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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之光

作为 2019 上海市民文化节的十大重

要赛事之一，由浦东新区区委宣传部、文体

旅游局共同主办的 2019“美好生活”长三

角公共文化空间创新大赛正如火如荼地进

行。记者近日获悉，在苏、浙、沪、皖的 324
个报送案例中，205个通过预审，其中由浦

东新区提交的有 37个。这些公共文化空

间诠释了空间设计之“美”、文化内涵之

“好”、模式理念之“新”，它们作为城市文化

肌理中最活跃的细胞，又如满天星斗般散

在浦东城乡。浦东人只需推门而入，美好

生活触手可及。

文化旅游充分融合
中心城区涌现跨界文化空间

浦东入选的 37 个案例涵盖基层文化

空间、公共阅读空间、商圈文化空间、文博

艺术空间、跨界文化空间、美丽乡村文化

空间这六大类型。记者发现，浦东中心城

区的新建公共文化空间已不再满足于单

一功能，而是力求打造融阅读、文博、艺

术、商业于一体的跨界文化空间，全时、全

程、全效地为市民提供服务，文化与旅游

已抢先一步在这些空间中得以充分融合。

入夜时分，旅客回到酒店吃了晚饭，不

再愁周边没处可去，通过一个连廊，就能走

进夜间美术馆感受艺术氛围；双休日在美

术馆看好展览，走进一墙之隔的酒店，悠闲

地享用一顿丰盛的下午茶或晚餐。作为国

内首家夜间美术馆，位于张江的昊美术馆

开馆两年已吸引了数十万人观展。该馆开

放时间为 13 时至 22 时，18 时后的观众比

例约占三分之一，不少是夜间空闲下来的

学生和上班族。昊美术馆与昊美艺术酒店

形成“美术馆+酒店”的“昊·艺术社区”，打

造了全天候的艺术时光。

陆家嘴不仅是一座金融城，更是“高文

化含金量”的梦想之城。在中国第一高楼

上海中心里，不仅有宝库文化中心、上海观

复博物馆，还在 239米开出了中国最高书

店——朵云书院上海中心旗舰店，因其高

颜值、有内涵，一开馆就成为“网红”，频频

开启“限行模式”。被誉为1.2公里“城市文

化艺术项链”的艺仓美术馆，在工业风建筑

里引入中外先锋剧目的 1862 时尚艺术中

心，回放浦东记忆的浦东开发陈列馆……

这些入选案例共同营造出陆家嘴的“文化

天际线”，也让市民的东岸滨江之旅更具魅

力。

存量基层空间改造升级
“家门口”文化空间更添魅力

随着浦东对存量基层文化空间的改造

升级，城市空间“小而微”的更新、文化属性

“暖而精”地注入，一些高端、特色的文化艺

术活动也日益细分和“区域下沉”，让“家门

口”的文化空间和“高大上”挂起钩来，此次

入选的多个案例，都是这样的典型。

今年4月，位于乳山路上的“活力102”
新型“体育+”社区生活空间对外开放。乳

山路 102号内原本是一片违章搭建房屋，

通过拆违整治重新打造为一个融体育健

身、文化展示、互动体验、休闲娱乐等功能

于一体的复合型空间，吸引上海陆家嘴咖

啡文化中心、上海陆家嘴垂直登高俱乐部、

上海陆家嘴国际象棋俱乐部等多个文体品

牌入驻，并打造上海首个国际象棋主题图

书馆。上海市浦东新区射箭协会、林峰国

际象棋图书馆等专业组织，还将好资源送

到“家门口”。

距离“活力 102”不到 3公里的南泉路

269 号，潍坊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已重新开

放近一年时间。整修一新后，它的服务内

容覆盖全人群，并设置了有针对性的分时

段服务，图书馆具有满满的“网红”气质，温

馨的灯光营造家的感觉，还为孩子们打造

了趣味十足的星空图书馆。这也使社区文

化活动中心的受益人群，从“中老年人为

主”转变为“青年群体也喜闻乐见”。

将地铁站改造为公共文化空间，浦东

也做了很多尝试。在“地铁13号线公共文

化艺术景观”案例中，长清路站通过视觉、

听觉等感官，传播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精髓，

让观众仿佛置身文博场馆；成山路站则致

力于将自然风光带入都市森林，让人们在

快节奏的生活中放慢节奏，舒缓身心；华鹏

路站在设计中以“爱”为核心，以“活起来”

的照片作为表现手段，讲述一个弘扬社会

正能量的故事。“一站一特色”，为步履匆匆

的都市人的通勤“碎片时间”，注入了更多

文化滋养。

乡村文化空间近半
凝聚乡情助力“美丽乡村”

