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市民享受被艺术包围的生活
58台逾百场优质演出全面覆盖上海16个区

本报讯 （记者童薇菁）著名指挥家汤沐海

将与东京合唱团共同演绎《欢乐颂》，上海戏剧

学院的七部青年舞蹈汇编作品将集体展现 “舞

新人”的风姿……无论你身在黄浦、长宁，还是

金山、奉贤，都能在“家门口”感受到海内外名家

名团的艺术魅力。 第二十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

节的重要板块“艺术天空”将全面覆盖上海 16 个区、4 个户外场

地、近 20 个室内场馆，将上演来自 27 个国家和地区、共计 58 台

逾百场名家名团、多元丰富的精彩演出。

来自“一带一路”国家的节目将轮番登场，同时，城市草坪音

乐广场“12 小时特别活动”、上海共青森林音乐节等特色鲜明的

艺术体验活动，将继续发挥“艺术天空”的公共文化品牌效应。今

年的“12 小时特别活动”将于 10 月 28 日在上海城市草坪音乐

广场开启一整天的欢乐。 当日，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音乐宫合唱

团、帕沃·雅尔维率瑞士最古老的交响乐团苏黎世音乐厅管弦乐

团等优秀演出团队及宁峰、斯蒂凡·塔哈哈、段皑皑、葛灏等青年

艺术家将为观众献上古典的浪漫之声。

以“舞动未来”为主题的舞蹈工作坊，将邀请谢欣等艺术家

以舞蹈的形式、 即兴的创造， 让观众享受城市片刻的舒适与轻

松。 “走出剧院，走进户外”，今年“艺术天空”系列演出活动继续

以森林音乐节的形式， 用一流经典音乐为城市营造浓郁的艺术

氛围。共青森林音乐节定于 10 月 19 日至 21 日在上海共青森林

公园内举办，演出共分三场，听众将欣赏到由意大利指挥大师里

卡多·夏伊携手琉森音乐节管弦乐团，以及倍受年轻人喜爱的彩

虹合唱团、 意大利新斯卡拉蒂交响乐团与意大利西西里合唱团

带来的精彩表演。

为鼓励和吸引更多观众亲近艺术，“艺术天空” 全面覆盖上

海 16 个区，推动了“一区一品”的文化建设，如黄浦区的户外音

乐特色、静安的戏剧艺术特色、长宁的舞蹈艺术特色等，也让嘉

定、崇明、金山、奉贤等一些过去文化辐射力度相对薄弱的区域，

也能在艺术节期间迎来众多名家名团。

据悉，今年观众可直接在网上进行预约，部分公益演出今年

首次开放“无纸化”入场，观众无需取票，直接凭二维码进场。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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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观众很难想象，60年前上海播出

