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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以人民为中心的“艺术殿堂”
浦东群艺馆新馆开馆 将成为500多万浦东人的“自嗨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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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符佳

壬寅虎年新学期即将开学，浦

东教育再传利好：“双一流”建设高

校增至3所，其中位于张江科学城的

上海科技大学是首次入选。

2月14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

发展改革委3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深

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

设的若干意见》，根据首轮监测数据

和成效评价，“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

设学科名单更新公布，全国共有147
所高校上榜。除了新晋入围的上海

科技大学，浦东另两所高校——上海

海洋大学和上海中医药大学则是继

首轮入围后第二次成为“双一流”建

设高校。

2017年9月，教育部公布了首轮

“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

其中一流大学建设高校42所、一流学

科建设高校95所。相比第一轮“双一

流”建设名单，此番第二轮建设名单

中新增了7所高校，其中就包括位于

张江科学城的上海科技大学。

建校不到10年
跻身“双一流”建设高校

上海科技大学成立于 2013年，

是一所创办不到10年的新型研究型

大学。学校由上海市人民政府与中

国科学院共同举办，上海市人民政

府主管，其办学定位是建设一所“小

规模、高水平、国际化的研究型、创

新型大学”。该校入选“一流学科”

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是学校集

全校之力、发挥跨学科优势加以建

设的核心建设学科，其特色在于教

学科研与光子大科学装置应用紧密

结合，目前已在功能材料、生物大分

子材料、拓扑量子材料等领域产出

了一批有影响力的科研成果。

“心怀‘国之大者’，矢志创新致

远。”上科大方面表示，开启“双一流”

建设新征程后，将继续以服务国家创

新战略为使命，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

领域，对标世界一流大学，优化学科

布局，培养科技创新创业拔尖人才，

产出高质量的创新成果，探索中国特

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之路。在新一

轮“双一流”学科建设过程中，材料科

学与工程学科将紧紧抓住张江地区

以大科学装置为代表的国家级科研

平台为学科发展带来的机遇，努力在

功能材料、生物大分子材料、拓扑量

子材料、光子大科学装置材料表征和

数字材料等重要前沿方向形成标志

性成果，在能源、信息、健康等领域作

出具有战略支点特征的科学贡献，培

养从事前沿基础研究和国家战略新

兴产业技术研发的高层次、国际化的

创新创业人才。

两所高校三个学科
持续开展第二轮建设

与首轮不同的是，第二轮“双一

流”建设名单不再区分一流大学建设

高校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将探索建

立分类发展、分类支持、分类评价建

设体系作为重点之一，引导建设高校

切实把精力和重心聚焦有关领域、方

向的创新与实质突破上，创造真正意

义上的世界一流。 （下转3版）

■本报记者 曹之光

在1210平方公里的浦东大地上，生活

着 500 多万浦东人，有 6000 多支文化团

队。直面旺盛的文化需求，近年来，浦东依

托上海图书馆东馆、上海博物馆东馆、上海

大歌剧院、浦东美术馆、浦东图书馆等一批

重大文化地标，描绘了绚丽的文化“天际

线”；依托 36家社区文化中心、千余个“家

门口”文化服务站等街镇、居村文化设施，

构建了多彩的文化“地平线”。

而在这“两线”之中，唯独还缺乏一个

承上启下的文化枢纽，一个群众心向往之

的“自嗨地标”，一个真正以人民为中心的

“艺术殿堂”。针对设施布局的痛点，群众

的呼吁，市民的期盼，浦东送上元宵文化

“大礼包”——浦东新区群众文化艺术馆新

馆昨日上午正式开放，浦东新区区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黄玮，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文体

旅游局局长孙毓，上海市群艺馆党总支书

记张洁共同按下启动装置。

完成引领区文化建设
的“硬指标”

