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激活文化品牌原动力，打造创新文化承载区
以“信仰之源 ”为核心的红色文化

传扬地；以“创新创业”为特质的海派文

化荟萃地；以“三个百年”为底蕴的江南

文化涵养地———上海杨浦， 正在擦亮本

地区的文化品牌， 建设上海国际文化大

都市中独具特色的创新文化承载区。

红色文化、海派文化 、江南文化是

上海这座城市的宝贵资源，它们是上海

的底色、上海的性格、上海的金字招牌。

在上海城市的不同区域、 不同角落，三

种文化又有着丰富的 、 多元的演绎方

式。 位于中心城区东北角的杨浦区，利

用“创新”这一辖区精神，发掘和打造本

辖区的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

杨浦区对标“上海文化三年行动计

划”， 努力将三大文化资源转化成为文

化品牌建设的原动力，在文化“码头”建

设上下功夫，在文化“源头”建设上巩固

地位。

我们是谁？ 我们从何而来、去往何

处？ 我们面对世界、走向未来的信心出

自何方？ 答案就藏在我们的文化中。 在

对辖区红色文化、海派文化 、江南文化

的梳理、发掘和创新性传承中 ，杨浦更

好地认识了自己。

红色文化蕴含着坚定的理想追求、

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内涵，是

城市精神和人文品格的力量源泉。 走进

荆州路 151 号, 这里曾是电影 《风云儿

女》拍摄地,如今是全国首座以纪念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歌为主题的纪念广场和

展示馆。 以国歌诞生、国歌立法、国歌奏

唱礼仪等为核心内容，在这里可以看到

首版《义勇军进行曲》黑胶唱片、《风云

儿女》电影海报等历史遗存。 国歌展示

馆是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全国科普教

育基地， 是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廉政教育基地、 党史教育基

地，2018 年接待参观者近 15

万人次。 “国歌故事进课堂”

