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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之光

继上海艺术电影联盟推出国产艺术

电影展映活动之后，戏剧电影也将“定时

定点”出现在影院银幕上。

3月 27日，“‘上海戏剧电影院线’暨

2019 上海戏剧电影展”在大光明电影院

揭幕，全国首个戏剧电影院线正式成立。

首批 10家影院加入院线，其中包括比高

影城锦绣店、百丽宫影城陆家嘴中心店这

两家浦东影院。11部优秀戏剧电影将在

这 10 家影院中，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展

映。未来，加盟院线的影院有望开展中外

戏剧的长线放映，为影迷与戏迷提供固定

的欢聚时刻、固定的家。

再续中国戏剧与中国
电影的“姻缘”

回眸中国电影史，中国戏剧与中国

电影缘分不浅。1905年上映的第一部中

国电影《定军山》，内容就是京剧名家谭

鑫培表演的京剧片段。1948年上映的第

一部彩色国产电影《生死恨》，同样是一

部戏剧电影。新中国成立后拍摄的首部

彩色电影，则是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

的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而在近

年来，国家对戏曲电影也加大了投入与

扶持力度。2013年，作为中国首部 3D全

景声电影的京剧电影《霸王别姬》，营造

出非同凡响的视听效果，并为中国第一

次捧回了世界 3D 电影最高奖“金·卢米

埃尔奖”。

“可以说，中国电影史发展的每一

个重要结点都有戏曲的参与。”京剧电

影《霸王别姬》主演、著名京剧表演艺术

家尚长荣认为，戏剧电影不仅是舞台呈

现的记录，更是戏曲与电影的双向结

合，是艺术与技术的深入探索。这对于

戏曲在更大范围内的传播，以及中国电

影在类型与形式上的突破，都颇有裨

益。

“上海戏剧电影院线”由上海市电影

局指导，上海市戏剧家协会、上海戏曲艺

术中心、上海文广演艺集团、上海市电影

发行放映行业协会等主办。它既是促进

电影文化发展、彰显中国文化自信的重

要举措，也将进一步发挥上海文化源头

和文化码头的双重功能。在 2019 戏剧

电影展中，观众可在 10家院线影院中观

赏到 11 部优秀戏剧电影。这些电影涵

盖了不同戏曲剧种，从一代经典到名家

新作，浓缩了中国戏剧电影的过去与现

在，也折射出戏曲和戏剧表演艺术的发

展演变。

现代戏剧电影有望纳
入院线片单

放眼上海的电影市场，目前最具“卖

相”的依然是中外大片，艺术电影还是小

众范畴。那么更小众的戏剧电影，会有市

场吗？

记者了解到，2019上海戏剧电影展的

两家主会场影院之一——百丽宫影城陆家

嘴中心店在上周六以及本周双休日的上

午，连续展映三部经典戏剧电影的数字修

复版，分别是越剧电影《红楼梦》，黄梅戏电

影《天仙配》，以及由谢晋执导、一众滑稽戏

演员主演的《大李小李和老李》。其中，《红

楼梦》与《天仙配》堪称是几代中国人的民

族音乐启蒙老师，“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与

“夫妻双双把家还”等曲调几乎人人都会哼

唱。《红楼梦》已于上周六上映，尽管排片时

段是周末早晨9：30，但上座率依然达到五

成，远高于当天同样在10点前上映的《小飞

象》《波希米亚狂想曲》等新片。《天仙配》则

将于本周日上午上映。

本周六上午将上映的《大李小李和

