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首席记者 许琦敏

■本报记者 朱颖婕

海外视点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文化 教科卫

亚洲买家实力不容小觑
佳士得 2018 年艺拍成交总额增长

本报讯 （记者王筱丽） 受到顶级私人藏品和线上拍卖

的积极推动， 艺术品拍卖行佳士得 2018 年的成交总额达到

70 亿美元， 这一数字相较 2017 年增长了 6%。 其中， 拍卖

销售金额为 63 亿美元， 私人洽购为 6.53 亿美元。 这一数字

相较 2017 年增长了 6%， 2018 年也成为拍卖行历年来成交

总额最高的年份之一。

一向作为增长重点区域的亚洲依旧保持着良好势头， 根

据数据显示， 亚洲地区总成交额达到 8.154 亿美元， 占到全

球总额的 25%， 相较 2017 年增长了 5%。 其中超过半数的

亚洲买家将目光投向了亚洲艺术以外的拍品类别， 如战后及

当代艺术、 奢侈品等方面。

从报告中可以看到 ， 一流私人藏品的表现格外强势 ，

“洛克菲勒夫妇珍藏” 以及 “巴尼·艾伯斯渥斯珍藏” 拍卖分

别创造了 8.33 亿美元和 3.33 亿美元的惊人数据， 合计占到

总销售额的 16%以上。

过去一年中诞生了不少拍场的新纪录。 出自 “巴尼·艾

伯斯渥斯珍藏” 的爱德华·霍普画作 《中餐厅 》 以 9593.75

万美元成交价打破美国现代艺术拍卖价格纪录。 在 11 月的

纽约 20 世纪艺术周中， 英国艺术家大卫·霍克尼代表作 《艺

术家肖像 （泳池及两个人像）》 以总价 9031 万美元成交， 霍

克尼也因此超越杰夫·昆斯， 成为在世艺术家中拍卖纪录最

高保持者。 除了现当代艺术门类外也有纪录被刷新， 来自亚

述帝国阿淑尔纳西尔帕二世宫殿的一座 “双翼神灵” 浮雕以

3097 万美金落槌， 成为拍卖价第二高的古代艺术品。

而作为近年来拍场的新宠， 线上拍卖成为吸引新手买家

最高效的方式 。 根据报告显示 ， 2018 年线上交易取得了

8700 万美元的收入， 比 2017 年增长 16%。

此外， 多件亚洲艺术品在拍场上也有着亮眼表现。 去年

5 月， 在香港举行的 “亚洲 20 世纪及当代艺术/融艺” 晚间

拍卖中， 赵无极作于 1959 年的作品 《14.12.59》 以 1.77 亿

港币成交。 6 月， 清乾隆斗彩加粉彩暗八仙缠枝莲纹天球瓶

以 1.31 亿港币成交； 在 11 月举行的专场拍卖中， 苏轼的水

墨画 《木石图》 以 4.6 亿港币被来自中国的机构藏家拍下。

在当代艺术品领域 ， 由全球权威艺术市场信息机构

Artprice 发布的 《2018 年当代艺术品报告》 显示， 中国买家

贡献了 2.98 亿美元的成绩额， 继续在全球保持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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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宝国许晴等主演的《老中医》央视开播
“上海出品”电视剧讲述国粹医道医者仁心 高满堂李洲编剧，毛卫宁导演

