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 12月，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以下简称“交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以下
简称“华融公司”）签署了《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交行将涉及下表所示公司的主债权、抵押债权、担保债权及相关费用全部转
让至华融公司，华融公司成为合法的债权人。

交易基准日：2018年 11月 6日 单位：元

注：上表仅列示截至至 2018年 11月 6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利息和相应费用，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华融公司的利息及其
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及相关司法判决、裁定规定计算。

依据合同法相关规定，现将债权转让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并请债务人及担保人，立即向华融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
同约定的偿付贷款本金利息及相关费用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裁判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2019年 1月 3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借款人 借款合同名称 担保人 担保合同名称 当前余额 利息（含复利） 费用

1
上海杰隆生物制
品股份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借款
合同

蔡伦路 88号厂房及相应土地、杰
隆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杰隆生
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成国祥、上
海锦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抵押合同、保证合同55,000,000.00 2,750,616.57 327,498.00

流动资金借款
合同、展期合同

蔡伦路 88号厂房及相应土地、杰
隆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杰隆生
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成国祥、上
海锦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上海杰
隆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存单

抵押合同、 保证合
同、存单质押合同 23,993,872.28 859,787.89 166,769.00

2
上海高澎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借款
合同

陈寿清、亭林镇林宝路 178号房产
及相应土地

最高额保证合同、最
高额抵押合同 9,687,535.61 613,517.72 88,290.00

3
上海城基中控技
术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借款
合同、展期合同

昆山城基中控技术有限公司、上海
通信技术中心、吴刚

最高额保证合同、保
证合同 4,500,000.00 442,879.40 5,000.00

合计 93,181,407.89 4,666,801.58 587,557.00

■本报记者 吴钰

■本报记者 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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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 《地球最后的夜晚》， 心

情和夜半街头的情境差不多， 寒风

吹彻。

这电影历经了超支、 延期、《电

影手册》的负面评论种种是非后，最

终的公映版本仍然让人错愕， 影片

营销的成功无法遮掩导演终究乏力

的创作姿态。如果三年前的《路边野

餐》 是一个年轻导演野心勃勃的起

点，那么几经延宕的《夜晚》，流露了

某种力不从心的虚弱。

回想起来，《野餐》 在两年前的

盛夏公映时， 毕赣给华语影坛带来

的惊喜是真实的， 影片在有限范围

内得到的赞赏， 也算不上 “过誉”。

《野餐》的好处，在于毕赣无知无畏

的野路子， 把电影拍出了莽荒地区

山风野鬼的气息。 它的优缺点是并

生的，拍摄技术的粗疏，意外贴合影

片内容本身野蛮的生命力。

行业总是渴望天才和奇迹。 于

是毕赣的第二部长片，得到了“梦之

队”一般的豪华幕后团队。 然而，一

个能把“贫穷电影”拍出灵韵的年轻

人，未必有指挥千军万马的定力，尤

其， 当创作者言之有物的个人风格

还没有成熟的时候， 电影工业的诱

惑反倒成了杀伤力。

《夜晚》究竟是不是《野餐》的重

述，姑且不提。比起“自我重复”的争

议，《夜晚》 的硬伤是丧失了表达的

活力。 因为拥有顶级的摄影、造型、

美术和一线演员， 导演把气力投入

了视听修辞的雕琢， 他太在意一个

场景、一个画面、一段镜头是否足够

“高级”“有腔调”， 却没能在形式中

注入旗鼓相当的内容， 何况， 他连

“形式”的游戏都大量依赖了行业前

辈，以至于交出来的作业，像一本过时的描红簿。

灵光乍现的时候也还是有的， 比如邰肇玫在镜头前旁

若无人地讲她和万绮雯的年少往事， 比如少年白猫在昏暗

灯光下狡黠的孩子气的笑容———其实毕赣拿手的， 仍是在

非职业演员的身上，捕捉日常的“活气”。

“文太美则饰，太华则浮。浮饰相与，敝之极也……以文

为文，莫若以质为文。 ”这是写文章的道理，拍电影亦然。 可

惜《夜晚》的毕赣，放弃了尚未真正占领的阵地，而一个匠气

的学徒，在电影市场或影展中都将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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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近代史学文献整理进入新阶段
“中国近代史学文献丛刊”系列十二种面世