项 目 成 为 文 化 部 办 公 厅

“2016 年基层文化志愿服务

活动典型案例”。 国歌展示馆

广泛挖掘、收集和整理田汉、

聂耳等生平事迹、 资料和成

就，推动作品创作、展演和传

播。 联合上海歌剧院“国之当

歌”音乐剧，和田汉生平图片展一起，在

北京、山东、辽宁等地巡展献演，以经典

剧目讲述和传唱国歌的故事。 来到国福

路 51 号，这里是刚开放不久的《共产党

宣言》展示馆（陈望道旧居）。 “如果说马

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 ‘真理之光 ’，

《共产党宣言》就是‘信仰之源’，是在中

国大地上催生了无数革命先驱源源不

竭的奋斗动力。 ”当年曾是复旦大学老

校长陈望道的住所，2014 年被公布为上

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经过保护性修缮，

今年建成为《共产党宣言》展示馆，系统

展示《共产党宣言》的诞生、翻译、传播

及其对中国革命和革命者的巨大影响，

传播“真理的味道”。 杨浦是近代中国工

业的发祥地，所以也曾是红色工人运动

的活跃发生地之一。 积极整理保护工人

运动史迹，深入研究沪东工人运动的光

荣历史，杨浦不断挖掘弘扬区域特有的

红色文化资源， 擦亮红色文化地标，讲

好红色文化故事。

海派文化海纳百川，是生机勃勃的

时代脉搏。 杨浦区的海派文化集中体现

在“科技驱动、崇尚改变”的企业家精神

和 “鼓励创新 、宽容失败 ”的创业者文

化。依托“科创+文创”，杨浦区要努力成

为新兴文化活跃、 文创原创动力持久、

文化创新创业最容易成功的地方。 一方

面，加快实现新旧动能转换。 充分利用

杨浦作为上海老工业基地留下的一大

批老厂房资源优势，在不改变用地性质

的前提下，鼓励把老厂区改造成文化创

意产业园区，诸如长阳创谷、互联宝地，

将“工业锈带”转化为“文创秀带”，重新

焕发新的活力。 另一方面，依托大学发

展特色文创产业 。 杨浦区域内大学众

多，都有各自特色，同济大学设计创意

学院主要是大设计学科优势，上海体育

学院有电竞专业学科优势，出版印刷高

等专科学校是数字出版印刷方面的学

科优势，复旦、同济财大等高校还有专

业出版社。 杨浦区依托高校学科优势，

大力发展“大设计、泛娱乐、新出版和慧

生活”产业，环同济设计圈已然被誉为

“设计之都”， 区域内集聚了完美世界、

哔哩哔哩、阿里体育、流利说等一批极

具新兴活力、影响力和发展潜力的优秀

文创企业，让改变未来生产和生活方式

的产品和服务从这里出发，令人怦然心

动，努力成为影响年青一代的优秀文化

创新高地。 预计到 2020 年，杨浦区文化

创意产业增加值占全区生产总值目标

比重将达到 30%左右，基本建成上海市

文化创意产业重要功能区。

江南文化中精雕细琢的工匠精神、

理性务实的人文取向和勤勉专注的生活

态度， 是杨浦新时代发展不可或缺的城

市名片和精神支柱。 杨浦有享誉国内外

的三个“百年”———“百年大学”、“百年工

业”和“百年市政”。 杨浦区提出，要奏响

杨浦 “百年大学” 的书香文化、“百年工

业”的匠心文化、“百年市政”的城市文化

和“睦邻礼让”的家园文化新篇章。

● 以人物为中心， 推出名师名居

名作。 生活工作在杨浦的两院院士共

66 位， 位于黄兴公园的院士风采馆是

讲述院士故事、 弘扬科学精神的主题

馆。 杨浦享有 “城市的大学、 大学的

城市” 之美誉， 10 所知名高校遍布教

授学者的智慧火花。 于是 “大家微讲

堂·社区政工师” 现身哔哩哔哩弹幕网

（B 站 ） ， 杨浦邀请教授们在线主讲

“网红思政课”， 收获了颇高的人气值。

在近日揭晓的 “2018 感动上海年度人

物” 中，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时