早上有演出，晚上有灯会，开馆日新馆

推出了持续全天的年俗文化活动。未来，

新馆还将打造六大功能平台，推出十大特

色品牌节庆活动，成为把最好的资源留给

人民的生动实践，不断涵养引领区建设的

文化软实力。

在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

区的征程中，不断崛起的文化新地标，是涵

养文化软实力的“硬指标”。作为区委、区

政府为民办实事的重要工程，以及浦东“十

三五”期间开工建设的“3+3”重点文化项

目之一，浦东群艺馆新馆地处浦东锦绣文

化公园板块，紧邻浦东图书馆、浦东新区青

少年活动中心、浦东城市规划和公共艺术

中心，文化设施集聚，区位优势突出。新馆

建筑总面积达2.7万平方米，相当于5年前

被拆除的老馆面积6倍有余。

打造六大功能兼备的
公共文化服务引领平台

超越传统群文场馆的“小空间”“小教

室”局限，代之以大体量、高灵活、多功能的

空间布局，新馆将着力打造六大功能兼备

的公共文化服务引领平台。

一是打造全民艺术普及的大学堂。依

托新馆艺术教室、排练厅、手造坊等空间，

借力市民艺术大学、延时服务等新机制，在

夜间和寒暑假等时间段，面向市民开放一

批广受群众欢迎的各类艺术培训课程，打

造集排练、培训、体验、表演为一体的全民

艺术普及主阵地。

二是打造全民文艺展演的大剧场。新

馆内设大剧场和实验剧场两座剧场，共

1330个座位。这里将力争成为全国各地

实验剧、精品剧在浦东的首演地、常驻地，

为群众提供公益看大戏的好去处。剧场也

将向全区文化团队、文艺骨干和广大文艺

爱好者发出“邀请函”，开展群众文化展演

交流，打造老百姓“自嗨”的文艺大舞台。

三是打造全民文艺创作的大展厅。新

馆将充分利用展览空间，推出一批反映浦

东引领区建设丰硕成果、展示浦东历史文

化的群众文艺创作成果展，将这里打造成

为浦东百姓喜闻乐见、积极参与、交流融汇

的文化大展厅，打造成为红色文化、海派文

化、江南文化交相辉映的文化百花园。

四是打造文艺达人PK的大秀场。面

向全区、全市和全国，邀约集聚一批特色项

目、特色演出、特殊人才等各领域文艺达

人，新馆将积极策划开展大展演、大交流、

大互动、大擂台等多彩活动，让市民成为舞

台的主角和闪亮的明星，让这里成为文艺

达人的大秀场和孵化基地。

五是打造文化网红直播的大平台。新

馆将打造先进的直播设施和直播空间，吸

引和集聚一批文化网红来这里开展云直

播。此外，新馆还将邀请喜马拉雅、东方财

经·浦东频道、浦东新区融媒体中心等开设

直播间，集中展现浦东公共文化发展的丰

硕成果，提升浦东群艺馆的品牌效应。一

般只面向专业音乐公司和明星的录音棚等

设备，新馆也将面向以青年为主体的人群

进行公益开放。市民可以走进录音棚，圆

歌手梦，灌制属于自己的第一张唱片。

六是打造元宇宙互动社区的大基地。

依托浦东新区互联网企业优势，与张江、金

桥等地区数字化企业合作，将群艺馆线下

空间和元宇宙等年轻人爱用、爱玩的虚拟

场景相结合，引进最新的产品设备，建设智

能化场馆应用体验区，推出若干类青年人

喜闻乐见的创新网络互动场景，打造远程

艺术教育、在线娱乐互动和公共文化DIY
体验的承载地，努力构建数字文化馆的示

范样板。无论是最新最潮的VR设备，还

是身临其境的虚拟现实科技产品，市民有

望第一时间在新馆获得体验。

今年将推出十大文化
节庆品牌

站在“十四五”和引领区建设的全新起

点，未来，浦东群艺馆新馆还将依托新场

馆、新空间，不仅为浦东、为上海服务，还将

为长三角、为全国服务。新馆今年将推出

十大文化节庆品牌，包括：新年音乐节、浦

东童剧节、浦东戏剧节、江南舞蹈节、社区

文化节、浦东合唱节、江南琵琶节、白领文

化节、大学生文化节、浦东文化艺术节，十

大节庆品牌活动将贯穿全年。

新馆开馆即和上海十大院团和上海各

大艺术院校开展合作，积极策划开展大展

演、大交流、大互动、大擂台等多彩活动，让

市民成为舞台的主角和闪亮的明星；依托

长三角城市文化馆联盟，和 168个长三角

城市紧密合作、开展交流，整合集聚共建共

享各城市文化产品；邀约全国的特色项目、

特色演出、特殊人才来到浦东进行交流合

作，通过丰富扩容产品资源库实现公共文

化服务产品的供给主体、内容生产的倍增

效应和共享效益的最大化。

此外，浦东群艺馆新馆还有多个惠民

项目正在积极策划中，包括面向青年白领

和青少年的动感时尚、雅俗共赏的系列艺

术活动。新馆将努力成为浦东百姓心中的

文化地标、浦东文化团队引以为傲的大舞

台、青年白领心向往之的“艺术殿堂”、最新

数字化技术和理念的体验地。

相关报道见6版

本报讯（记者 黄静）昨天正值元宵节。昨天上午，市政府副

秘书长、区委副书记、区长杭迎伟带队前往上海银保监局和上海证

监局，开展“促发展、保安全”大走访、大排查工作，与金融监管部门

负责人座谈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和诉求，并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

座谈时，杭迎伟介绍了浦东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感谢上

海银保监局和上海证监局一直以来在浦东开发开放、自贸区建

设、临港新片区建设和国际金融中心核心承载区建设过程中给

予的关心、支持和指导，希望双方继续通力配合、携手努力，共

同把习近平总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 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

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贯彻落实好。

杭迎伟指出，金融业已经成为浦东的第一大产业，这与上

海银保监局、上海证监局对浦东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浦东因

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开放是重要的标志。未来浦

东依然要坚持金融的开放创新，实现开放创新政策的突破和已

有金融开放创新政策的系统集成，培育更多的硬科技企业，让

它们在浦东引领区建设中有更大的发展。

杭迎伟表示，金融对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的支撑作用越来

越明显。浦东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要把外资金融投资首选地

的标杆进一步树立好，创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让更多的外资金

融机构在浦东集聚。同时，推动法治保障，防范化解区域性的

金融风险。浦东也会一如既往地做好各类保障工作，让金融监

管机构在浦东更好地开展工作。

区委常委、副区长杨朝参加调研。

上海科技大学首次上榜

浦东“双一流”建设高校增至3所
杭迎伟赴金融监管部门大走访大排查

坚持金融开放创新
培育更多硬科技企业
“促发展、保安全”大走访、大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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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新区群众文化艺术馆新馆将打造六大功能平台，推出十大特色品牌节庆活动。 □本报记者 郑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