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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曹之光）6 月 13 日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之际，浦东非遗项

目传承人大家庭再添新丁，浦东新区文

体旅游局印发《关于公布第七批浦东新

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

承人的通知》，浦东新增 18名区级非遗

传承人。

记者从浦东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办公室了解到，新增的18名区级

非遗传承人，涉及到多个非遗门类：传统

技艺类有二胡制作技艺、江南传统民居

木作技艺、兰花栽培技艺、龙潭酒酿制作

技艺、三林崩瓜栽培技艺、三林酱菜制作

技艺、渔具制作和捕捞技艺、周浦羊肉制

作技艺、醉螃蜞制作技艺；民俗类有浦东

喜庆剪纸习俗、灶文化；传统戏剧类有沪

剧；民间文学类有曹路民间故事；传统医

药有喉吹药制作技艺；传统体育、游艺与

杂技类有华拳。

这 18名非遗传承人中，以 60后、70
后为主，也有 50后的“老法师”：如渔具

制作和捕捞技艺项目传承人吴文初，醉

螃蜞制作技艺项目传承人高才官，曹路

民间故事项目传承人朱国钦。此外，传

承人中还出现了两名80后：传承兰花栽

培技艺的冯晶瑶，2010年协助策划上海

世博会亩中山水园的中国兰花展，2018
年起参与举办上海豫园“兰花文化节”；

传承三林酱菜制作技艺的金瑞军，他在

家传基础上，研制出了符合现代人口味

的酱瓜，并开设淘宝店扩大非遗食品影

响力。

目前，浦东共有国家级、市级、区级

非遗项目79项，各级非遗传承人151人。

若非亲眼所见，你能想象陆家嘴的

上下六百米、内外一百年，是怎么样的盛

世奇景？

若非亲眼所见，你能想象“内史第”

的前后三进深、小小一宅院，竟走出了那

么多教科书上出现过的历史名人？

若非亲眼所见，你能想象“网红店”

首店云集的浦东，存在着传统与时尚兼

备的非遗产品，值得我们去“买买买”？

若非亲眼所见，你能想象这片被誉

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土地，是一本那

么鲜活的“四史”学习教育教材？

刚刚过去的6月13日，是中国“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也是浦东新区文博宣传

月的落幕之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文博场馆、文物建筑等丰富的浦东文化

资源，在这一天里交相辉映。通过“浦东

记忆”微信小程序，79项非遗项目“云上

展示”，20多种非遗产品线上叫卖，博得

“舌尖上的非遗”的好口碑。在多个街镇

的线下非遗活动中，众多非遗传承人共

同构成一个特别的“武林世界”，每个人

都是各派“高手”，秀出令人叹为观止的

独门绝技。

文博宣传月以惠南、祝桥、陆家嘴、

川沙四场行读活动，以上海吴昌硕纪念

馆、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上海观复博物

馆、上海有恒博物馆四场云讲解活动，吸

引18万人次线上、线下踊跃打卡。市民

朋友不仅看到了一个改革开放日新月异

的浦东，更感受到自己生活在一个文化

底蕴深厚的浦东。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当你亲历浦

东，亲眼所见，你才会知道陆家嘴藏了那

么多博物馆，“武林高手”就在街坊邻里

之中，“四史”教材就在你我身旁。我们

的“四史”学习教育、乡土人文教育，不仅

要勤敲上课铃，更要积极走出去，在“烟

火气”中发现“书卷气”，在“旧知识”中发

现“新内涵”。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

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

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的深厚滋养。

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

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也应对传承发展非

物质文化遗产予以高度重视，对非遗传

承人报以高度的关怀期望，努力铺展开

保护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

画卷。让我们把这些无形、有形的文化

遗产，原原本本传承给下一个时代，在浦

东大地上永放光彩。

■本报记者 沈馨艺

上海绒绣、老桥头酥式月饼制作技

艺、浦东木雕……6月13日，15项浦东非

遗项目在惠南镇禹洲商业广场以“非遗

集市”的形式亮相，通过集中展演让居民

一饱眼福。

作为区级非遗项目，老桥头酥式月

饼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樊龙全在现

场为居民制作月饼，不少居民驻足品

尝。“这个月饼味道真棒。”居民沈芳红对

这项“舌尖上的非遗”赞不绝口，她说：

“之前没想到非遗项目还能吃，挺有趣

的。”