的第一条电视新闻片， 是用旧货店淘来的八

成新摄影机和八一电影制片厂过期了八年的

旧胶片拍摄而成。但今夜星光璀璨时，观众们

仰望星空， 不妨了解一下， 那里有颗 “何允

星”，是2016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行星中心

为表彰上海电视人何允而命名的。

1958年10月1日，上海电视台开播，作为

全国最早的省市级电视台载入了中国电视的

史册。 从那时起， 上海电视走过了整整一甲

子。如同那条电视新闻片，60年前因陋就简的

荧屏初亮相，囿于设备匮乏，如今只留存在部

分文字和黑白照片里。但60年来的风雨兼程，

却是能若璀璨星光一样， 以丰饶的文化物质

成果、宝贵的精神财富，照亮一代代上海电视

人前行的路。

昨天下午， 上海广播电视台在东视演播

剧场举行上海电视开播60周年纪念会。 通过

“不忘初心”“致敬历史”“展望未来”三大篇章

回望来时路， 上海电视人有理由自豪———从

最初开播的1个频道、30多位员工， 经历60年

的艰苦创业、发展整合，SMG已发展成为国内

目前产业门类最多、 产业规模最大的省级新

型主流传媒及综合文化产业集团， 规模实力

位居全国省级台第一。

始于60年前， 守正创新便是上海电视人

不变的基因。

这些数不清的 “第一 ”，也是
“上海文化”独树一帜的品牌

1958年是中国电视的元年， 也是上海电

视台初创的年份。 那年3月，上海电视台在南

京东路的永安大楼里成立。 老上海们管这栋

极具特色的建筑叫作“七重天”。 楼上架起的

电视发射天线距离地面108米，有效发射距离

30公里左右。就这样，用现代科学技术装备起

来的上海电视台应运而生。

60年前的国庆节之夜，19时整，播音员第

一次出现在荧屏上， 宣布上海电视台开播并

祝观众节日快乐。随后，电视新闻片报道了人

民广场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九周

年活动。至晚上21时30分播出结束，两个半小

时播送中，周小燕的演唱、山东快板等节目与

新闻片合力书写了上海电视的第一夜。虽然彼时全市总共100个

收看点，仅一万多名上海市民收看了节目，但“从无到有”划开了

上海电视的创业时代。

昨天的纪念会中， 七位曾在1958年参与上海电视开播的元

老乔善珍、许诺、张庆科、沈西艾、胡文金、黄允、陈醇都被请到现

场。他们致青年的朴素赠语里，也勾勒出上海电视60年来生生不

息的奔腾轨迹：试播仅25天，上海就直播了第一部电视剧《红色

的火焰》，编导们摸石头过河，把青年工人李志祥的先进事迹通

过“编导演拍”一条龙承包，搬上荧屏；1959年2月7日，中国第一

台电视春晚诞生在上海，俞振飞、筱文艳等名家通过荧屏向观众

拜年；1973年8月， 中国第一部彩色电视片 《轻工业园地百花盛

开》播出，那是上海电视人利用外宾舍弃在宾馆里的彩色胶片拍

成的；1978年2月，第一部彩色越剧电视剧《祥林嫂》播出，袁雪芬

主演；1979年1月28日，一条“参桂养容酒”广告开启了中国内地

电视台广告事业的风气之先。此后，国际新闻专栏、译制片专栏、

卡西欧家庭演唱大奖赛、纪录片栏目、法制类节目等，数不清的

“中国电视第一”，为“上海文化”铸造了独树一帜的品牌。

上海电视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获益者，更
应成为推动者

与纪念大会同步，“上海电视开播60周年技术设备实物展”

在东视大堂举行。 旧机器、泛黄的分镜头手稿、款式历几十年不

变的摄像师马甲……“老伙计们”既让电视人倍感亲切，也让他

们感喟：作为媒体人，自己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也是获益人，今

后更应利用科技创新引领的业务变革，不断推动电视生产方式、

传播方式和收看方式的深刻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面对互联网的挑战，上海电视人坚持新闻立

台不动摇，着力壮大主流意识形态。 目前，SMG 新闻节目日均播

出超过 19 小时，在全国省级台中遥遥领先。其中，东方卫视平均

每天新闻播出量超过 200 分钟，位居全国省级卫视第一。

作为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代表，SMG首席播音员主持人印海

蓉与其他来自不同岗位的员工代表，分享了工作感悟，用他们的

亲身经历诠释了“忠诚、责任、创造、共赢”的工作观。来自东方卫

视中心的王昕轶曾执导了《急诊室故事》《诗书中华》《喝彩中华》

等节目，在他的讲述里，节目在形式上的求变求新都是服务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扬， 而优质内容的传播都应找到契合

时代的创新表达方式。

今年十一期间，四集纪录片《上海电视60年》将播出。观众能

从中看到当代电视人改革突围、敢为人先、创新求变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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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家场馆合力讲好上海故事
沪上首个红色文化宣传教育联盟成立

本报讯 （记者李婷）上海红色文化资源

丰富，如何将其串联起来，更好地讲好上海故

事？ 由22家红色文化场馆共同发起的首个上

海红色文化宣传教育联盟昨天成立。未来，联

盟将以丰富的内容、多样化的形式促进红色资

源整合，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文化。

上海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历史传统的城

市，这里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党

的历史上诸多重大事件、重要活动的发生地。

党史上的多个“第一”在此发生，许多革命先

辈留下了光辉足迹。其中，以1921年至1933年

中国共产党早期在上海的革命文物最为丰

富。上海市委党校副校长曾峻指出，上海红色

文化资源十分丰富， 通过协作机制和合作平

台的建立，有效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将

进一步提升上海红色场馆建设的整体水平，

促进红色文化的研究、宣传。

在此背景下， 上海红色文化宣传教育联

盟应运而生。首批加入该联盟的单位有：中共

一大会址纪念馆、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中共

四大纪念馆、陈云纪念馆、上海鲁迅纪念馆、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宋庆龄陵园、龙华烈

