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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艺术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沪苏浙皖四地二十余位“梅花奖”“白玉兰奖”得主献演安徽大剧院

本报合肥8月9日专电 （特派记者吴钰）

沪苏浙皖四地共二十余位中国戏剧梅花奖、

上海白玉兰戏剧奖艺术家同台辉映， 今晚在

安徽大剧院为当地基层工作者奉上精彩演

出。 接下来他们还将赴安徽泾县红色文化地

区、江苏南京江北新区、浙江宁波农村等地深

入采风演出， 通过长三角文艺发展联盟平台

展示四地戏曲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德艺风范，推动长三角文艺事业协同发展。

当晚二十多个节目囊括京剧、 越剧、昆

曲、淮剧、黄梅戏、评弹、梆子戏、沪剧等江南

地区流行剧种，1600多个座位座无虚席，掌声

喝彩声不断。“国宝级” 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

荣顶着酷暑、 从紧张的戏曲电影制作中抽身

而来，上台时神完气足、精神百倍。他说，台下

都是来自电力、环卫、交警、医疗等系统，为城

市运转奋战在一线的劳动者， 能为他们演出

倍感荣幸。

“双奖”名家接连登台，每人只能截取经

典选段，却都提前很久走台彩排、以全套装扮

登场。 昆剧表演艺术家蔡正仁近日身体小有

不适，但服药后还是冒着38℃高温出门，和年

轻人调研采风， 老艺术家的身体力行让青年

表演艺术家王珮瑜看在眼里，“灵魂也受到了

净化”。昆剧演员沈昳丽透露，安徽观众对上

海昆剧团演出接受度很高， 此前在安庆的两

场《牡丹亭》都爆满，演员们都自觉用更高标

准要求自己，演出最高水准。茛 下转第五版

■ 上海半导体
产业已有较好基础，

要把集成电路作为
打响 “上海制造”品
牌的重点所在、科创
中心建设的关键核
心领域，立足上海实
际， 厚植产业优势，

全力突破核心关键
技术，真正把集成电
路打造成为“上海制
造”的重要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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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生戍海终无悔
———妻子王仕花眼中的丈夫王继才

在妻子王仕花眼中， 王继才的离

去，只是一次不打招呼的远行。她不相

信， 坚守开山岛３２载的丈夫能永远地

离她而去。泪水，悄然划过王仕花的脸

庞。她的眼前，浮现的尽是俩人３２载同

守海岛的一幕幕。

面积仅０．０１３平方公里的开山岛，

无水无电，野草丛生，海风呼啸。开山

岛起先由解放军驻守。后来，部队撤防

后，成立了民兵哨所。因条件过苦，最

长的一任仅坚守了１３天。１９８６年，灌云

县人武部政委找到了２６岁的民兵营长

王继才。

４８天后，全村最后一个知道丈夫

去守岛消息的王仕花，第一次来到了

开山岛。看到胡子拉碴、像“野人”般的

丈夫，她泪如雨下。

为了让丈夫安心守岛，半个月后，

王仕花辞去了村小学教师的工作，将

两岁大的女儿托付给了婆婆， 毅然上

岛和丈夫并肩守岛。

台风来时，船只无法出海，小岛就

成了与世隔绝的孤岛。

茛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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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市委书记李强