代楷模” 复旦大学钟扬教授、 上汽集

团和杨浦职业学校共同培养的世界技

能大赛冠军杨山巍入选， 杨浦区救助

管理站站长李福强获得提名。 身边的

好人、 时代的新风， 成为城区值得推

崇和尊敬的文化名人。

● 以地标为中心， 点亮名校名筑

名街。 漫步在杨树浦滨江， 可以阅读

中国近代工业发祥地的诸多工业遗存，

扫码聆听沿江 16 处保护建筑的前世今

生故事， 探究救捞陈列馆、 自来水科

技馆等一座座特色博物馆的历史见证，

或者坐在江边看一场露天电影、 欣赏

一场 《国之当歌》 的户外音乐剧， 又

或者在 4 个不同特色主题和功能的

“杨树浦驿站” 随手选看一本书， 都是

城区文化惬意的体验。 来到同济大学

附近的 NICE 2035 未来生活原型街 ，

声音实验室、 无人零售、 3D 打印等一

批未来实验室为四平社区提前带来了

2035 年的生活方式。 在五角场城市阅

读辐射区， 深夜书店大隐书局创智天

地店、 上海第一家天猫无人书店 “志

达书店 ”、 当当网上海首家线下书店

“时间车站” 等一批创新思维的实体书

店错落在此。 在大创智创新创业型社

区， 恰逢 “天地世界音乐节”， 聆听世

界的心声音， 大学路时尚街区汇聚了

年轻人喜爱的一批文创 IP 和网红店。

● 在杨浦， 我们无处不感受着这

座城区的深厚底蕴， 感动着匠心和文

化的魅力， 感怀着创新杨浦的强劲脉

搏。 而这些， 只是杨浦文化地标的一

个缩影……

下图：杨浦区文化局联合复旦大学

为滨江杨树浦水厂等 16 处文物和历史

建筑贴上二维码，供市民扫描阅读建筑

背后的故事。 陆建华 摄

度 文化让城区充满温度

从历史中走来的图书馆，在创新中传承杨浦文化
杨浦区以创新精神发掘和打造红色文化、 海派文化、 江南文化

她的前世：饱经风霜

杨浦区图书馆新馆的前身是旧上

海市图书馆。 上世纪三十年代，旧上海

特别市政府遵循孙中山先生“设世界港

于上海”的方针,为打破租界垄断城市中

心的局面，谋求与租界相抗衡的华界管

辖区发展 , 在江湾地区划地 7000 亩规

划设计城市市政设施。 从 1929 年编制

“大上海计划”到抗战前夕，由中国建筑

师董大酉先生领衔设计的一批新式建

筑拔地而起， 包括旧上海市政府大楼、

旧上海市博物馆、旧上海市图书馆和旧

上海市体育场等。

这是近代中国引进西方城市规划

和建设理念的先驱之一，充分体现了民

族自强的精神。 但当时限于经费不足，

董大酉先生的设计蓝图并没有全部实

现。 1937 年 8 月，随着日本侵华战火燃

烧到上海，旧上海市图书馆被迫关闭停

办。 抗战结束后，又被用作同济中学校

舍，直到 2007 年学校搬迁。

她的重生：过去未去

时隔 80 多年后， 杨浦区对这幢历

史建筑进行了保护性修缮和扩建，实现

了建筑师最初设计的“井 ”字型布局构

想。 其中修缮属于“旧上海市图书馆”的

面积为 3960 平方米，扩建面积

为 10192 平方米，修缮复建完成

后的总面积逾 14000 平方米。

修缮后的杨浦区图书馆新

馆，无论是一楼门厅铺设的红缸

砖地坪、 大厅天花彩画的修复、

二楼大厅的孔雀门 ， 还是重檐

歇山顶的门楼 、 檐上点缀的吻

兽件 ， 都完美呈现出历史的原

貌 。 董大酉先生的设计 ， 采取

西方古典建筑的三段式风格与

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相结合的手

法 ， 整体建筑庄重典雅 ， 具有

近代中国传统复兴式建筑的鲜明特色。

她的现在：网罗众家

杨浦区文化局介绍，图书馆是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杨浦区

图书馆新馆的空间以 “支持学习中心”