如果从浦东地图上看 37 个案例的分

布，你会发现一个可喜的变化：近半空间都

位于浦东的腹地及远郊地区。浦东的公共

文化空间建设热潮，已从黄浦江沿岸，由西

向东逐渐向沿海地区扩散。乡村文化空间

的营造，凝聚着不同于城市文化的浓厚乡

情人心，对于整理地方历史、再造乡土记

忆，以及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起到助

推作用。

著名翻译家傅雷，是土生土长的浦东

人。在浦东的中心腹地，以“傅雷”命名的

公共文化场馆已经串珠成链，傅雷图书馆、

傅雷故居、傅雷旧居这三颗“珍珠”，都通过

了大赛预审。周浦的傅雷图书馆，不仅是

国内收藏傅雷译著、著作，以及傅雷研究专

著最多、最全的图书馆，还通过开辟“深夜

书房”，成为全市第一个全年365天开放至

深夜 12点的图书馆。位于周浦的傅雷旧

居与位于航头的傅雷故居，还原了建筑的

旧时风貌，结合图片、实物、新媒体展示手

段，让更多人可以感受到傅雷的赤子之心。

妆点“美丽庭院”，自然也少不了公共

文化空间。全市第一个乡创中心就在新

场镇新南村，它吸引了众多“农二代”回乡

创业，为千年古镇注入文创新意。川沙戏

曲艺术展示中心与老祖禅堂，是川沙老城

厢里新添的两处文化雅集，呈现茶艺、香

道、禅修、戏曲等文化元素。位于书院镇

东方葵园内的叶辛文学馆，内部展陈生动

呈现了叶辛的文学生涯，助力打造“望得

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书

院。“美丽乡村”还向城里人发出“也来看

看”的邀请。川沙新镇连民村的“民宿行

业 01 号”——宿予民宿，“一栋一品一主

人”与“宿予十二膳”的特色，让游客从衣、

食、住、行多方位，亲身感受川沙乃至浦东

的历史文化底蕴。

■本报记者 曹之光

“我太羡慕浦东市民了，在浦东图书

馆这样一座漂亮的建筑里，不仅有琳琅

满目的书籍，有价廉物美的午餐，而且还

可以获得‘聆听’的机会。”近日，上海音

乐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民族乐团团长罗

小慈在浦东图书馆 600人报告厅，面对满

场的观众，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当日，她

携乐团多名演奏家，带来“邂逅民乐之

旅”讲座，为 2019年度“阅见东方”品牌活

动收官。

扎着马尾辫，身着素雅盘扣长裙的罗

小慈，身上散发着东方女性的书卷气息。

她用轻柔温润的嗓音说道：“传承好中国

民乐，是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的表现，

而海派民乐开放、包容、创新的特质，则让

中国声音在国际上走得更远。”

说到中国民乐，人们总会形容为“吹、

拉、弹、唱”。在罗小慈看来，“吹”居首位，

恰恰与中国民乐的发展史不谋而合。她

介绍，上世纪 80年代，在河南舞阳贾湖新

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贾湖骨笛”，以飞

禽的中空尺骨制成，据推测有 9000 多年

的历史，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早乐

器。“贾湖骨笛”之后，吹管乐器在中国逐

渐发扬光大，不仅有各种尺寸、种类的笛、

箫，也有在中国大地上一度失传、近年来

又从日本回流的尺八。讲座现场，青年竹

笛演奏家金锴独奏一曲《幽兰逢春》，用清

雅笛声展现文人的高洁精神，让观众感受

到中国民乐“以少胜多”的魅力。

而在互动环节，多名青少年受邀上

台，在专业演奏家指导下敲击锣鼓，奏出

“自成一格”的有趣旋律，现场充满了欢声

笑语。“现在很多小朋友学习打击乐，任何

乐器的学习过程都是艰苦的。”罗小慈认

为，如果能够度过一段学习的枯燥期，那

么你就会发现另一片天地，“在这个每天

都有新闻的现代社会，大家缺少的就是专

注。学习乐器可以为生活注入专注，让你

的内心变得更加宁静。”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扎根上海的

海派民乐，也在不懈创新。去年 11月，在

第二十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首演的上

海民族乐团原创音乐现场《共同家园》，

就集聚了 109 位演奏家，67 种中外乐器，

以多元音乐展开跨文化的对话。“身为海

派民乐的工作者，我心目中的海派民乐

要有当代气质和国际表达，这也正是上

海这座大都市的气质。”罗小慈向在场观

众发出了“邀约”，“我用有限的一生拥抱

民族音乐，也期待有更多大朋友和小朋

友的加入。”

上海书法家协会主席丁申阳现场挥

毫泼墨，昆曲名家张军趣解“百戏之祖”的

前世今生；二胡演奏家马晓晖用“中国小

提琴”与世界对话，《梁祝》作者陈钢揭秘

“化蝶”背后的故事……自 4月启动至今，

由浦东图书馆、浦东新区广播电视台、浦

东新区总工会等共同打造的“阅见东方”