士陵园、钱学森图书馆、上海凝聚力工程博物

馆、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中共淞浦特委机关

旧址陈列馆、张闻天故居、黄炎培故居、上海

国家安全教育馆、上海南社纪念馆、中国社会

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 上海雷锋

纪念馆、江南造船博物馆、国歌展示馆、南京

路上好八连事迹展览馆、上海市曲艺家协会，

共计22家。

据陈云纪念馆馆长陈麟辉介绍， 这些红

色场馆主题多样、 分布广泛， 在宣传红色文

化 、利用红色资源 、党性教育和现场教学等

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未来，大家将加强

场馆交流，主动探索馆校合作、社会协作，促

进红色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积极

开发特色宣讲、 体验课程等红色文化产品，

打造红色宣讲品牌，深入社区、 园区、厂区、

校区等，传播红色文化。 与此同时，加强红色

场馆专业人才的培训 ，讲好红色故事 ，让红

色场馆的文物活起来， 为无声的历史插上有

声的翅膀。

当天，“红色修身 风范永传”———发挥红

色场馆在增强文化自信中的作用主题研讨会

同时在上海市委党校举行。 来自全市20余家

红色文化场馆及相关单位的代表， 就上海红

色场馆如何坚守职责， 让红色文化的话语更

响亮等主题展开深入交流。

文化

■本报记者 黄启哲

中国流行音乐40年：

唱不尽的时代变迁 歌不完的人情温度
《太阳岛上》《乡恋》《大海啊故乡》《信天

游》《黄土高坡》 在上海舞台上先后唱响，朱

明瑛、杭天琪、陈小奇、屠巴海等歌手与创作

人的集结亮相， 勾起了几代人的美好回忆。

前、昨两晚，上海广播节系列活动《最爱金曲

榜》音乐盛典和《星期广播音乐会》先后在上

海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和上海音乐厅

举办。适逢改革开放 40 周年，两场活动均以

此为主题， 盘点 40 年乐坛具有标志性的流

行歌曲与音乐人。

盘点怀旧金曲，不为厚古薄今。 科技与

媒介的不断改变，令流行音乐载体不断发生

着变化，从抱着收音机守着电视机，到如今

下载手机应用，海量歌曲轻松获取。 渠道途

径变得分散，诞生传唱大江南北的“金曲”，

无疑更有难度。

此刻追美前尘，是为在音乐潮流不断翻

新、泛娱乐侵扰原创声音的路途中，歇一歇

脚，无论歌者还是听者，都不忘来时之路。

挥别“高强硬响”，在抒情歌
曲中找到温柔共鸣

1976 年 10 月，带着对未来生活的美好

憧憬，韩伟写下“手捧美酒啊望北京，豪情啊

胜过长江水”，寄给老搭档施光南。身在北京

的施光南收到歌词后，同样也很兴奋，选取

热情洋溢的新疆民族音乐元素表达喜悦欢

畅。不出几天时间，《祝酒歌》诞生。经由同属

中央歌剧院男高音歌唱家李光曦的演唱，透

过 1979 年中央电视台除夕晚会， 很快传遍

大江南北。全国几乎每个电台、每个工厂、学

校的广播都在播放这首歌。

在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陶辛看来，《祝酒

歌》的横空出世，也正式开启了中国内地流

行音乐中重要一脉———抒情歌曲的发展。在

1980 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歌曲》编辑部

共同举办的“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中，

经由 25 万听众的投票，《祝酒歌》与《太阳岛

上》《妹妹找哥泪花流》成为日后影响深远的

“15 首抒情歌曲”。 一改此前“高强硬响”的

音乐观念，这些歌曲以抒发大众的真情实感

为主题，讲究旋律的优美流畅，为人民生活

吹来清新温柔之风。

就在这股风潮带动下 ，1986 年 3 月朱

逢博、屠巴海牵头成立上海轻音乐团，成为

中国第一家轻音乐团。 筹建之初，就确立了

专业流行音乐表演团体的定位。同年 10 月，

由歌唱家李谷一担任首任团长的中国轻音

乐团随后成立。

内地原创方兴未艾，屠巴海、徐东蔚等

专业音乐院校出身的作曲家，及时总结走红

歌曲的旋律特点与歌词内容，创作出《月朦

胧鸟朦胧》《我是一片云》《请到天涯海角来》

等歌曲，更将沈小岑、孙青、罗中旭等实力唱

将推至台前，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直至 90

年代中期大放异彩。 此外，他们还注意引进

港台地区和欧美流行乐坛的最新作品，通过

乐团的重新编配， 第一时间呈献给市民，一

定程度上也完成了早期内地流行音乐市场

的培育。