樊龙全告诉记者，入选区级非遗

后，“老桥头”的名气越来越响，不少食

客从市区慕名前来购买。“多亏惠南镇

对这项非遗的宣传与发扬。”他说，“这

次参与集市活动，也是希望能有更多人

了解这项非遗项目，让传统点心技艺发

扬光大。”

而在非遗项目浦东喜庆剪纸摊位

前，传承人祝军一展身手，各式各样的剪

纸作品让广大市民眼前一亮。

“叔叔，我属蛇，可以帮我剪一条

小蛇吗？”小朋友宋天桢提出了要求，

立刻得到了回应。不到一分钟，一条

精美的剪纸蛇在祝军手里诞生。“好

看，叔叔真厉害。”接过剪纸后，宋天桢

高兴地说。

祝军告诉记者，这已经是当天送出

的第29个作品了，希望大家多多了解浦

东喜庆剪纸，传承这项民俗。

当天活动中，除了“非遗集市”外，

还有一场“非遗精品节目展演”。舞台

上，国家级非遗项目浦东绕龙灯、锣鼓

书、琵琶演奏等 11个节目先后上演，带

给观众一场视听盛宴。其中，惠南镇最

新创作编排的上海说唱节目《文明排头

兵》，让观众们在观看演出的同时学习

文明创城知识，调动全民参与创城工作

的热情。

近年来，惠南镇不断挖掘本地特色

资源，打造独具特色的惠南文化。“作为

国家级非遗项目浦东派琵琶的起源地，

我们一直着力于挖掘、保护和传承浦东

派琵琶技艺的工作，包括定期举办琵琶

音乐会、传习所学员汇报演出、浦东派琵

琶大师班讲座等活动，力争将惠南打造

成为‘琵琶艺术之乡’。”惠南镇党委委员

邱卫说。

邱卫介绍，当天的非遗日活动选在

商圈，也是希望借用商圈的人气，让更多

人能够接触、了解非遗。据悉，除了目前

正在开展的各类非遗进社区、下居村、进

学校等活动外，惠南还将打造一条以非

遗为特色的“美食一条街”，将在不久后

与居民见面。届时，居民们可以在当地

享受到多地的传统美食，体验“舌尖上的

非遗”。

本报讯（记者 曹之光）近日，文化和

旅游部发布 2019年度全国美术馆优秀项

目评选结果，包括优秀展览项目 10个，优

秀公共教育项目 10个，优秀展览提名项

目 20 个，优秀公共教育提名项目 10 个。

浦东两个项目入选，其中：中华艺术宫的

“时代风采——上海现实题材美术作品展

览”被评为优秀展览项目，上海海派连环

画中心的“连环画情景党课：‘画’说红色

故事”被评为优秀公共教育提名项目。

“时代风采”——上海现实题材美术

作品展是中华艺术宫2019年至2020年的

跨年展，以 170余件作品，集中反映上海

自改革开放以来各领域建设取得的巨大

成就。观众能从作品中看到众多浦东题

材，如一飞冲天的C919、陆家嘴金融城的

“党支部建在楼宇上”、第一所中美合办研

究型大学——上海纽约大学的校园景

象。据悉，“时代风采——上海现实题材

美术创作工程”是上海市“五年百部精品

创作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于 2017
年6月。

“连环画情景党课：‘画’说红色故

事”是上海海派连环画中心与张江镇社

区党建服务中心的区域化党建共建项

目，于 2018 年 11 月启动，随后每周五定

期举行。上海是中国革命的“红色源

头”，海派连环画则是上海市级非遗项

目，也是几代上海人的“童年玩伴”，党史

课、连环画创作课结合外出采风，传播上

海“红色文化”与“海派文化”。过去几个

月里，活动还灵活变更形式，调整为“线

上党课”。而自今年 6月 5日起的“新学

期”线下开课起，授课内容还结合“四史”

