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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曹之光）曾有人调侃：

如今在上海，想找几个会说英文的小囡很

容易，想找能说一口地道上海“闲话”的小

囡却往往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如果说本

地方言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那么，方

言文化的传承又该如何从娃娃抓起？

近日，“申情申音”颂中华——浦东新

区第四届“Yue·声音”校园好声音暨第八

届“南风杯”青少年沪语大赛在浦东图书

馆举行决赛，从 500 组选手脱颖而出的

“10强”小选手，用音乐、戏剧、曲艺等形

式展现上海话的魅力。比赛评委、上海大

学教授、沪语文化研究专家丁迪蒙认为，

比起演出方言节目，她更期待青少年将上

海话融入到日常会话中，活态传承上海的

语言文化。

校园方言教学显成果

记者了解到，本届青少年沪语大赛

的参赛者数量为历届比赛之最。500组

选手的初赛作品包括沪语童谣、沪语故

事、沪剧选段、上海说唱、独脚戏、浦东说

书、锣鼓书等，富有地域文化特色。这与

不少浦东中小幼学校引入了方言教学不

无关系。

“三毛，搿搭就是上海……”“哎哟，乖

乖，上海这么大的呀！”来自苏北乡下的

“三毛”，进入了十里洋场的大上海。“三

毛”那一口突兀的苏北话，在吴侬软语的

环境中显得极富喜剧感。由民办尚德幼

儿园小朋友带来的滑稽戏《三毛学生意》，

以原创制作的服装道具，惟妙惟肖的语言

模仿，可爱幽默的戏剧表演，博得了台下

阵阵笑声。这个决赛舞台上声势最大的

作品，在前期网络投票中夺得“最具网络

人气奖”。“我小时候不会说上海话，幼儿

园里有沪语童谣课，我就会说了。”扮演

“三毛”的 7岁小朋友许多说道。据带队

的刘老师介绍，自 2013年开园起该园就

自编教材开办了沪语童谣课，主要面向小

班、中班。

决赛中，浦东南路小学、北蔡中学、

南码头小学、观澜小学都以团队形式参

赛。引入了茅善玉沪剧名师工作室的观

澜小学选派了 9 名“小江姐”，献唱沪剧

名段《绣红旗》。在浦东说书国家级非遗

传承人陈建纬亲授下，6 名北蔡中学女

生左手拿铜钹、右手执竹签，献唱浦东说

书《报菜名》。原来，北蔡镇文化服务中

心牵头，在北蔡镇中心小学和北蔡中学

建立了浦东说书传承保护基地，以此吸

引更多青少年接触这一浦东本土的方言

艺术形式。

学上海话重在生活中多说

舞台上，上海话说得“一只鼎”；生活

中，也能用上海话表达所思所想吗？决

赛中年龄最小的一名选手——刚满 5岁

的邓忻泽表演了上海说唱《金陵塔》。在

后台，记者与邓忻泽进行了简单的上海

话会话，但当记者询问邓忻泽是否理解

《金陵塔》唱词的意思时，她却摇了摇

头。一旁的奶奶倪菊娣表示，孙女上幼

儿园后，她和同学、老师都是用普通话交

流，上海话就渐渐遗忘了。好在家中广

播常常播放沪剧，于是大人就让邓忻泽

跟着唱沪剧、上海说唱等作品，希望她不

要忘记上海话。

“入围决赛的10组选手，上海话水平

在同龄人中不错，但是仍有许多硬伤。”丁

迪蒙在点评时，为选手们指出了语言、语

调、词汇上的错误：如上海话不说“口袋”，

应该说“袋袋”；唐诗“举头望明月”里的

“望”，应该用书面语形式读如“亡”，不该

用口语形式读如“忙”。此外还有选手学

习老派上海话的尖团音，在说“垃圾分类”

时，把“圾”错说成了“西”。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样学样。这些

读音错误的形成，很多都是因为家长、老

师的错误示范。”丁迪蒙认为，提升青少年

讲上海话的能力，先从提升家长、老师的

上海话水平做起。许多家长热衷于让孩

子接触方言曲艺，以此达到学习上海话的

目的，其实是“可以，但并非必要”的方式：

“我们还是要让孩子在生活中多说上海

话，努力营造方言环境，上海话水平才能

稳步提高。”