品牌活动，邀请了 5位各领域文化名人与

浦东读者面对面。台上台下的零距离交

流，将名人“还原”为普通人，与读者一同

分享人生体悟，交流阅读心得。“‘阅见东

方’不仅是请名人到图书馆推广文化，其

意义更在于让读者和专家、文化名人之间

产生心与心的交流。”浦图馆长曹忠透露，

明年将按季度策划活动专题，推动“阅见

东方”进一步品牌化、系列化。

■本报记者 曹之光

俗话说，真理越辩越明，道理越讲越

清。10月 27日下午，一群 10岁出头的小

小读书郎相聚浦东图书馆，以精彩的辩

论，践行了这条格言。

在“浦江学堂首届学生辩论赛”决赛

中，浦江学堂峻字级、德字级、知字级 14
个班的 56名学员，就一系列出自中国古

代经典中的章句进行激烈辩论。浦江学

堂首席教师周缨认为，青少年通过 2至 4
年的学习提升了国学素养，初步做到了

“满腹诗书”，而通过举办辩论赛，就是让

他们进一步学会“以理服人”。

辩论赛现场，每个班各 4 名选手担

任一至四辩，作为正、反方分坐在辩论桌

的两端。准备阶段，选手们或是神情肃

穆静候比赛，或是掏出小便签温习论点，

或是与队员们交流辩论策略。比赛开始

后，知本班与知成班学员就“君子有忧”

与“君子无忧”展开唇枪舌剑的较量。正

方秉持“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观点，反

方强调“君子不忧惧，心胸坦荡荡”。德

淞班与德和班展开“爱有差等”和“爱无

差等”之辩，一方说“无差等”是“大爱”，

而“大爱”是最终要登上的山顶；而另一

方则说“有差等”虽是“小爱”，但“小爱”

是一路上的风景，也很美，且是必须走过

的历程。峻图班与峻和班的辩题分别是

“有恒产是有恒心的必要条件”和“有恒

产不是有恒心的必要条件”，双方选手你

辩我驳，有礼有节，周旋于“恒产”与“恒

心”之间，言语之间展现了对人生价值的

深入思考。台下的家长和老师们则不分

“你我”，每每听到精彩论述，都会鼓掌叫

好，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

浦江学堂是由上海开放大学教授、著

名文化学者、“感动上海十大人物”鲍鹏山

创立的公益国学教育平台，为学生提供免

费专业的国学经典教育。浦东学堂自

2013 年在浦东图书馆开办首个班级以

来，即以“克明峻德、知行合一”对班级级

段进行排序。2017 年末，浦江学堂举办

了首届国学故事大赛，成为当时全体在读

学员的一次“大比武”。上周六，第二届国

学故事大赛决赛盛大开赛，低级段的行字

级、合字级学员参与。

“浦江学堂的教学模式，是一个严整

的架构。我们为低段学员打造国学故事

大赛，鼓励他们上台演讲，锻炼表达的能

力。而今高段学员已在知识、价值观、文

化上有了一定的积累，我们就打造一个平

台，在整合知识的基础上，拓展他们的思

维。”周缨介绍，举办辩论赛，是为了让浦

江学堂的培育手段更有梯度。而每班进

入决赛的4名选手，都是从班内30多名学

员中经过十多轮内部辩论最终脱颖而出

的佼佼者。学员们无论在开题、围绕观点

搜集论证资料，还是临场应变能力，都得

到了很大的锻炼和提升。在这个过程中，

这些孩子们了解到：说服别人必须要有清

晰明确的观点，逻辑严密的论述，提出相

反观点时不能一味反驳，被别人牵着鼻子

走，而是更应该坚定立场，据理力争。

周缨介绍，“浦江学堂首届学生辩论

赛”辩题的选择，全部围绕着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如果方向错了，策略再高明都

是错的。因此，我们不是传授辩论的手段

和技巧，而是要树立起学员的价值观。”未

来浦江学堂学员还将进行辩论训练，提升

知识运用能力，构建正确的价值观体系，

由此提升文化体悟。

浦东37个案例入围长三角公共文化空间创新大赛

推门而入 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5位文化名人先后走进浦图

罗小慈为2019“阅见东方”品牌活动收官

▲基层文化空间的舞狮表演为

社区群众带来了传统文化大餐。

□本报记者 黄日阅 摄

◀专业的咖啡品鉴师来到“家

门口”带领居民走进咖啡文化。

□本报记者 黄日阅 摄

浦江学堂举办首届学生辩论赛

既要“满腹诗书”
更要“以理服人”

罗小慈与现场青少年观众分享乐器学习心得。 □浦图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