“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 ”1988 年的春

节联欢晚会， 毛阿敏穿着金色缎面套裙，款

款走下台阶。 她潇洒的形象，伴随着《思念》

轻快的旋律，一夕之间便深深印在千家万户

百姓心中。 作为毛阿敏的恩师，这首歌的作

曲谷建芬也成为上世纪 80 年代的流行乐坛

中坚力量，创作了《妈妈的吻》《烛光里的妈

妈》《歌声与微笑》《绿叶对根的情谊》等一系

列脍炙人口的歌曲。

民族民间音乐的强大基因，

在流行音乐中融合共生

抒情歌曲风靡全国的同时，文坛刮起的

“寻根文学”也影响着流行乐坛的演进。

与毛阿敏一样在 1988 年央视春晚 “一

夜成名 ”的 ，还有甩开嗓子高歌一曲 《信天

游》的程琳。 这个童星出道，吹着“小螺号”，

翻唱过《酒干倘卖无》的女歌手，在这一年，

率先吹起内地流行乐坛的 “西北风”：“不管

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 都是我的歌， 我的

歌。”信天游原本是西北地区的民歌样式，融

合了这种元素的同名流行歌曲，带着西北特

有的粗犷豪情。 此后杭天琪的《黄土高坡》、

胡月的《走西口》、那英的《山沟沟》延续了这

一风格，标志着流行音乐与民族民间音乐自

此开始的深度融合。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击， 拍打着

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 在乐坛也激起层层

涟漪。

1990 年代的电视荧屏， 经常能看到一

位拉着二胡， 拥有一把深沉中音的女子款

款走向观众。 这个上海音乐学院二胡演奏

专业毕业的上海女孩， 在流行乐坛以演唱

搭配二胡演奏的方式独树一帜 。 而这首

《真的好想你》 也自此寄托了一代游子的乡

愁。

在广州，走过 1978 年高考的独木桥，陈

小奇得从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或许是文学

的火种在心底不灭，一次重读唐诗《枫桥夜

泊》， 让他的笔端自然流淌出：“带走一盏渔

火，让他温暖我的双眼。留下一段真情，让它

停泊在枫桥边。 ”只是，相比于原诗“夜半钟

声到客船”中的宁静致远，陈小奇在千百年

后的这首《涛声依旧》中却在结尾给出：“今

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 这一张旧

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 ”这样的疑问，既

是对于爱情的不确定，也流露着那个时代年

轻人在多种文化、 生活方式融合的过渡阶

段，内心的彷徨与困惑。 古典诗词的意境与

现代歌词相融合，婉转柔和的流行曲调中也

能找到江南丝竹的影子 。 这首歌不仅是

1990 年代广东歌坛势力崛起的缩影， 或也

可看作是当下网络盛行古风歌曲的鼻祖。

太平洋的风吹出音乐里的
小情大爱

改革开放背景下，太平洋大西洋吹来一

阵阵风，吹来的不只是喇叭裤、皮夹克和大

波浪头，还有欧美音乐丰富的曲风样式。

1986 年是国际和平年， 大洋彼岸是迈

克尔·杰克逊率美国众歌星演绎 《天下一

家》，而歌手汪峰发起活动，由百名歌手在北

京工人体育馆唱响《让世界充满爱》。这无疑

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难忘的一页。当时台上

的蔡国庆、田震、韦唯、程琳、毛阿敏等人，都

成为内地流行乐坛的中流砥柱。 《让世界

充满爱》 呼应的， 不只是爱与和平的主题，

其曲风也与欧美流行乐接通。 彼时内地流

行乐坛， 乐队也如雨后春笋。 汪峰所在的

鲍家街 43 号、 唐朝、 黑豹、 超载、 零点组

成一支劲旅。

而接受西方流行音乐影响的港台音乐、

日韩音乐种子也在内地生根发芽。 《童年》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等台湾校园民谣经由

成方圆等人的演绎， 也启发了内地一批高

校学子。 还在清华大学念书的高晓松写下：

“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 谁安慰爱哭的你，

谁将你的长发盘起 ， 谁给你做的嫁衣 。 ”

《同桌的你》 没有前辈歌者在压抑过后的呐

喊， 而是充满着懵懂青涩的爱情成为时过

境迁的淡淡怀想， 朦胧而纯粹。 那时北京

后海边、 未名湖畔， 伴着夕阳与涟漪， 大

学生怀抱一把吉他， 随口哼起青春的理想

与怅惘。

从校园民谣开始， 个体化情感的抒写

力量日渐壮大。 在这些创作里， 或许不会

直接展现社会变迁时代变革的恢宏格局 ，

却用诗意的词句与简单的和弦寄托一代甚

至几代年轻人的青春怀恋。

此后的流行音乐发展， “节奏布鲁斯”