老李》，可谓是“迟到半个多世纪”的经

典，它既不同于广为流传的普通话版本，

也不同于去年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中展

映、由沪上明星重配的上海话版，而是中

国电影资料馆修复的 1962 年原声沪语

音轨版，保留了刘侠声、文彬彬、范哈哈

等滑稽戏演员的真实声音。这也是该版

本问世半个多世纪以来，首次从北京回

到上海公映，浦东仅此一场，全市也不过

两场。早在一周前，本片的电影票即告

售罄，体现出上海影迷的“识货”以及对

于乡音的热爱。

比高影城锦绣店则将在本月展映

《霸王别姬》《挑山女人》《白蛇传》《曹操

与杨修》《景阳钟》等近年来拍摄的戏剧

电影，10 余场均排在上午。“影院此前与

周边社区的剧社有合作，不少戏迷表达

了希望看到戏剧电影的诉求，因此我们

加盟了戏剧电影院线。”比高影城锦绣店

相关负责人透露，近期上映的相关场次

出票率约为 20%，购票者中相当部分为

居住在附近的戏迷。而将戏剧电影安排

在上午放映，就是为了适应老年人的作

息习惯。

除了中国戏曲电影的“定时定点”放

映外，“上海戏剧电影院线”还计划增设现

代戏剧电影，包括国外的 NTlive 高清戏

剧电影也有望纳入院线片单。尚长荣感

慨：“这对于戏剧和电影来说都是大好事、

大喜事，对于丰富戏剧和电影市场、拓展

传统文化的发展空间是大功一件。”

■本报记者 曹之光

继金牌音乐人姚谦之后，3月 31日

下午，东方艺术中心的艺术脱口秀栏目

“东方城市之光”迎来了第二位主讲嘉

宾——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陈燮君。这也是东

艺 14年来首次邀请文博界人士主讲活

动。

以“上海历史文脉与‘水系’城市、

江南文化”为题，被誉为“会行走的百科

全书”的陈燮君，既道过去、又话未来，

向观众揭秘上海文化的前世今生。

梳理上海6000年文脉
考古发现不能“捷报频传”

上海城市文脉可以追溯到什么时

候？长期以来流传着多种说法：有人说

是一两百年，指的是上海的近代发展

史；有人说是 700 多年，指的是上海县

的建县史；有人说是 1200多年，说的又

是松江的前身——华亭县的建县史。

尽管每一种说法看起来都“有根有

据”，但陈燮君表示，过去几十年来的重

要考古工作中，在上海发现了 700多年

前的元代水闸遗址、1000多年前的青龙

镇遗址、3000多年前的马桥文化遗址、

4000多年前的广富林文化遗址、5000多

年前的崧泽文化遗址、6000多年前的马

家浜文化遗址。因此，上海城市文脉有

底气上推到6000年。

感慨于上海文脉源远流长，陈燮君

对几件考古中的轶事耿耿于怀。2001
年，考古人员在元代水闸遗址中，发现

了 1000 多根木柱组成的“生命方阵”，

壮观程度比肩兵马俑。但是在挖掘结

束后，又只能将遗址回填，因为在当时

的技术条件下，离开潮湿的环境，木头

很快会脱水朽烂。而在七八年前，青龙

镇考古有了重大突破，有些新闻报道里

用上了“捷报频传”一词。

“我们考古是不能传‘捷报’的。”陈

燮君强调，因为专家素质、技术手段一

定是未来更优，所以考古绝对不能急功

近利地“吃子孙饭”。陈燮君还讲了一

个小故事：前几年他在陕西历史博物馆

看到一本上世纪 70年代出版的兵马俑

画册，标价只有 0.75元，但是卖价却要

2500元。因为画册里有彩绘兵马俑的

照片，如今文物色彩早就荡然无存，所

以变得格外珍贵。“最后看我是上博馆

长，才决定半价卖给我。我咬咬牙花

1250元买下了。”陈燮君笑着说。

展望文旅融合前景
看好都市里面“种风景”