沪郊方言传承亟待重视

除了被普遍称为“上海话”的市区方

言以外，上海广大郊区也有各具特色的

方言，使用者则多以“本地话”自称。“本

地话”的传承困境，也在此次大赛中浮出

水面。

浦东说书、上海说唱、沪剧等曲艺形

式中，越是有年头的经典作品，浦东方言

元素就越多。决赛中，来自南汇实验幼儿

园的丁熙浩就以地道浦东闲话表演了沪

剧老戏《阿必大——雌老虎自叹》，拿下金

奖。凭借上海说唱《人》夺得银奖的汪泽

铎，是沪上曲艺名家顾竹君的弟子。这名

台下上海话说得格外溜的中学生，其实是

川沙本地人。尽管汪泽铎对‘上海话’‘本

地话’都会说”显得很自豪，但他尝试用

“本地话”作自我介绍时，一句“我老欢喜

上海说唱额”，又带出了市区口音。“如今

的青少年普通话说得溜，上海话说不好。

但郊区孩子学了‘上海话’后，又容易把

‘本地话’带偏。”她的母亲金女士也注意

到这个问题，动员全家和汪泽铎多说“本

地话”。

“有些郊区小朋友会觉得‘本地话’

土，就学说‘上海话’，郊区方言就这样流

失了。但其实‘本地话’里的古音，要比

‘上海话’更多，也非常有底蕴。”丁迪蒙认

为，上海市区方言、上海郊区方言，都是上

海语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重视上

海话教学的同时，社会各界也要重视本地

话的传承。

“浦东大光明”涅槃 东昌弈空间周六开放
浦东第一家专业影院变身5G多元文化体验空间

1954年，由当时的黄浦区文化局选址并

作为主要投资方，加上民间资本资助及民众

小额集资，东昌电影院正式建成营业。

上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东昌电影

院短暂更名为“前进电影院”。随着影院

人气的聚集和知晓度的提高，周边街区仿

造南京路模式，以影院为中心打造集文

化、娱乐、餐饮、购物于一体的大型综合商

业圈。当时浦东最大的崂山商场，老字号

的迎宾楼饭店，以及新华书店、照相馆、点

心店、小吃店也相继开张。公交线路增设

“东昌电影院站”，甚至吸引远在高桥、杨

思的居民前来观影。

1982年，中国电影公司和黄浦区文化

局筹资对东昌电影院进行大修，新增咖啡

茶座、录像厅等设施，东昌拥有了浦东第

一块“宽银幕”。

上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东昌电影

院进入“巅峰时刻”，从早上四五点营业到

凌晨二三点，每日放映7至8场电影，场场

爆满，购票者甚至需要连夜排队。

上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随着浦东的

开发开放，影城的多厅化及先进放映设备

的广泛运用，东昌电影院影院营业额迅速

下滑，直至2004年停止营业，此后转为公

益电影放映。

延伸阅读

东昌电影院的前世今生

新区青少年沪语大赛引发专家思考

传承上海“闲话”
重在生活中多说多用

■本报记者 曹之光

65年前，小陆家嘴诞生了浦东的第一

家专业电影院——东昌电影院。几代浦

东人的美好电影记忆都从这里开启，也成

就了它“浦东大光明”的美誉。

5年前，因为设施陈旧亟需迭代，东昌

电影院恋恋不舍地与观众暂别。

明天，它将涅槃重生——由东昌电影

院重装而成的东昌弈空间，将以一场“可

善的陌生”公共艺术展览，正式宣布回归，

并于周六面向公众开放。

从昔日单一的影院业态，到上海首家

集艺术展示、科技教育、电子竞技赛场功

能为一体的 5G 多元文化体验空间，“东

昌”这一刻入浦东历史的文化符号，将继

续陪伴浦东人的下一个60年。

从单一业态到多元体验

不加粉饰的外墙，贴着海报的售票

处，手持电影票在检票口一记“咔擦”，通

过一条暗黑的通道，就能走进电影放映

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浦东

人，对于东昌电影院的记忆，大多如此。

昨天上午，记者探营东昌弈空间，发

现场馆从外至内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昔日通体灰暗的瓷砖墙面变年轻了：

多种色彩的碰撞洋溢着生机活力。包围

建筑的是自然风的木纹墙面，包裹着黑色

的金属镶边。1楼入口上部，还有一大片

宝蓝色的区域，显得格外醒目。

东昌弈空间内部布展工程仍处于最

后冲刺阶段，工人正紧张作业。室内空间

已从单一的放映大厅，转而设置了几个分

隔明显的功能区域。其中，1楼的售票处

与检票口已不见了踪迹，变为一个接待大

厅，以及一个挑高的展厅。

登上 2楼，原东昌电影院的影厅从原

来的上下两层、共 999座的“千人大厅”，

变身为有坡度的单层大厅，座位缩至 264
座。未来，这里既可放映艺术电影，也可

上演沉浸式戏剧，还可开展年轻人喜爱的

电竞比赛。一道道光柱在多功能厅内打

亮，形成壮观的“神经网络”光影，变身令

人期待“热血沸腾”的电竞赛事现场。

2楼区域新增了展厅，“可善的陌生”

