海派连环画中心
地址：祖冲之路1559
号张江创意大厦2楼

浦东林隐美术馆
地址：祝桥镇江镇西街71号

上海东方美术馆（闭馆装修）
地址：惠南镇城南路1385弄2号

临港当代美术馆
地址：南汇新城镇水芸路418号2楼
（临港国际艺术园内）

刚泰美术馆
地址：园中路888号

上海浦东葵园美术馆
地址：书院镇东大公路4677号

张江当代艺术馆
（闭馆装修）
地址：祖冲之路
419号

上海浦东新区
昊美术馆
地址：祖冲之路
2277弄1号

浦东新区庆园美术馆（闭馆装修）
地址：合庆镇联跃路151号

周浦美术馆
地址：周浦镇周邓公路
6851号周浦公园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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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在浦东图书馆体验赏心乐事

“水墨话冬花”文化慢生活

喝一杯茶，欣赏片刻盆景和字画，让生活放慢节奏。 □本报记者 曹之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