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外视点

■本报记者 童薇菁

卢浮宫年参观人数创新高
2018年接待参观者1020万人次

本报讯 （记者王筱丽）根据卢浮宫

官方消息，2018年博物馆共接待参观者

1020万人次， 这一数字不仅较2017年增

长25%，也打破了2012年970万人次的历

史纪录， 卢浮宫再度成为全球人气最高

的博物馆。

参观者中，法国本土游客贡献了250

万人次，在占比达到75%的外国游客中，

美国、 中国、 欧盟成员国人数排在前三

位 。 卢浮宫馆长让-吕克·马丁内兹表

示， 这是2015年后巴黎旅游业复苏的迹

象。 不过即使是当时巴黎总游客数锐减

30%的情况下， 卢浮宫2017年的参观人

数依旧能够达到810万。

卢浮宫在2018年开设了包括德拉克

罗瓦画展在内的多场重磅展览。此外，美

国超级明星夫妻JAY-Z和碧昂斯也功不

可没。去年六月，两人公布了在卢浮宫内

为新单曲拍摄的音乐短片， 在获得超高

点击量的同时也吸引不少游客前去一睹

拍摄地风采。在这支音乐短片走红后，卢

浮宫甚至还推出了一条90分钟的官方导

览路线， 将短片中登场的17件艺术品全

部包含在内。

“我非常荣幸当代、外国的创作者们

对卢浮宫这样一座古代艺术博物馆有兴

趣。”马丁内兹说。卢浮宫每年有大约500

个拍摄项目，其中包括电影、电视、音乐

录像等等， 一天拍摄的费用约1.5万欧

元。 同时，有市场分析师指出，卢浮宫正

在从传统景点向潮流景点转型。 “JAY-Z

和碧昂斯用自己的方式为卢浮宫带去一

批全新受众， 他们的歌曲则是一本观光

指南。 ”市场专家马克·扎布洛表示。

此外，为了提高游客舒适度 ，卢浮

宫近年间共花费了 6000万欧元用来

修建改造各项设施 。 今年秋天 ，为纪

念意大利著名画家莱昂纳多·达·芬奇

逝世500周年， 卢浮宫将专门开设大型

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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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公告