昨天下午专题调研半导体产

业发展情况， 实地察看集成

电路企业， 主持召开座谈会

深入了解产业发展态势并听

取企业意见建议 。 李强指

出 ， 集成电路具有战略性 、

基础性， 上海要坚决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 以更坚定的决心、 更有

力的支持、 更务实的举措加

快发展， 努力打造 “上海

制造” 品牌中具有标杆性的

企业， 为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作出更大贡献。

李强和市领导周波、 诸

葛宇杰先后来到中微半导体

设备 （上海） 有限公司、 中

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

司、 华大半导体有限公司 、

上海华力微电子有限公司 ，

察看企业产品展示和研发生

产线， 详细了解企业规划发

展情况。 中微半导体专长纳

米级刻蚀及薄膜技术， 其产

品是制备半导体芯片、 LED

芯片、 太阳能电池的关键设

备 。 中芯国际提供 0.35 微

米到 28 纳米的晶圆代工与

技术服务， 是国内领先的集

成电路制造企业。 中国电子

信息产业集团旗下的华大半

导体的智能卡及安全芯片产

品销售额居国内前列。 华力

微电子负责华虹集团 12 英

寸集成电路有关生产线项目

的建设和运营， 正致力于满

足国内设计企业先进芯片的

制造需求。

每到一处， 李强都同企

业管理研发团队亲切交谈 ，

认真听取企业发展需求。 李

强说， 上海半导体产业能有

今天的发展， 离不开各家企

业的矢志坚守、 久久为功 。

希望大家进一步认识掌握核

心关键技术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 牢牢把握发展机遇， 做

好企业长远规划， 积极抢占

科技创新制高点， 努力闯出

集成电路发展新路。

座谈会上， 中微半导体尹志尧、 中芯国际周子学、 中国电

子信息产业集团张冬辰、 华虹集团张素心、 上海兆芯叶峻、 上

海硅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王曦等企业负责人先后发言， 围绕集成

电路产业发展， 就攻克关键核心技术、 人才集聚培养、 知识产

权保护、 优化营商环境等开门见山谈想法、 提建议。 李强认真

倾听记录， 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同大家交流讨论。

李强指出， 上海半导体产业已有较好基础， 要把集成电路

作为打响 “上海制造” 品牌的重点所在、 科创中心建设的关键

核心领域， 立足上海实际， 厚植产业优势， 全力突破核心关键

技术， 真正把集成电路打造成为 “上海制造” 的重要代表。

李强强调， 要整合资源、 多策并举、 合力突破。 聚焦企业

研发投入， 加大公共研发平台建设， 组织共性技术攻关， 降低

企业研发费用负担， 推动优秀企业加快发展。 聚焦重点领域，

开放应用场景， 强化新产品新设备的应用推广， 带动集成电路

全产业链发展。 要坚持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相结合， 面向长三

角、 面向全国、 面向海外， 坚定不移走出去。 市委、 市政府将

根据集成电路发展规律和企业实际需求， 依托 “一网通办” 提

供优质服务， 为企业加快发展营造更加良好的环境。

对标一流美术馆 提升艺术能见度

首创全国省级美术馆行业管理规范性文件《上海市美术馆
管理办法（试行）》，出台两个多月来初见成效

墙上挂几幅画就是美术馆？ 美术馆里到

底能不能卖画？

随着 《上海市美术馆管理办法 （试行）》

（以下简称《办法》）6月1日起于全市范围内推

行， 一连串困扰人们已久的问题有了明确答

案， 全上海的美术馆有了指引方向的 “白皮

书”。这是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在上海大调

研持续深入推进过程中的“研发”，首创全国

省级美术馆行业管理规范性文件。

申城美术馆的发展速度在全国首屈一

指———截至2017年底，共有美术馆82家，2017

年全年举办展览723场，吸引观众617万，举办

公共教育活动3357场。 不断拓展的公共艺术

空间，升腾着城市美的浓度、文化的活力，为

打响“上海文化”品牌、加快国际文化大都市

建设和卓越的全球城市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

撑。《办法》的出台可谓正当时，不仅明晰美术

馆应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也划出一条条红

线，甚至对标《全国重点美术馆评估办法》以及

世界一流美术馆，给出诸多鼓励性质的建议。

《办法》出台两个多月来，已经取得了一

定的实效：民间兴办美术馆热情高涨，市文广

影视局在受理相关咨询过程中，前置审核，也

提供意见； 茛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 范昕

以更大力度统筹推进生态廊道建设
应勇赴浦东奉贤金山松江青浦闵行调研相关工作

本报讯 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昨天

用一整天时间， 冒着酷暑驱车300多公

里，赴浦东、奉贤、金山、松江、青浦、闵行

六区调研生态廊道建设工作。应勇指出，

针对上海森林覆盖率低等短板， 加快规

划建设一批以森林为主的生态廊道，是

市委、市政府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作出