本报讯 （记者李婷）华东师范大学中国

史学研究中心近日正式挂牌成立，同时发布

首批学术研究成果———“中国近代史学文献

丛刊”系列十二种。 该丛刊由上海古籍出版

社出版，包括未刊讲义、报刊文献、旧译或稀

见文献，对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学具有较高学

术价值。

史学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主要内容，其

中， 近代史学对于中华文化的形塑关联密

切。近代中国新旧交织、中西缠绕，传统史学

也在世变中发生变革，经历了由传统向现代

的转型。 作为学术研究的基础工作，相关的

文献整理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虽出版了不

少史家全集、文集、日记、书信类资料，但总

体上依然集中于名家名著，对近代史学文献

的深入发掘和整理非常薄弱，比如有关民国

期刊、报纸所发表的史学性质文献，利用得

不够充分。由此导致人们对于近代史学发展

的全貌缺乏整体性的认识，严重制约了相关

研究工作的深入推进。

客观上，近代中国史学文献资料，或散

藏于图书馆、档案馆，或散见于报章杂志，在

相当长的时间内， 由于收藏单位相对封闭，

也导致此类文献得之不易。 所幸，最近十余

年，各地图书馆、档案馆开放程度日益提高，

近代图书期刊资源数据库推陈出新，中西文

报刊图书资料的影印和数字化日新月异，为

系统整理近代史学文献提供可能。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中心整合

本学科优势力量，选择史家像传、史学方法、

专题论著、历史讲义以及域外汉学等关乎近

代史学发展的若干专题，整理出版系列近代

史学文献，勒成“中国近代史学文献丛刊”十

二种，为中国近代史学研究奠定厚实的史料

基础。该丛刊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中国

史学研究中心王东 、 李孝迁教授主编 ，获

“2018 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以及 “上海

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出版工程” 资助，包

括 《中国古代史学评论》 《中国现代史学评

论 》 《中国史学史未刊讲义四种 》 《史

学研究法未刊讲义四种 》 《历史研究法

二种合刊 》 《史学方法论 》 《现代大学

史学系概览 （1912—1949）》 《近代中国

史家学记 》 《京师大学堂历史讲义合刊 》

《陈啸江史学论文集 》 《近代中国学者论

日本汉学》 《英国文化史》。

业界专家表示，文献作为文化学术的主

要载体，系统的文献整理，是推进学术研究

的基本前提。 就中国史学文献而言，长期以

来 ， 学界偏重于古代史学文献的校勘整

理 ，而近代史学文献因其去古未远 、浩繁

复杂 ， 且难成系统 ， 学界缺乏系统整理 。

“中国近代史学文献丛刊 ”正式面世 ，标志

着我国近代史学文献的整理进入一个新

的阶段。这对于开拓新的学术领域，生成新

的学术热点，均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文化 公告

历代儒家石经文献成果“三连发”

汇集资料重振石经之学，对经学研究及古籍整理意义重大
本报讯 （记者许旸）在儒家简牍频繁出

土的现今，汇集资料重振石经之学，对经学

研究及古籍整理意义重大。 眼下，国内石经

研究成果“三连发”集中出版———《二十世纪

七朝石经专论》《七朝石经研究新论》《唐开

成石经》分别由上海辞书出版社、上海书店

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这批出版物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历代儒家石经文献集成” 课题组的新近成