历史、哲学、音乐、绘画都精通，全

才陈燮君对文化总有独特的见解。当

现场观众提问：“清明小长假就快到了，

陈老师能否推荐几个上海周边的旅游

目的地呢？”陈燮君的回答，展现出他对

于“文旅融合”的独到见解。

陈燮君表示，许多人前往国外旅游

首选博物馆或者文化遗址，因为它们是

“含文量”最高的景点。而在上海，包括

广富林、元代水闸遗址在内的文脉所在

地，都已建起博物馆或文化公园，它们

都是值得一探的好去处。

在陈燮君看来，春天踏青首选自然

景观、人文景观相辅相成的地方。在上

海郊区，如今就有许多这样的“新农

村”：村里把空房子腾出来，请来许多艺

术家画农村、办展览，既改善了环境，又

吸引了游客，发展了经济。此外，黄浦

江两岸的 45 公里滨江岸线上，打造了

非常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景观，也非常适

合游览。

“现在市里有个提法叫‘种风景’，

这是具有科学发展观的决策。”陈燮君

说，如果有风景我们就要用好风景，没

有风景我们就要依靠人文来“种风

景”。“‘种风景’的前景是都市里有村

庄，村庄里有都市”。陈燮君认为，“种

风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事业，

但久而久之上海的城乡差别终会逐渐

消失，到处都会变得“风景如画”，可游

可观。

“会行走的百科全书”东艺开讲

陈燮君：上海城市文化的前世今生

本报讯（记者 曹之光）一个非遗背

后有一种坚持，一颗“匠心”蕴藏着对传

统的珍视。日前，《海派百工》首批60部

8K微纪录片正式发布。影片运用8K分

辨率的超高清影像，讲述60个上海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背后的匠心故事，其

中有 7 个浦东非遗项目，观众将从这些

精美影像中感受非遗传承人“一生择一

事”的专注。

“海派百工”系列微纪录片由上海市

非遗保护中心与浦东企业上海汐梦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于去年6月启动

制作。纪录片针对上海现有的代表性非

遗工艺类项目，计划在两年内拍摄 120
部、每部5分钟、以8K超高清形式呈现的

微纪录片，以此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

《海派百工》的导演曲全立介绍，他

耗费 8个多月时间拍摄了前 60部，发现

自己走进了一个前所未见的“武林世

界”，每位非遗传承人都是拥有独门绝技

的各派高手。在《海派百工》首批完成的

前 60部中，聚焦了龙舞（浦东绕龙灯）、

古船模型制作技艺、三林瓷刻、海派盆景

技艺、海派石雕、海派鸟哨、海派魔术这

7 项浦东非遗，并留下陆大杰、张玉琪、

张宗贤、张小冲等浦东非遗传承人的“秀

绝活”影像。

据悉，《海派百工》计划在 6 月中旬

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后，投放在上

海的公交车、地铁上播放，5 分钟一集，

观众坐两站地铁就可看完。这些“碎片

时间”的展示，将增进市民、游客对上海

非遗的了解和兴趣。此外，未来还将推

出以《海派百工》为视频素材策划的“海

派百工AR数字艺术巡回展”。

本报讯（记者 曹之光）4月29日，近

10 年来中国举办的级别最高、规模最大

的一次专业类世博会——2019年中国北

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将正式开幕。中外游

客除了能领略美不胜收的园林艺术外，还

有机会品味到来自上海浦东陆家嘴的咖

啡芳香。

记者近日从“陆家嘴金融城国际咖啡

文化节走进 2019 北京世园会”发布暨品

牌签约大会上获悉，陆家嘴金融城国际咖

啡文化节组委会将参与世园会咖啡主题