写中医，难，现实里的中医从业者常说

“十年用药才入门”，可见一斑；写 20 世纪前

半期发生在上海的中医故事， 难上加难，复

杂的历史格局令一切充满变数。 正因为此，

类似题材自 21 世纪以来凤毛麟角。

“上海出品”迎难而上，投入最优质的资

源，吸引国内一流班底开展创作。 明晚起，由

上海儒意影视制作有限公司、上海尚世影业

有限公司等联合出品的电视剧 《老中医》将

于央视一套黄金档“开诊”。 该剧由高满堂和

李洲编剧，毛卫宁执导，陈宝国、冯远征、许

晴、 陈月末等人主演。 剧中时间主要落在

1927 年至 1946 年， 孟河医派传人翁泉海从

常州来到上海闯荡，乱世中，他竭尽所能捍

卫、传承、发扬中医文化。

悬壶济世、医者仁心的传奇可分几层讲

述：“望” 世间疾苦———以多个医案贯穿剧

集，抽丝剥茧、辨症施治；“闻”清浊虚实———

为国粹医道响亮发声，激浊扬清、正己修身；

“问” 拓新之法———探究数千年文化在历史

转身时的姿态；“切”时代脉搏———透过一群

小人物的命运折射历史的流变。

现实主义理念先行，力求还
原中医的原貌

“吴中名医甲天下，孟河名医冠吴中 ”，

说的便是常州孟河医派所创造的辉煌。 其代

表人物费伯雄、马培之、巢崇山、丁甘仁崛起

于常州， 影响辐射全国。 这段医家传奇，为

《老中医》的源头之水。

剧中，孟河医派传人翁泉海由陈宝国饰

演，他博采四家之长，先在孟河开诊，后至上

海行医，以高尚医德和精湛医术，成为一代

名医。 冯远征饰演的赵闵堂曾留洋深造，医

术上可谓中西兼修；而为人方面，却有些心

高气傲、投机取巧。 许晴饰演的葆秀出身中

医世家，后嫁与翁泉海，是个蕙质兰心、坚韧

独立的女子。 当翁、赵两家的医馆狭路相逢，

可预见的既是一番医术角力，也是对本心与

欲望、融合与固守的深切叩问。

用电视剧为传统文化写传， 并不容易。

尤其在《老中医》项目筹备之初，那是个影视

圈常被喧嚣声覆盖的阶段。 在大 IP、流量明

星、年轻题材的包围圈里，气质老沉的《老中

医》在当时是个“异数”。 但高满堂相信：“中

华民族的古老瑰宝能长久地滋养人心，迟早

会成为创作的主流； 现实主义更不会过时，

它是经过了时间检验的创作真谛。 ”

主创将影视圈的部分杂音抛诸脑后，潜

心创作。 两位编剧从大量典籍、 资料里汲

取养分， 并三赴常州， 探寻散落于 300 多

年历史长河里的孟河医派传奇故事。 丰富

的积累下， 翁泉海、 赵闵堂、 小铃医等艺

术形象应运而生。 剧本完成后， 现实主义

的接力棒传入实拍过程。 陈宝国在开机前瘦

身 12 斤， 以贴近道骨仙风的人物设定 ；导

演、主演等一同在常州当地中医馆“实习坐

堂”，把脉时用力多少、抓药时分寸几何，寻

找“入戏”的通道。

2017 年 8 月，《老中医》 在上海正式开

机。 松江盛强基地里，剧组专门新建一栋民

居作为翁家主要场所， 大到建筑小到家具、

器物、饮食等细节，都按严格的年代进行复

原。 拍摄片场，剧组还请来中医药顾问坐镇，

凡与中医相关的情节、台词、药方和器械等，

都经仔细把关，力求最大限度还原中医的本

来面目。

距离项目筹备已过去五年有余，《老中

医》在一个最好的契机开播———当下 ，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正在释放着强大的生命力；与