果。 相关推介会日前在上海书城举行，多名

来自全国高校及出版社、图书馆、博物馆的

专家学者参加。 “集文献、文字、文本、碑刻、

经义、经学史、历史于一身的石经学，有其独

特的研究视野与路径。如何深入研究、恰当利

用，是当今经学、历史学、语言学、文献学、碑

刻学值得深思的课题。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

院特聘教授、课题组首席专家虞万里说，七朝

石经是历史留存的儒家经典珍贵文物， 蕴含

丰富的文字与文本信息，存在较大研究空间。

呼吁学界重视七朝石经研究的同时，虞

万里讲述了早年因研究楚简《缁衣》而发现

石经之重要性。 2013 年该项目立项后，在对

汉代鲁诗石经研究中，他反思清代学者对汉

代三家诗划分中存在的问题，而今人少数的

研究又仅停留在语言学层面，因此他四处搜

访石经原始资料及相关研究，逐渐形成以汇

集七朝石经拓本、辑录历代题跋、汇编 20 世

纪研究论文、专著及写作石经概论等为核心

的研究框架。

除了课题组新近已出版的三项成果外，

此前以由上海书店出版社重印的马衡《汉石

经集存》 曾获全国古籍整理图书一等奖；未

来，张国淦《汉石经碑图》等将由上海辞书出

版社出版，“清石经”将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影

印出版。

“石经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恢复古代

权威经本面貌，更能通过石经重建当时的社

会样貌。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举例

谈到，孟蜀石经作为五代时期影响深远的文

化成就，对认识孟蜀政治文化就有着重要意

义。“因此学界继续推进唐石经研究，不妨将

其与唐代文学、科举等进行结合。 石经研究

虽然比较碎片化，但集腋成裘，若能把所有

信息汇总起来，那么所得到的东西可能远远

超乎想象。 ”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杜泽逊

指出，在当前儒家文献研究方面，学界普遍

重视新出金文、简帛及敦煌文献等，反倒忽

视了曾在 20 世纪初一度兴盛的石经学研

究。 “石经作为古代历代相承的官方权威定

本，其定本之意义使其在文本价值、历史影

响方面， 应当远高于出于未定型时代的简

帛，以及出于民间俗手的敦煌经卷。”杜泽逊

期待，石经研究能与雕版时代的儒家经典校

勘结合，这也是他主持十三经注疏校勘工作

所侧重的一个方面。

《声入人心》如何以专业高度炼成现象级综艺
“小众”艺术破圈，引来观众热捧———

以年轻时尚的方式演绎美声作品，让湖

南卫视的《声入人心》成为近期口碑最佳的

综艺节目之一， 网络播放量已超过 5.8 亿。

在音乐剧、歌剧长期被认为是“小众冷门”艺

术的环境下，这档综艺节目是如何“破圈”走

红的呢？

记者日前专访了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坐

镇节目“出品人”的著名歌唱家廖昌永，他表

示，综艺节目本身轻松的形式对古典音乐在

中国的推广有所帮助；而不同行当专业人才

之间的碰撞交流激发出炫目的火花，也能为

行业发展积蓄能量。

高雅艺术“破圈”提供机遇

“《声入人心》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档为歌

剧和音乐剧年轻演员提供展示才艺舞台的

综艺节目。 节目引导观众了解，歌剧美声不

是只要美好的声音。声音只在其中占了一部

分，美声是美好的歌唱。”廖昌永这样告诉记

者，“歌剧演员，大家以前认为大多是‘美胖

子’。 节目播出之后，观众发现，原来唱歌剧

的人可以这么帅这么时尚！ ”

“播出后首期收视和豆瓣评分高得出乎

意料，古典音乐从这个角度来说并不高冷。”

音乐学者陶辛认为，“歌剧、音乐剧都是以人

声演唱为最重要表现手段的艺术形式。但对

人声之美的认识和鉴赏力，是进入这两种艺

术形式的前提。中国观众过去听到中国演员

唱美声，基本是在电视晚会。 综艺节目提供

了一个再认识的机会，能让更多人建立和提

升在美声领域的审美能力。 ”