140年前，这支乐队用交响乐点亮申城
开创数个第一，把西方经典引入国内的同时，也成为向世界展现上海文化、中国声音的窗口

140 年前的 1 月 8 日， 英文版 《字

林西报》 上首次出现上海公共乐队 （上

海交响乐团前身） 的名字。 同年， 第一

盏电灯在上海点亮。 以此为标志， 全中

国乃至亚洲最古老的交响乐团登上舞

台， 用音乐点亮了上海这座城。

从上海公共乐队到上海工部局乐

队， 从上海市政府交响乐团到上海交响

乐团， 虽然名称几经更迭， 上交的历史

文脉却不曾间断。 它在中国点燃了古典

音乐的火种， 把西方经典引入中国的同

时， 也逐步成为向世界展现上海文化、

中国声音的窗口。 记者获悉， 上交将在

今年发布 “中国交响 70 年” 系列唱片，

与柏林德意志留声机公司 （简称 DG）

合作出版首张唱片， 并开启建团以来规

模最大的全球巡演。

见证中国交响乐文脉的
薪火相传

上交曾开创数个第一： 最早广泛地

把交响乐介绍给中国观众， 最早演奏中

国管弦乐作品， 最早培养中国的音乐人

才， 最早实行跨年度音乐季， 最早实施

音乐季季票制度等等。 从 1927 年谭抒

真以实习生名义， 首次加盟工部局乐队

成为第一位中国乐手算起， 到 2012 年

上海乐队学院创办， 上交为中国培养了

一批批乐队演奏人才。 经过黄贻钧、 陈

燮阳、 余隆等几代指挥的薪火相传， 中

国交响乐的文脉在这里得以延续。

上交尤为关注中国作品的创作， 并

借助自身平台将作品推广至世界。 1930

年， 工部局乐队的曲目中首次出现了中

国作品———黄自的 《怀旧曲》。 中国作

品通过西方乐器发出自己的声音。 据不

完全统计， 仅 1978 年至今， 上交就委

约创作了 50 余部作品， 朱践耳的十部

交响曲、 瞿维的 《五指山随想曲》、 陈

其钢的 《京剧瞬间》、 叶小纲的 《敦煌》

等均刻有鲜明的中华民族文化符号。

今年， 上交将和上海音乐学院出版

社联合推出 “中国交响 70 年” 唱片集，

首次尝试用编年体形式 ， 选编出版

1949 年至今的 70 部具有代表性的中国

交响乐力作， 系统梳理并还原中国交响

乐发展脉络。作品包括小提琴协奏曲《梁

祝 》、交响诗 《红旗颂 》、钢琴协奏曲 《黄

河》、交响诗 《人民英雄纪念碑》 等。

用音乐语言把中国故事
传到更多地方

2017 年 ， 作为首支登上琉森音乐

节的中国乐团 ， 上交站上世界音乐高

地。 今年夏天， 乐团除将再度亮相琉森

音乐节外 ， 还将首次来到爱丁堡艺术

节 、 拉维尼亚音乐节等国际顶尖音乐

节， 在国际舞台展示当代中国交响乐团

的魅力。

今年 6 月， 上交首张由 DG 全球发

行的唱片将正式出版。 这张唱片充分凸

显中西音乐对话的主题， 不仅包含拉赫

玛尼诺夫的 《交响舞曲》， 还将收录中

国作曲家陈其钢的 《五行 》 《悲喜同

源 》。 此外 ， DG 线上资料库还将于今

年发行上交各个历史时期的经典录音。

在今年的演出安排中， 上交邀请陈

其钢、 阿格里奇、 周天、 哈丁等中外艺

术家担任每个月的音乐大使 。 今年 6

月， 上交委约作曲家周龙创作的 《山海

经》 将全球首演， 进一步向世界传播中

华传统文化。

书写出浦东开发开放波澜壮阔的伟大传奇
长篇报告文学《浦东史诗》作品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本报北京 1 月 8 日专电 （驻京记者

李扬）由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

会副主席何建明创作的第一部全景展现

浦东开发开放伟大历程的长篇报告文学

《浦东史诗》出版两个月以来，引起了社

会各界广泛关注和积极反响，8 日下午，

由中国作家协会、 上海市委宣传部联合

主办的《浦东史诗》作品研讨会在中国作

家协会举行。

据介绍，《浦东史诗》 是为庆祝改革

开放 40 周年、 浦东开发开放 28 周年而

创作出版的， 全书 42 万字，2018 年 10

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在写作中，何

建明查阅了逾千万字材料和文献档案，

采访上百位浦东开发开放亲历者， 实地

踏访浦东城乡和现代化建设的火热现

场，首次以长篇报告文学的形式，全景展

示浦东开发开放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与

时代画卷，书写了浦东开发开放 28 年间

取得的伟大成就， 凸显了浦东开发开放

在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的样本意义与时

代价值。

上海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周慧琳

在致辞中表示，《浦东史诗》 的酝酿、策

划、创作、出版，凝聚了方方面面的心血，

是上海向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庆祝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上海

出版界、 文学界与社会各界将继续加强

合作， 提高政治站位， 自觉承担起举旗

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

命任务；聚焦重大题材，全力打造体现上

海特色、代表当代中国一流水准的文学

创作出版高地 ；抓好重点产品 ，切实加

强重大文艺成果和重大主题图书的宣

传推广工作，让上海的文学创作出版更

有标识度 、更具影响力 ，使 “上海文学 ”