此同时， 主创们坚持脚踩大地的创作态度，

为该剧赋予了一种“古典又端庄”的气质。 现

实主义，诚不我欺。

书写厚重历史，讴歌中华民
族的精神力量

写中医的过程，被高满堂形容为“打开

了一座何其壮丽的中国传统文化宝库”。 他

说：“中医的魅力上通天文，下至地理，历史、

哲学、甚至孙子兵法都有涉猎。 ”换言之，仅

追踪中医单一线索，已能谱出恢弘篇章。

但如同《闯关东》《钢铁年代》《温州一家

人》《老农民》等剧中一以贯之的格局，高满

堂笔下，人物从不是脱离历史而单独存于世

的，《老中医》里历史的表达也占重要一席。

剧集选择 1927 年至 1946 年间作为背

景，一则彼时的孟河医派确已远近闻名。 更

重要的在于，那个时间段既是中西方文化剧

烈碰撞激荡的年代，也涵盖了中华民族深受

战争苦难的岁月。 一方面，作为中华文化的

古老瑰宝，中医需要应对西医的“入侵”，要

在保护传承的同时尝试以开放胸怀接受“中

西融合”；另一方面，千百年来从未断流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出了坚韧不拔、勤劳

守信、宽厚仁爱、不畏强权的民族品格，品格

的力量最终使得中华民族冲破至暗时刻，走

向了光明的未来。

“任何一个严肃的正剧剧作家，都离不

开历史背景。 敬畏历史、尊重历史的创作，是

老手艺人的情怀。 ”高满堂说。这也是他与毛

卫宁一拍即合的原因之一，后者此前导演过

《誓言无声》《平凡的世界》 等多部沉甸甸的

作品。

作为孟河医派的传人，翁泉海为何会说

出“中医不求医治天下之病，但求无愧天下

之心”的慷慨之言？ 嫉贤妒能、品格并不高洁

的赵闵堂，为何会舍身取义？ 而看似柔弱温

婉的葆秀，又为何能爆发出惊人的能量？ 历

史的视角下，这些为中医而生的人物，终究

成为了可歌可泣的平民英雄。

阅读科幻作品，经典和流行孰轻孰重？

《流浪地球》点燃青少年科幻热情，书单却难以满足学生阅读需求

今年春节档 ， 国产科幻影片 《流浪地

球》 实力圈粉， 点燃了青少年学生对科幻的

热情。 同时， 寒假里很多学校的作业都少不

了带有配套书单的书籍读后感。

但是，翻开一些学校的书单，作品却很传

统，科幻作品更是还停留在“哈利·波特系列”，

姑且不论哈利·波特系列是魔幻还是科幻。 对

此，一些家长直言，如今从文字到影像，我们的

优质原创科幻文学正在重塑大家的宇宙观和

想象力，但中小学开出的老旧书单却难以满足

孩子们的阅读需求。

“新科幻” 被收进了语文教
材，却难在书单里觅踪影

从斩获雨果奖的 《三体》 到开启我国科

幻片新纪元的 《流浪地球》， 很多人已经意

识到， 积累酝酿了几十年的中国科幻正在逐

渐丰富大众的阅读口味和生活趣味， 尤其影

响着青少年的成长。 2018 年， 全国高考二卷

首次将科幻作品作为语文现代文阅读材料；

在春节前教育部公布的 31 项高中生国家级

赛事名单中， 科幻文学大赛也占有一席； 最

新的人教版初一 （下） 语文教材中， 还能找

到 “中国科幻第一人 ” 刘慈欣的科幻小说

《带上她的眼睛》。 然而， 记者采访发现， 在

当前不少中小学开出的书单中， 科幻作品的

种类和数量却十分有限。

沪上某小学校长介绍， 为了培养学生的

自主阅读习惯， 学校每逢寒暑假都会开列一

份书单， 几年下来， 一共推荐过大约 300 多

本中英文书籍， 但这些书仍然以国内外经典

儿童文学作品居多， 比如大家都十分熟悉的

《窗边的小豆豆》 《夏洛的网》 等， 相对而

言， 收录的科幻作品比较少， 尤其是近年来

的书籍， 即便有也只是一些出版时间比较久

的作品， 比如 《海底两万里》 《2001 太空漫

游》 等。

虽然这位校长坦言， 科幻作品往往超越

了现有的科学认知， 而且还涉及多学科知识

和理论， 低龄段的孩子未必能理解， 所以学

生书单仍然大多是 “老书”。

但是， 不少教育界学者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称， 这样的想法太过保守， 现在不论是家

长还是孩子 ， 较过去几十年都有了很大变

化， 不论是阅读趣味还是知识储备， 已非十

多年甚至二十多年前可比 。 今年 《流浪地

球》 热映后， 有一位毕业于清华大学、 现就

职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 “学霸”

爸爸刷屏了， 他用六张手绘图向女儿解释了

影片涉及的多个知识点 ， 如太阳核聚变反

应、 行星加速等。

这位学者说： “在这样的情况下， 反倒

是 《海底两万里》 这类经典科幻作品需要我

们带领着孩子阅读 ， 给他们更多的背景知

识， 才能意识到这类作品的精彩之处， 而那

些现当代科幻作品才更适合称为科幻， 更容

易引起孩子们的共鸣。”