的重大决策， 是上海建设卓越的全球城

市和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 人文之城、

生态之城的重大举措， 是上海贯彻新发

展理念， 推动高质量发展、 创造高品质

生活的必然要求， 是上海加快构筑基本

生态网络、 突破生态文明建设瓶颈的重

要抓手。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 坚持以生态功能为主， 因地制宜，

能快则快， 以更大的力度统筹推进生态

廊道建设， 为进一步保护和改善上海的

生态环境作出更大贡献。

良好的生态环境关乎城市的核心竞

争力。 茛 下转第四版

如果流量即正义，综艺的泡沫就会吹大

日前 ，定位为 “音乐唱演现场秀 ”的某

综艺节目亮相卫视， 立刻引发了正反不同

的评论。记者注意到，很多负面评价来自对

节目内容与前期营销信息不符的失望。早在

节目开播之前，其营销推广就像每日一更的

肥皂剧， 频繁刷新着各大社交平台的首页：

今天发布一张海报，明天播出一条MV；今天

传说某明星出场费3亿元， 明天又说是8000

万元……反复强调某明星综艺首秀，至于节

目内容的介绍，却是含糊其辞一笔带过。

注意力经济时代，带着“一夜成爆款”的

野心，网上网下一些综艺节目从创意酝酿时

就开始了营销持久战， 这种现象并不是个

案。业内人士指出，综艺产业化升级道路上，

营销意识增强是好事， 但如果大量的金钱、

人力投入， 只是复制了虚假广告的夸大宣

传，那么，无节制的信息轰炸只能侵吞公众

平台资源，进而挤压的是作品内容和品质提

升的空间。有观众直言，这就是一场把艺术

做成营销产品的劣质“卖家秀”。

博流量营销吹大了网络综艺泡沫

对于“刷屏式”博流量的营销模式，上海

东方明珠新媒体公司总编辑戴钟伟分享了

一组数据， 去年数百档上线的网络综艺，排

名前十的节目就占去市场份额的50%，而今

年截止到目前，这个数字一跃至71%，与市

场份额相对应的， 是收益的极度不平均。不

久前一档女子偶像选秀“头部综艺”排名第

一的冠名商花费2亿元，而另一边，是大量节

目由于没有冠名商，一直无法上线。

有业内人士甚至说，搞综艺，若想在激

烈的竞争中突出重围，“刷屏式”营销是最直

接的路径，是无法避开的怪圈。 一档节目推

出， 总是先占领微博微信， 再加上现在流

行的短视频社交平台： 广告投放一波， 各

自媒体账号推送一轮， 但凡有流量的地方，

相关宣传稿、 海报、 截图、 广告片便无孔

不入。

这样的怪圈必然要吸入巨大的资金投

入。据业界人士透露，一档网络综艺的营销

投入甚至以亿元计算。刚收官的一档女性偶

像选拔节目，总投入达六亿元，其中有两亿

元用于营销，这个营销投入相比去年的某档

网络爆款综艺，足足翻了一番。记者注意到，

这样的营销思路也催生了一批专事综艺营

销的公司。在他们的服务案例中，为一个节

目炮制的热搜数量及其点击量成为关键指

标，炒红的明星“假情侣”成了“事件营销”范

本。高投入也滋养了一众自媒体。有业界人

士爆料，一些长期量产“10万+”文章的娱乐

公众账号，其年广告收入可达数千万元。

必须内容为王，让营销真正
与作品挂钩

如果说产品广告涉及虚假宣传之说被

追责，那么综艺节目营销过了头难道真的没

有代价吗？

营销的手法是极其类同的：一档综艺的

出台，无非先是对选手颜值、嘉宾过往履历

的各种夸赞； 再是对明星服饰、 表情姿态

不吝各种溢美之词。 只是， 当观众点开节

目正片， 发现全然对不上号， 纷纷给出差

评时， 用营销堆砌的热度泡沫已提前完成

了吸引广告商竞标的绩效指标， 市场付出

了巨大的代价。

一时喧闹，无法遮蔽公众对节目的真实

评价。业内人士担心的是，由此将造成一种

结果， 就是各家比拼的都是营销炒作手法，

节目质量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由此形成恶性

循环：高投入、浅层次的营销看似快速把流

量做高、炒热节目，实际上，当营销投入占到

节目总投入的三成，刨去明星片酬、豪华舞

美，实际留给创意研发、内容品质的部分有

多少，已可以想见。

综艺节目是公众喜欢的一种艺术表现

样式。有专家认为，对文艺工作者来说，如何

制作出精良的节目？ 如何运用好综艺这个

平台， 传播出正能量的才艺信息？ 如何在

传播过程中真实反映作品本身， 不去吹高

泡沫， 不搞华而不实的推送， 已经是一个

考验了！

“内容为王，让营销真正与作品挂钩”，

综艺人应该向公众做出这样的承诺。

■本报记者 黄启哲

长 三 角

地区梅花奖 、

白 玉 兰 奖 艺

术家 “深入生

活 、 扎 根 人

民 ”主题实践

活 动 在 安 徽

合 肥 进 行 首

站演出。

祖忠人摄

长三角文艺
发展联盟

秦汉陶俑首次
跨越时空“对话”

■ 141件（组）秦汉陶俑近日“两两相望”亮相秦始

皇帝陵博物院陈列大厅。这是以秦汉陶俑为主题的原

创展“跨越时空的邂逅———秦始皇帝陵与汉景帝阳陵

出土陶俑展”呈现给观众的“视觉盛宴”。出土于秦始

皇帝陵和汉景帝阳陵的一批陶俑邂逅骊山脚下，展开

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上海从源头到龙头管控水质

最大艺术品保税中心年内投用
荩 刊第四版

申城美术馆的发展速度
在全国首屈一指———截至
2017年底，共有美术馆82家，

2017年全年举办展览 723

场，吸引观众617万，举办公
共教育活动3357场

图 为 复 星 艺 术 中 心
（上 ）、中华艺术宫 （右上 ）、

刘海粟美术馆（右）。
制图：李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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