学习教育，让学习效果变得更加入脑、入

心。

本报讯（记者 曹之光）东艺正式恢

复售票演出，上海沪剧院即将与浦东观众

“久别重逢”。7月 3日、4日，上海沪剧院

将在东艺献演《一号机密》《雷雨》这两部

大戏，用“上海的声音”，为浦东演艺市场

回暖加温。

作为上海出品的红色三部曲之一，

大型原创沪剧《一号机密》将于7月3日在

东艺献演。《一号机密》讲述的是 1931年

后的上海，一批中共地下党员为保护党的

“一号机密”，不畏牺牲，忍辱负重，长期与

敌人斡旋斗争，最终成功保护“一号机密”

并将其完整交给党。该剧不仅传承了上

海的红色血脉，也符合上海的城市气质。

《一号机密》自去年在中国上海国际

艺术节上首演以来，多方听取专家意见，

边改边演，本场演出将是经过新一轮修改

提升后首次上演。主创团队进一步打磨

台词、唱腔，使整部作品的艺术性更高。

在舞美设计上有较大的突破，通过舞台转

盘的运用，实现情景转换，虚化了时间与

空间。该剧由李莉、黄嬿编剧，王青导演，

汝金山作曲，伊天夫任舞美设计，朱俭、王

丽君等沪剧院优秀中青年演员共同主演，

沪语训练营学员王子涵参演。

《雷雨》是传世经典沪剧中的里程碑

作品。1937年，沪剧前辈们就把曹禺话剧

《雷雨》，改编成了沪剧。1959年，以丁是

娥为首的沪剧老艺术家将这一剧目再一

次改编并联合公演。7月 4日亮相的《雷

雨》，是近10年来观众最为熟悉的“茅版”，

主演茅善玉曾因繁漪一角荣获第26届中

国戏剧梅花奖。“沪剧女皇”再度披挂上

阵，将性格多变的繁漪呈现在当代舞台。

本报讯（首席记者 符佳）记者从上

海建桥学院获悉，该校近日成立了二级学

院——健康管理学院，致力于培养适应

“大健康”事业发展需求，具备扎实专业基

础，又具有治疗、护理技能的高级应用型

健康管理人才。

健康管理学院设护理、健康服务与管

理两个系，共有3个专业。其中，护理学本

科、护理专科均已招生，现有全日制在校学

生约600人；健康服务与管理本科专业将于

2020学年首次招生。

健康管理学院师资为“专兼结合”教学

团队，专任教师中具有硕士以上学位 24
人，其中高级职称 9人。学院还聘请了一

批具有丰富行业实践经验，专业上有造诣

的兼职教师，担纲课堂和实践指导教师。

学院建有设备齐全的专业实验室——健康

实训中心，下设医学基础、临床护理以及健

康服务这三个实验中心。通过真实的工作

场景模拟，该学院为学生营造职业技能的

训练环境，突显职业技能操作，培养学生的

职业创新思维和职业文化的综合素养。

该学院还建立了高质量的校企合作

办学平台，先后与市六东院、曙光医院、东

方医院、浦东医院、临港恒益健康、绿地康

养、社区卫生中心等 20余家卫生健康机

构、健康产业公司开展校企合作。

“健康管理学院的成立，是学校为服

务‘健康中国’战略，对学科、专业建设作

出的新布局。”上海建桥学院校长朱瑞庭

表示，未来该校将紧密对接上海、浦东，以

及临港新片区健康产业的发展需求，持续

优化健康管理学院的专业布局，积极开展

更多健康管理相关的专业申报，如康复治

疗学、老年服务与管理等方向，更好地满

足国家对健康管理专业人才的需求。

浦东新增18名区级非遗传承人

80后崭露头角接过传承接力棒

发现浦东“新内涵”
□曹之光

“非遗”，能看能吃还能玩
——惠南“非遗集市”见闻

东艺7月将上演两部沪剧大戏
对接上海健康产业发展需求

建桥学院成立健康管理学院

2019年度全国美术馆优秀项目公布

浦东两个项目获文旅部表彰

▲曹路民间故事项目传承人朱国钦。

◀江南传统民居木作技艺传承人唐

峥荣。

□浦东新区非遗办 供图

《雷雨》剧照。 □东艺 供图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