科幻非科普， 而是科学想象
与人文思考的综合

关于青少年阅读科幻作品的必要性和最

佳时机， 国际上曾有过不少讨论。 美国科幻

作家阿西莫夫就曾直言： “儿童应该尽早阅

读科幻作品， 在 9 岁或 10 岁， 不能晚于 11

岁。” 刘慈欣曾公开表示， 他是在儿时的科

幻阅读体验中逐渐走上了科幻写作之路， 他

认为， 好的科幻就是 “在看完之后你做了一

件以前从未做过的事： 走出家门， 长久地仰

望星空。” 乔布斯、 埃隆·马斯克等科技大佬

也曾经承认自己是不折不扣的科幻迷。

其实， 在过去一段时间， 科幻在国内被

视为科普读物的子类。 在严肃性、 科学性和

想象力、 文学性的拉扯中， 中外科幻作品呈

现出不少差异 ， 比如想象力拓展程度的差

异、 可读性的差异等。

华东理工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教授

安琦认为， 科幻作品不是 “追求正确” 的科

普作品， 它是科学基础、 科学想象、 人文思

考三者综合的产物， 它对孩子们想象力、 创

造力的启迪以及作品呈现出的对科学真理的

探索精神， 是其他题材难以替代的。

他至今还记得幼年时阅读作家叶永烈的

科幻小说 《飞向冥王星》 时内心深处那种深

深的震撼 。 在这次观看科幻电影 《流浪地

球》 的过程中， 这种震撼再次光临。 “我是

搞工程的， 所以我知道 32 万吨燃料不可能

产生 5000 公里的爆炸效果， 但当空间站义

无反顾地飞向木星时， 我想到了一句诗词：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即

便是这类作品中的科学 “硬伤”， 也值得玩

味， 值得和孩子们讨论， 它展现出了人类面

对末日危机时的巨大勇气， 让我们知道太阳

不是永恒的， 人类的命运是未知的， 但人类

可以有更大的科学作为。

“科幻作品需要以真实的科学认知为前

提， 但它又是超前的， 其中蕴含的巨大想象

力会让一个懵懂的孩子产生对未知宇宙的向

往以及对人类未来的思考， 这些浪漫的想象

比教科书上干巴巴的理论更吸引人。” 安琦

这样说。

英国画家大卫·霍克尼的代表作《艺术家肖像（泳池及

两个人像）》在去年 11 月以 9031 万美元成交，霍克尼也因

此成为在世艺术家中拍卖纪录最高保持者。 （资料照片）

“上海出品”投入最优质的资源，吸引国内一流班底开展创作，在跌宕的历史流变中，书写中医文化的深远力量。 图为《老中医》剧照。

为特质儿童营造更宽松就学氛围

多动症儿童科创项目即将前往西班牙参加国际青少年科创比赛
昨天， 即将于本月底代表上海启程赴

西班牙参加世界青少年科创大赛的雅雅和

凯文， 正练习着英语演讲。 可有谁能想到，

12 岁的雅雅和 11 岁的凯文都是多动症患

儿 ， 雅雅曾经因此辍学两年。 从去年 7 月

起， 这些多动症患儿们共同组建了 ADHD

（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 俗称多动症） 自我

改善课程， 这不仅使他们的项目一路过关

斩将， 走到了国际大赛的展台， 也使超过

270 个多动症儿童的家庭受益。

俗称为 “多动症” 的注意力缺陷多动

障碍， 在中国学龄儿童和青少年中的发病

率达 4.3%至 5.8%。 “多动症患儿之所以不

太受关注 ， 是因为他们的 ‘不正常程度 ’

并不那么出格。” 因此， 孩子在学校里受到

老师责骂、 同学看不起， 由此形成了自卑

心态， 甚至会向抑郁恶化。 凯文妈妈孟莉

莉说， “特质儿童” 没有智力障碍， 不能

进特殊学校， 但也很难适应普通学校的学

习和生活规范。 于是， 她与一些多动症患

儿的家长 “抱团取暖”， 希望为孩子寻找到

合适的成长道路。

从去年 7 月起， 雅雅和凯文组队 ， 成

功申报了科学社的青少年科创项目， 并认

识了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教授汪

晓赞。 汪教授正在进行幼儿运动与游戏课

程研发， 她接受了多动症患儿家长们的请

求， 准备着手发展一套针对多动症的运动

课程。 “运动能够帮助儿童发泄能量 ， 集

中注意力。” 她认为， 现在我国的整个教育

体系对于特质儿童的关注还十分欠缺 ， 但

多动症的发病率这么高， 几乎每个普通学

校都可能遇到几十个这样的孩子， 那学校

就必须为孩子提供合适的教育资源与环境。

复旦大学心理学博士后李象千说 ， 他

们正在研究如何用无差别、 全覆盖的学校

行为训练来改善多动症儿童的症状， “这

一训练主要针对家长和老师， 以帮助多动

症儿童适应学校环境， 通过音乐与体育课

程帮助患儿渡过人生难关。”