“迪斯科” 到 “中国风” “世界音乐” 标签

越来越丰富， 制作越发精良、 主题越发丰

富， 抒情传统、 民族民间与西方流行音乐

的不断融合 。 正如陶辛教授所感慨的 ：

“正是这样丰富的源流， 绘就中国流行音乐

独特的底色。 ”

80件经典作品梳理“美国艺术八十载”
爱德华·霍普的《夜游者》首次在亚洲展出

本报讯 （记者李婷）作为上海博物馆今

年下半年最重要的引进展之一，《走向现代主

义：美国艺术八十载（1865—1945）》今天起将

正式向公众开放。 展览以时间为序，通过 80

件美国艺术大师的经典绘画，系统梳理 1865

至 1945 年间美国艺术如何完成向当代风格

的转变。 其中，爱德华·霍普的《夜游者》是首

次在亚洲展出。

1865 年至 1945 年， 是美国历史上颇为

动荡的时期。 这 80 年间，美国经历了十九世

纪 60 年代的南北战争以及二十世纪的两次

世界大战， 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国家的

转变。 这也是美国艺术蓬勃发展的时期———

表现主义、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表现

主义等各种艺术潮流层见迭出，妇女、儿童等

曾经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物成为画中的主角。

比如， 从本次展出的莉莉·马丁·斯宾塞

的《红白蓝之家》中，可以看到美国南北战争

后女性地位的提高。 画家把自己放在画面中

央，她的丈夫则在画面的边缘。大卫·吉尔莫·

布赖泽的《弗吉尼亚老屋》中，那个步履蹒跚

的人是一个被解放的黑奴。 温斯洛·霍默的

《守望》，主角是一个男孩……

据悉， 本次展览的展品均来自芝加哥艺

术博物馆以及泰拉美国艺术基金会。 前者是

美国最大的百科全书式博物馆之一， 收藏的

美国现代艺术经典位列全美一流， 而后者曾

参与上海博物馆 2007 年举办的 “美国艺术

三百年： 适应与革新” 展览。在展览中，观众

将领略爱德华·霍普《夜游者》、詹姆斯·麦克

尼尔·惠斯勒《蓝色与金色的夜曲》（南安普顿

的水面）、阿瑟·德夫《出航的船》、乔治亚·欧

姬芙 《牛头骨与白玫瑰》、 玛丽·卡萨特 《夏

日》、 阿奇博尔德·莫特利 《自画像》 等经典

名作。 在这些画面中， 既可以看到艺术家们

如何认识艺术、 认识自己， 也能捕捉到时代

的气息。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爱德华·霍普

的《夜游者》。这是二十世纪认知度最高、最受

人们喜爱的画作之一， 描绘了一个通宵餐馆

内的景象：一个男人形影相吊，背对着观众。

他右边的柜台上有一只空酒杯， 暗示这个座

位是刚刚空出的。 在柜台的另一边坐着一个

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没有互相对视，但他们

的手几乎触碰到了对方。 画中第四个人物是

餐厅侍者， 他的嘴微张， 似乎正在发问。 爱

德华·霍普以描绘寂寥的美国当代生活风景

闻名， 他笔下的人物永远相隔而坐， 表现出

一种纯粹的美国式孤独， 孑然与深沉， 给人

无限想象的空间 。 记者在展厅看到 ， 爱德

华·霍普的 《夜游者》 享受了明星待遇， 策

展人在这件长 152 厘米高 84 厘米的 “宽屏”

画作前摆放上了一条长凳， 供观众坐下慢慢

欣赏。

据介绍，《夜游者》 是芝加哥艺术博物馆

的镇馆之宝， 此前只在法国巴黎和德国展出

过， 这次是第一次在亚洲亮相。 特展开幕前

夕， 上海博物馆官方微博与芝加哥艺术博物

馆官方微博共同发起了 “走向现代主义———

名作抢鲜看”评选活动，邀请观众从 12 件重

点展品中选出最感兴趣的一件展品。最终，爱

德华·霍普的《夜游者》不负众望，以 41.6%的

得票率当选观众最期待的珍品。 “从‘芝加哥

艺术博物馆镇馆之宝’到‘上博新展最期待的

画作’， 在不同文化背景中滋生出的共情，正

是源于艺术这一无声而至美至妙的语言。”上

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说。

荩歌唱家朱明瑛携手新生代

歌手周深在 《最爱金曲榜》 音乐

盛典的演出现场。

茛歌手叶蓓在 《最爱金曲榜》

音乐盛典的演出现场。

荩歌手杭天琪在《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的演出现场。

（均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