在打响“上海文化”品牌中更好发挥源头

性基础性作用。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书记处书记

李敬泽充分肯定了这部作品的现实主义

价值 。 他认为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给

身处其中的人们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

也提出了挑战 ， 在书写急剧变化的中国

社会现实方面 ， 《浦东史诗 》 提供了非

常好的例证 ， 作品在史与诗的完美结合

中艺术地表达了一种不断追求梦想的状

态和精神， 代表了当下中国报告文学创作

的新高度。

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翟泰丰认为，《浦

东史诗》 生动再现了上海城市开发的大手

笔，它书写的不只是浦东的史诗 ，更是中

国的奇迹、中国的速度、中国的史诗。 作品

描绘出了参与建设浦东新区的决策者、领

导者、投资者、劳动者的情感世界和精神境

界，展现了建设者的情怀，在他们的激情、

智慧和奋斗的后面 ， 是一个民族奋进腾

飞、富足强盛的强烈愿望。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务委员

陈晋说，读《浦东史诗》最鲜明的感受，

就是不竭的活力， 浦东的崛起可以代

表上海的活力，作者用大历史的勾连，

小历史的呈现， 还有人物内心世界的

感受， 以巧妙的写法将上海的精神活

力呈现了出来。

《浦东史诗 》 的作者何建明表

示， 浦东开发开放波澜壮阔的历程本

身就是一个伟大的传奇， 用文学作品

表现、 反映时代的进步是报告文学作

家的责任， 他将以充沛的创作情感和

生动的文学作品为讲好中国故事贡献

力量。

据了解，《浦东史诗》 先后入选中

宣部 2018 年“优秀现实题材文学出版

工程”、“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

规划、上海重大文艺创作项目、上海新

闻出版专项基金项目。 出版两个月以

来， 先后入选新华社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主题图书”、 中国图书评论学

会发布的 10 月 “中国好书”，《作家文

摘》“年度十大非虚构好书” 等重要的

文学图书榜单。

北京人艺 《茶馆》 的舞美设计是写实风格的。 作为舞台艺术的一部分已经成为作品趣味和思想体系的一部分。 图为剧照。

2018 年卢浮宫博物馆共接待参观者 1020 万人次。 （资料照片）

长篇报告文学《浦东史诗》

艺考“冷专业”缘何一夜之间成爆款
上戏艺考舞美专业成黑马，招录比例接近50?1

上海戏剧学院2019年艺术类校考

日前开始网上报名。 距报名结束还有

三天 ， 报考者就已突破3.5万人 ， 创

历史新高。 除历年最受考生青睐的戏

剧影视表演、 播音与主持艺术、 广播

电视编导三大专业外， 今年出现一匹

黑马———“舞台美术” 相比去年报考

考生人数翻了三倍 ， 招录比例接近

50∶1， 成为一大热门。

“舞台美术” 一夜成爆款， 让人

想到另一 “冷专业” 的走红———只招

18人的木偶表演专业， 去年迎来1380

多人报考， 今年该专业的报考人数已

经超过2000人。 对此相关专业招生老

师分析， 随着国内演出市场的日渐活

跃， 尤其是产业链的不断完善， 一些

专业性强、 不拼颜值拼创新和综合应

用的专业正在获得更多认可。

不过 ， 也有学者提醒 ， “冷专

业 ” 的走红中也可能包含一些考生

投机取巧想跑赢录取概率的心态 。

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黄昌勇表示 ， 艺

考成才之路并没有所谓捷径， “冷专

业” 不应成为获得文凭或进入演艺圈

的跳板。

行业发展迅速， 艺考
生眼界需要更开阔

“冷专业”成为爆款的背后，是相关

行业飞速发展带来未来职业的想象空间。

狭义解读， 舞台美术即根据剧本、

角色等演出要求， 运用多种造型艺术手

段 ， 进行舞台形象工程建设 ， 包括布

景 、 灯光 、 化妆 、 服装 、 效果 、 道具

等 。 它虽不是一部舞台作品创作的核

心 ， 却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 近年

来， 舞台美术工作的用人需求量与日俱

增， 其中优秀的、 具有丰富舞台经验和

全球眼光的舞美更是市场的宠儿 。 例

如， 中文版 《战马》 巡演四年， 舞美跟

着团队走南闯北， 一身从英方学到的宝

贵经验， 已经成为各大制作方、 院团争

抢的优质人才。 又比如， 上海版浸没式

戏剧 《不眠之夜》 的舞美， 每一位都兼

具语言能力和专业技术能力， 与外方对

接毫无障碍， 也是行业的标杆式存在。

知名舞美设计师黄楷夫说， 舞台美

术是应用型很强的专业， 其所培养的人

才不仅能够服务于现代舞台艺术、 影视

艺术的需要， 同时在广告、 文创、 空间

设计等领域也有很强的适应性。

同样， 2004年上戏建立木偶专业本

科之后， 毕业生也很少会愁 “找饭碗”，

不仅木偶本身市场逐步扩大， 木偶专业

与其他艺术的兼容性强， 毕业生除了在

专业木偶剧团担任工作外 ， 也会在话

剧、 舞剧、 音乐剧舞台上发展。 类似的

例子还有音乐剧专业， 这个有些 “高冷”

的行业这几年也持续升温， 今年报考人

数超过500人， 同比增加10%左右。 正是

全国音乐剧市场逐渐走向繁荣带动了相

关专业的发展。 据悉， 仅上海一年， 音

乐剧观众就达32.3万人次 ， 票房收入

5080.3万元。

院校提醒考生， 艺考
不是“下赌注”

多元的艺术专业， 向年轻人敞开大

门。成才有各种路径，但作为专业艺术类

院校，黄昌勇认为，选拔必须要有“规格”，

要让更多综合素养高的学生，进入艺术培

养的序列。 黄昌勇说，机会要留给真正需

要的人，而不是因为表演系竞争太激烈而

实行“曲线救国”的“权宜之计”。

曾有所谓 “行业明星”， 其经纪团

队标榜他是 “传统文化” 行当出身， 但

他虽频繁亮相综艺节目获得很高关注

度 ， 却并没有在公众面前展示相关

“传统文化”行当的本领和学识。“很多

人还是把艺考当成了进大学的捷径。”

有业内人士评价， 很多人误解艺考对

文化课要求不高，将艺术院校当成“分

数洼地”。 事实上，每年因为文化课落

榜的学生不在少数。 有一位考生告诉

记者，她是复读后再次报考上戏的，报

考的艺术院校不止一所， 在上戏面试

结束后，还要辗转北京等地参加艺考。

有的考生其艺考之路甚至要在春节前

后开始持续三四个月。

在辛苦迎考拼搏的同时， 艺术院

校提醒考生正确面对艺考错峰提供的

机会， 对于专业和人生的选择， 是否

真的需要像下赌注一样？

为了减少偶然性， 在入口把好第

一道关， 不少艺术院校在招生工作上

不断调整。今年，上戏在复试、三试中，

对考生的“声乐”“台词”“形体”“表演”

四项基本表演素质进行分科考试，每

项由不同考官打分，最后根据综合评

定择优录取 。 “这意味着考试将越

来越严格。” 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主

任何雁说， “考生不再能仅凭某一方

面特别的优势拿到最终的录取通知

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