此外， 参与节目的 36 名选手都毕业于

国内外一流的专业艺术院校， 英俊面孔、挺

拔身材只是“入门”标准，舞台实战经验和表

演的感染力，能否带观众“一秒入戏”才是关

键。“节目好看是因为，台前幕后都是专业音

乐人在一起打造作品。 ”某业内知名音乐剧

制作人表示。

幕后故事提供关怀的温度

在凭借高“颜值”、高“声值”吸引观众注

意后，节目深入探析的音乐剧、歌剧从业者

现状，也让不少观众为之触动。

美声在国内长期以来都“曲高和寡”。有

选手在节目中感慨，美声专业学生“一毕业

就面临失业”，歌剧院内台上台下都是“自己

人”。更有国内顶尖的音乐剧演员透露，由于

市场“小众”，一度月薪只有八百元，仅靠对

舞台的热爱难以为继。 “音乐剧演员的生存

状态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美好。年轻艺术家

都挺努力的，而且不是那么容易的。”廖昌永

表示。

年轻歌唱者最缺的不是努力劲头，而是

实操经验。节目中期为此增加了不少重唱环

节，让此前几位“零公演”经历的选手走到了

台前， 有机会唱出心声。 “对于演出行业而

言， 艺术家的成长不仅需要自身技艺的磨

练，也需要舞台和观众的熟悉认可。 相对而

言，学习歌剧音乐剧的青年歌手在大众媒体

的曝光机会比较少。 《声入人心》 节目的开

设，正好弥补了这一点。 ”陶辛说。

年轻艺术家在节目中相互砥砺、携手而

行的成长感动了不少观众。廖昌永也以丰富

的艺术经验，引导已经入行的演员选择适合

自身嗓音条件的曲目：“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都会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但我希望年轻歌唱

家们不止能辉煌一时，更希望他们能唱得长

久，唱到 80 岁、90 岁。 这需要专业知识，也

需要好的发声技术。 ”

坚持专业操守，对艺术负责

在对“首席”之位的角逐中，一些热门选

手独唱、重唱的高难度唱段让节目几度增设

“复议”环节，更有观众惊呼“神仙打架”。 演

唱水准难分轩轾， 粉丝们却已经坐不住了。

在对评判标准的热议中，廖昌永也几度置身

舆论的中心。

既要普及给观众专业的音乐知识，还要

给年轻的歌唱演员专业的建议，综艺节目制

作中更难免以戏剧性效果增加话题，“出品

人”不好当，但廖昌永表示，“对艺术负责、对

年轻人负责的态度才是第一位的。 ”

“粉丝有时候是不客观的，‘护犊子’的

言论对自己的偶像来说是捧杀。屏蔽批评的

声音，对艺术家的成长极其不利。 最终粉丝

会找到新的偶像，而对被抛弃的艺术家来说

是毁灭性的打击。 ”廖昌永在呼吁观众对年

轻音乐人的成长保持理性的同时， 也欢迎

多元见解。 “清代画家石涛说， ‘笔墨当

随时代’。 音乐也要随时代发展， 其他流行

音乐行业出身的评委对当代音乐创作、 音

乐人才挖掘等方面都有不同见解。 引入一

些非专业视角，立体呈现对古典音乐、歌剧

的理解，对节目推广、演员培养和艺术普及

也是有好处的。 ”

新年首场星广会“对话梁祝”