馆的运营，为展馆注入一系列高品质的服

务内容、丰富的文化体验项目，在北京打

响上海浦东文化品牌。

“陆家嘴金融城国际咖啡文化节与

世园会咖啡主题馆秉承相同的理念，那

就是‘咖啡创造美好生活’，这也是两者

走到一起的原因。”陆家嘴金融城国际咖

啡文化节与世园会咖啡主题馆的特约顾

问、著名咖啡师黄俊豪表示，随着生活水

平的提高，人们喝咖啡，已不仅仅是看重

其提神醒脑的功效，更是一种有品质的

生活方式。

据了解，2016年启动的陆家嘴金融

城国际咖啡文化节已举办了 3 届，接待

了超过 8万名咖啡爱好者。数十家品牌

咖啡店进驻陆家嘴中心绿地以及主要楼

宇，白领不仅能喝到公益价格的暖心咖

啡，还能在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中增进

感情。

在陆家嘴金融城国际咖啡文化节组

委会的参与运营下，世园会咖啡主题馆

将以“咖啡世界之旅”为主线，运用空间

景观、室内展陈的整体环境设计，结合

图、文、声、像全方位综合表现咖啡与生

活的紧密联系。针对普通咖啡爱好者，

现场将提供上海以及世界各地出品的精

品咖啡；针对咖啡专业从业者，则将组织

举办非洲国家咖啡协会、中南美洲国家

咖啡协会、云南和海南咖啡推广等各类

主题活动周。

“在世园会举办前后，上海、北京还将

以咖啡为纽带，举行一系列文化联动活

动。”陆家嘴咖啡文化节主办方、上海有

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裁陈败透露，北京

世园会现场将有陆家嘴咖啡文化节的品

牌露出，展现浦东文化建设。而在10月7
日世园会闭幕后，今年的咖啡文化节也将

启动，并有望新增一些具有世园会特色的

体验项目。

本报讯（记者 曹之光）提到用丝

线创作的艺术，人们首先会想到刺绣，

但知道缂丝的人却不多。即日起至4月
12日，上海中心38层的宝库匠心馆免费

展出“一眼千年”缂丝艺术展，20多件缂

丝作品值得用放大镜“微观”赏析，才能

发现缂丝艺术背后的匠心传承。

缂丝，又称“刻丝”，因其彩纬间换

梭产生的“缝隙”像刀刻过一样而得

名。在制作工艺上，刺绣与缂丝有显著

的不同。刺绣是将彩线覆盖在底料上，

属于“锦上添花”；而缂丝织品的图案是

由线到面同步进行，因此无法修改，一

旦出错就前功尽弃。因缂丝工艺极为

精细复杂、耗费人工，艺术感染力强，因

此享有“一寸缂丝一寸金”之盛名。

此次展览中，观众可欣赏到 20 多

件以宋代为主的皇家缂丝收藏为蓝本，

调整构图、细节重新设计的缂丝作品。

这些创作蓝本由台北故宫博物院提供

版权，作品在保留原作精华的同时，融

入了现代设计元素，呈现出“简、素、雅”

的视觉效果。为了让缂丝工艺的复杂

程度纤毫毕现，展览还在一些作品前放

置了高倍率的放大镜，尽显小小方寸之

间，成千上万种丝线形成的绚丽色彩与

图案。

此外，展览中还呈现了两件古今对

话作品。周春芽的缂丝作品《桃花浅深

处》悬挂在展厅正中，从正面看是周春芽

标志性的“桃花”图像，但从背面看却是

密密麻麻的线头。作品保留了创作痕

迹，打破了缂丝艺术的常规，带来更为强

烈的艺术感染力。而在展厅入口处，梁

绍基的装置作品《平面隧道》，则用未经

加工的蚕丝为材料，创作了一件素白、没

有修饰的圆形圆孔作品，展现出天人合

一、宁静而致远的东方审美哲学。

“一寸缂丝一寸金”里的千年匠心
带着放大镜去上海中心看缂丝艺术展

全国首个戏剧电影院线在沪成立
比高影城锦绣店、百丽宫影城陆家嘴中心店加盟

咖啡创造美好生活

陆家嘴咖啡文化节
将走进2019北京世园会

纪录片《海派百工》
6月将登上公交地铁

陈燮君侃侃而谈，分享了多年从事文博工作的经验和感想。□本报记者 曹之光 摄

观众可通过放大镜发现缂丝艺术背后的匠心。 □本报记者 曹之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