切实做好中小幼开学安保工作
本报讯 （记者张鹏 通讯员焦苇） 昨天是中小学新学期

开学前一天， 上海市教委联合市公安局、 市应急管理局等部

门， 对闵行区、 松江区开学安全保障工作开展联合检查。 同

时， 为切实做好开学安全教育工作， 市教委专门下发 《关于

开展 2019 年春季学期 “安全教育周” 活动的通知》， 要求各

学校开展公共安全教育。

检查组在闵行区民办华虹小学、 民办启英幼儿园、 七宝

中学， 松江区民办上海外国语大学西外外国语学校、 松江区

实验幼儿园、 松江一中实地查看， 对校园安保、 消防器材的

配备、 食品卫生、 安全教育等各项工作仔细询问， 了解学校

治安防范、 消防安全、 食堂供餐、 校车等工作开展情况， 以

及七宝中学、 松江一中新疆内高班教育教学、 学生管理等情

况， 并慰问了在校学生。 同时， 新学期上海各中小学还将开

展各具特色的安全教育活动。 清华中学将聘任 18 名学生为

“清华中学首届安全大使”， 在上海市民防科普探索馆讲解员

专业指导下， 利用学校安全教室开展安全实训。 风华初级中

学将携手民警、 心理及卫生专职教师共同聚焦生命安全教

育， 通过急救小课堂、 民警小课堂、 心海导航等多个板块，

围绕校园安全、 自救常识、 心理健康等多方面， 上好开学第

一课。

据悉， 作为构建安全教育长效机制的一项重要举措， 自

2014 学年起， 市教委决定每学期开学第一周为全市中小学

安全教育周， 已经坚持五年。

同时， 还将加强学生管理和人文关怀， 特别要关注开学

后无法进入正常学习状态的学生， 帮助学生尽快摆脱 “假期

综合征”。 各中小学开学两周内不得组织纸笔测试； 要加强

家校沟通， 指导家长关注孩子情绪变化； 要积极组织学生开

展文体活动， 培养学生阳光心态， 切实把开学安全工作抓实

抓细。

多动症

患儿学习特

奥项目旱地

冰球。

（患者家
属供图）

90岁著名歌唱家郭兰英
唱响《我的祖国》

（上接第一版） 电影 《上甘岭》 还没上映， 《我的祖国》 就

先深入人心， 成为中国人的骄傲。

这首歌曲前半段抒情委婉， 将 “祖国” 化为家乡朴实

亲切的美丽画卷， 楚楚动人的音乐形象引人入胜， 勾起人

们的家国情怀。 而后半部分混声合唱， 让战士对祖国的无

限热爱喷涌而出， 尽情抒发英雄气概。 爱国主义的永恒主

题， 在郭兰英的嗓音中魅力焕发， 丝丝入扣地化为人们共

同的心声。

郭兰英最初演唱 《我的祖国》 时只有 27 岁。 她凭借这

首歌曲， 获得了第一届中国 “金唱片奖”。 为何她的演唱独

具魅力？ 郭兰英戏曲功底深厚， 不仅从小学晋剧， 还拜山西

梆子名家为师， 从各种艺术中汲取养料。 她在中国民族歌曲

的演唱中， 融入了戏曲的艺术特色， 神、 情、 形、 声、 腔、

字六艺兼备。 从 《白毛女》 中的喜儿、 《小二黑结婚》 中的

小芹、 《青山常在》 中的冬花……郭兰英还在舞台上打磨出

了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的演绎， 婉约中不失格调， 句句

字正腔圆， 情感自然流露。

昨天的晚会上， 《我的祖国》 悠扬抒情的旋律再度响

起， 人们脑海中仍会浮现家乡门前蜿蜒的长河、 一望无尽的

稻田。 在家家团圆的元宵佳节， 这穿越 60 多年不变的歌声

格外打动人心。 郭兰英让歌曲中的真善美超越了时代， 至今

脍炙人口、 久唱不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