将作为开馆展，展出国内外 37位（组）艺

术家的 43件（组）作品，涵盖架上绘画、装

置、摄影、录像、表演等形式。整个展览基

于一个虚构的场景：故事主角是“未来人”

或是一个“全新物种”，展览呈现了其“私

人藏品”。观众在展览中“探索”时，会感

到时间和空间混沌难辨，感受到“可善的

陌生”这一主题。“展览反映当代人的处

境：一个重大变迁的时代，蕴藏着某些我

们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事情。”东昌弈空

间业主方浦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林薇表示，这一展览主题，正寓意了东

昌电影院的涅槃重生。

此次展览的主办方之一，是设于东昌

弈空间内部的UNart艺术中心。该机构

由今日美术馆、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

广州美术学院实验艺术系、四川美术学院

新媒体艺术系、上海香蕉计划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上海中心等 18家机构联合发起，

致力于成为连接科技、艺术与教育的国际

交流平台，也为昔日的东昌电影院注入

“艺”与“弈”。

留住更多东昌记忆

上世纪 90年代后半叶，随着八佰伴、

陆家嘴等周边商圈的崛起，大型商场内普

遍都设立了多厅的电影院。“独门独户”、

设施老化的东昌电影院风光不再，2004年
左右退出了院线放映。2014年，东昌电影

院传出了即将改造的消息，一时间“浦东

大光明”的命运，牵动了几代浦东人的

心。当年 11月，影院里举办了名为“未完

待续”的艺术展，以一系列影像、装置、观

念摄影、现场表演，邀请老观众与周边居

民重回歇业多年的影院。

“斑驳的墙面、老式的陈设、大堂的宣

传信息，犹如一个时空胶囊，锁住了无数

的回忆。活动中，我感受到了浦东人的恋

恋不舍。”林薇说，正是从这场展览开始，

浦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接了东昌电影

院的重装工作。

所谓重装，就是基本保留电影院原有

的外部建筑造型，在结构上进行材料加

固、增加承重能力等改造，以适应时代发

展与新业态引入。而在每日施工时长、噪

音控制等方面，也委托陆家嘴街道广泛征

求意见，获得周边居民的支持和理解。东

昌弈空间周边的架空线近期也将入地，营

造干净整洁的外部环境。

东昌弈空间不仅有新业态，也隐藏

了不少的历史基因。接待大厅长桌的木

料部分，就是东昌电影院改造中拆解下

的建筑构件。从 8月 1日开始，两名昔日

的电影放映员：1980 年到此工作的於文

浩，1994年到此工作的陈向荣，在经历 8
年的歇业状态后，又兜兜转转回来上

岗。两人都住在影院附近，两人的父亲

也都是东昌电影院的员工，因此从童年

开始，就与“东昌”结下了不解之缘。

於文浩还有两年就要退休了，目前从

事会务工作。“回来后，我发现场馆里面的

内容大不一样了，电影放映的功能也不是

那么重要了，我有点失落。”他感慨道，“后

来一想，只要‘东昌’还在，那我就很欣慰，

这里是我拼搏了一辈子的地方。”

陈向荣刚出生时，祖父给他起名为“陈

东昌”，后来，负责影院海报绘制的父亲为他

改了现名。返岗后，年近50的他将转行为

项目助理。“我从未接触过电竞。”陈向荣笑

着说，“不过，为了‘东昌’，我可以慢慢学。”

未来，更多的“东昌”记忆，也将在这

座新生的场馆内呈现。年内，东昌弈空间

将展示“M2材料记忆”创作征集计划的成

果。该计划邀请 10余组艺术家，运用东

昌电影院遗留下的放映机、观影座椅、胶

片、墙砖、门窗等物质材料，电影院影像资

料、周边社区居民口述、文字资料等非物

质材料，开展多类型的艺术创作。这些作

品有望在场馆内作永久展示。

重装后的东昌弈空间焕发出新的生机。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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