为核心理念，规划了文献借阅 、数字服

务、展览展示、主题活动等 4 个基本功

能区，体现当代图书馆的服务功能。

文献资源服务以 “读者第一 、服务

至上”为服务宗旨，主要提供上海市中

心图书馆“一卡通”读者证办理、图书借

阅、报刊阅览、图书推荐展示、资源揭示

等基本文化服务。 目前设有社会科学借

阅区、自然科学借阅区、青少年借阅区、

报刊阅览区、 开放书库等 6 大开放区

域，以及旅游、国学、欧洲文学等专题文

献阅览区。 新馆一楼有呈现修缮过程的

图文资料，二楼专设“上海近代市政文

献主题馆”，以历史文献、建筑模型 、全

息投影和扫码聆听等方式，系统揭示了

城市发展的历史轨迹 ， 让建筑可以阅

读。 有关近代市政的文献，将是杨浦区

图书馆新馆馆藏的一大特色。

近两年来，杨浦区图书馆紧跟行业

发展和读者需求，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

务能力，营造全民阅读氛围。 先后与上

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市朗诵协会、上

海翻译家协会、上海茶叶学会 、阮仪三

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支付宝芝麻信用

等机构合作， 策划举办了立意新颖、内

容丰富、 形式多样的全民阅读活动近

1000 场，打造了“阅读好声音”、“书香下

午茶”、“海上博雅讲坛” 等诸多公益读

书品牌活动， 吸引读者参与 20 万余人

次， 使广大市民充分感受阅读之美，享

受阅读生活。

改建后的图书馆，将更多地提供多

元文化服务。 自国庆起至今年年底的开

馆季期间，杨浦区图书馆将推出近百场

读者活动， 包括 “静思讲坛”、“悦音书

话” 音乐普及活动、“欧洲之窗”、“书香

下午茶”、 上海世界音乐季前沿活动 、

“寻根家源”———家谱文化讲座、海上影

偶叙事———皮影艺术展等。

相信这样一座集丰富馆藏和活动

于一身的图书馆 ， 定能实现其建设之

初，蔡元培先生受聘为上海市图书馆临

时董事会董事长后为其题写的“括囊大

典，网罗众家”的希冀。

她的未来：创新悦读

杨浦区图书馆新馆处处有创新。 馆

内开辟的互动交流区 ， 将探索打造的

“创 YUE 空间”———“YUE”是现代图书

馆与读者的创新之 “约”。 “创 YUE 空

间”主要提供茶文化、艺术设计、创新创

业和英文原版图书等四大主题文献阅

览服务及主题活动。

图书馆内将引入朗读亭、录音棚等

新技术设备，为市民读者提供沉浸式阅

读体验 ； 联手蜻蜓 FM 打造有声图书

馆，让看到也能听到，建筑故事随身听，

大咖品书随心听， 馆内活动随时听；将

配备 AR 智能导览系统，读者通过智能

手机就能获得参观导引和体验。

杨浦区图书馆还探索了 “图书馆+

互联网”新模式，在全市公共图书馆中

率 先 打 造 新 型 O2O 图 书 馆 借 阅 服

务———图书网借平台“书界”，实现读者

享受免押金、免办卡的线上预约线下取

书服务。读者可通过“杨浦书界”App、杨

图微信公众号及网站和 “支付宝”App

等移动智能终端平台进行图书借阅。 网

上借阅图书成功后，通过物流系统配送

到读者指定地址，足不出户就能借到图

书。 杨浦区已开放的“书界”自助智能柜

多达 17 处，包括长阳创谷、上海国际时

尚中心、大学路下一站、五角场创智坊

睦邻中心、悠方广场等。这项服务运行 1

年， 馆藏图书总借阅量已突破 7 万册

次，读者人数达近 4 万人次。 3 年内，杨

浦区计划在区域内设置 50 多个“书界”

自助智能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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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见人、 见地、 见故事

识 以市民需求为中心，

转变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侧

国庆长假期间， 位于恒仁路 128

号的杨浦区图书馆新馆投入试开放，

在历经 3 年多的修缮扩建后终于开门
迎客。

之所以人气爆棚， 是因为这座古城楼式图书
馆在 “出道” 之前就已成为 “网红”。 它的雕梁
画栋、 重楼飞檐的中式建筑美感， 它的 80 多岁
的高龄、 饱经沧桑的历史， 它的未来对现代悦读
综合服务城市新地标的期许， 早已为它吸引到众
多市民的关注和期待。

什么是杨浦文化的
标 识 度

● 围绕文化让生活更美好， 杨浦

区立足“文化大调研”和市民需求导向，

汇集了市区各大院团、文化企业和文艺

机构涉及 4 大类 469 项文化活动资源。

探索推行“你点我配、你来我奖、你评我

兑、你抢我送”的公共文化资源配送管

理创新模式，依托“百姓点单我配送”公

共文化服务平台，今年以来配送举办文

艺演出、特色活动、文化讲座等各类展

演活动一千余场， 观摩群众逾 10 万人

次。 立足“百姓艺苑”院团结对，扶持服

务群众文化团队的排演提升，今年以来

联手各大市级专业院团辅导社区艺术

团队 597 场次，直接受益市民 3.9 万人

次。 户外公益电影有需求，今年以来举

办公益电影 892 场 ， 直接受益市民

23.75 万人次。 七一滨江红色电影展映

周大受好评，庆祝建国 69 周年前夕，杨

浦滨江又举行了为期一周的红色电影

周展映，观影达 3000 余人次。 “艺术商

圈”已走进合生汇、君欣广场、渔人码头

和国际时尚中心等地， 采取商家点单，

市区政府文化部门组织展演内容，将上

海交响乐团音乐会、儿童剧演出、戏曲

听戏、DIY 手工等办到了商场里， 城市

文化客厅好戏连台，7 月以来上演了 27

场活动，现场观摩逾 5 万人次。

● 打造 “10 分钟公共文化服务

圈”，文化主动跨前进社区、进校区、进

营区、进园区、进商圈和进地铁。

● “365 天永不落幕”的上海市民

文化节，已成为公共文化的 “金名片”，

春夏秋冬四季特色活动精彩纷呈。 春

季活动中， 2018 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

管乐艺术节、 《唱响新时代》 纪念改

革开放 40 周年暨上海解放 69 周年专

场音乐会等活动吸引近 250 万人次在

线观摩。 夏季活动里， “荧星杯” 少

儿体育舞 蹈 大 赛 、 杨 浦 非 遗 节 和

“2018 杨浦滨江热波电跑上海站”等活

动吸引了数千名青少年直接参与。秋季

活动上，睦邻文化节倡导“敦亲睦邻、守

望相助”的和谐关系，2018 上海青年创

新文化节、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海共青森

林音乐节、 “金玉兰”第六届上海国际

木偶艺术节杨浦展演等活动将陆续上

演， 为市民献上国内外丰富的文化大

餐。 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系列活动等

则在冬季点燃满满的激情，意气风发迎

接新征程的开启。

左图： 杨浦

红色文化地标之

一的 《共产党宣

言》 展示馆 （陈

望道旧居）。

下图： 江南

文化和海派文化

的双重地标———

江湾体育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