小提琴协奏曲 《梁祝》1959 年首演

于上海， 作为中国交响乐民族化的里程

碑， 它创造了全世界最为人熟知的中国

旋律之一 。 2019 年度星期广播音乐会

（以下简称星广会）的首场音乐会，特邀

《梁祝》首演者俞丽拿的爱徒、小提琴家

王之炅， 携指挥廖国敏以及上海爱乐乐

团，以“对话梁祝”的形式纪念这部作品

首演 60 周年。

本周末献演上海音乐厅星广会、与

《梁祝》进行“对话”两部作品，分别是旅

美作曲家刘敦南于1997年为芭蕾舞剧

《梁祝》创作的管弦乐组曲，以及作曲家

沈叶为王之炅度身定作的新作 《第一小

提琴协奏曲“缄默诗篇”》（以下简称《缄

默诗篇》），后者将在上海完成全球首演。

把和 《梁祝 》一样的真挚
之情注入新作，致敬音乐丰碑

出生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的沈叶，是

活跃在海内外音乐舞台的作曲家， 也是

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副教授， 他的 《纪

念》《交响序曲》《望海潮》《旅行者的梦》

等管弦乐作品多次在国内外演出。 沈叶

和王之炅相识已久， 两人多年以前就计

划要合作， 留给当代人一部具有这个时

代烙印的小提琴协奏曲。 2016 年，沈叶

恰好受到中国文联的委约， 于是创作这

部中国作品的计划便提上了日程。

时长近半小时的《缄默诗篇》是沈叶

对《梁祝》的致敬之作。“我听过《梁祝》无

数遍，其中有不少细节宛如一颗颗明珠，

让我想起了中国的民间音乐， 以及不同

时代音乐的光华。 ”沈叶表示，《梁祝》就

像丰碑般立在自己眼前， 他在新作中注

入了和《梁祝》一样的真挚之情。

“《梁祝》刻画了人面对痛苦、挣扎、

挑战等充满压力的环境下， 所迸发出的

对真情的追求、勇气、执著与信念，这些

是音乐永恒的命题。”沈叶告诉记者，《缄

默诗篇》的主题和《梁祝》相通，表现了当

代人面对困苦时的心理变化， 赞颂了生

命中强大的精神力量。 “新作内心戏很

多，每个乐句都有丰富的情绪变化；音乐

语言比《梁祝》更现代，有西方协奏曲的

传统，也有很多东方语调元素。 ”

据悉，《缄默诗篇》《梁祝》 均收入了

王之炅的第三张中国作品专辑。 这张专

辑由杨洋担任指挥， 东京爱乐乐团担任

协奏，已于去年 8 月底在东京录制完毕，

预计最快今年全球发行。

音乐会、工作坊、小视频，

让古典乐走进普通观众生活

这场音乐会的录音将由经典 947 频

率推介给欧洲广播联盟， 通过音乐向世

界讲述中国故事。多年来，星广会一直致

力于把有才华、 有想法的音乐家与其作

品介绍给观众， 为的是让更多观众有机

会听到中国音乐家的新作，旨在“用易于

接受的方式，让更多人亲近古典音乐”。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青年音乐家与

星广会建立密切合作，演出之外更见“功

夫”。 如 2016 年，星广会首推“音乐推广

大使”概念，邀请王之炅以大使身份在一

年内通过大师班、工作坊、曲目赏析、音

乐会等形式传播推广提琴艺术。同时，节

目组还为她度身定制了小视频 ，《五分

钟，王之炅教你听懂“梁祝”》《两分钟内

看尽小提琴华丽技巧》《王之炅大师班精

华剪辑》等视频，在网站上收获逾 20 万

次的观看量。“我不希望仅仅获得资深乐

迷的认可， 如果能通过各种新形式让普

通观众入古典音乐的门。 ”王之炅说。

莫奈《公爵宫》下月拍卖
本报讯 （记者王筱丽）近日，伦敦苏富比宣布将于下月公开

拍卖印象派代表画家克劳德·莫奈的“威尼斯系列”画作之一《公

爵宫》，最高价格有望达到 3000 万英镑（约合人民币 2.6 亿元）。

1908 年，莫奈前往威尼斯，并在那里度过了三个月的时间。

这是法国画家生平唯一一次造访“水城”，在感叹景色美不胜收

的同时，莫奈画下了 40 余幅“威尼斯系列”作品，这些画作也见

证了他巅峰时期的创作水平。

在这40多幅画作中， 有三幅是莫奈在停泊的船上完成的，

《公爵宫》为其一。 据悉，该作由柏林的格里茨家族售出，收藏家

埃里希·格里茨于1925年买下这幅画后，在家族中代代相传。

预测成交价 2000 万至 3000 万英镑之间的《公爵宫》被认为

很有可能打破 2015 年系列作品《威尼斯大运河》创造的拍卖纪

录。 2015 年 2 月 3 日晚，在伦敦苏富比的夜场拍卖中，《威尼斯

大运河》拍出 2366.9 万英镑 (约人民币 2.24 亿元 )的高价，成为

“威尼斯系列”中价格最高的一件作品。

“这件迷人的作品是大师莫奈与威尼斯唯一邂逅留下的，这

样一件高质量作品拍卖对于全世界的买家们来说都是一次难得

的机会。 ”苏富比欧洲主席海伦娜·纽曼表示。 在 2018 年 4 月英

国国家美术馆举行的《莫奈与建筑》特展中，《公爵宫》40 多年来

首次与公众见面。

莫奈“威尼斯系列”画作之一《公爵宫》。 （资料图片）

《声入人心》 深入幕后挖掘年轻音乐剧、 歌剧演唱者 “用声音追光” 的故事打动了

不少年轻观众。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