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生银行上海漕河泾支行成立于 2007

年 6月 29日，位于徐汇区康健路 38号。 为
进一步提高网点服务品质， 提升客户体验，

树立民生银行上海漕河泾支行服务品牌形
象，该行领导和员工始终以“至诚至微”作为
服务理念，秉持“规规矩矩办银行”的宗旨，

不忘初心，恪守“为民而生、与民共生”的企
业使命，坚持“以客户为中心”，深入了解客
户需求，以热情的服务、专业的技能、真诚的
微笑赢得了客户的信任。

支行成立伊始，朱阿姨就是该行的忠实
客户，经常至网点办理业务，在某次闲聊中，

该行服务经理发现朱阿姨一个人居住，并且
在之前的理财投资中走了很多弯路，奋斗一
辈子的积蓄都被骗走了，之后该行工作人员
在服务这位朱阿姨时格外用心。

同样是一个平凡的下午，看到她老人家
在别人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走进厅堂，服务
经理远远发现朱阿姨的行动好像大不如前，

于是主动上前提供帮助，并了解到原来朱阿
姨是由于交通事故导致腿脚不方便。 服务经
理随即为朱阿姨提供了支行的备用轮椅，并
与保安共同协助其在营业厅堂内办理业务。

在一次又一次的细心服务中，朱阿姨与该行
建立起了深厚的情感，无关利益，无关业绩，

只是为了给孤寡老人送去一份温暖，这就是
民生银行上海漕河泾支行有温度的服务。 在
之后的日子里，每逢佳节该行也不忘给朱阿

姨送上节日的问候，传递民生的温暖。

与此同时，民生银行上海漕河泾支行积
极履行民生人的社会责任，每个月举办金融
公益讲堂、每季度进行反假币、反洗钱等知
识的宣传，端午节组织“粽情四溢”包粽子比
赛， 儿童节邀请小朋友举行爱心义卖活动，

重阳节到敬老院慰问看望等等，形成了极具
“民生特色”的服务内容和活动形式，赢得了
客户高度的评价和良好的声誉。

民生银行上海漕河泾支行坚持以服务
创新、提升客户体验、打造服务文化为主题，

通过服务内容的拓展、 服务渠道的丰富、服
务方式的创新、服务品质的提升、运营模式
的优化，全面推动民生银行上海漕河泾支行
客户服务水平的持续提升、做好民生文化的
践行者，用“至诚至微”的优质服务，努力打
造一家有温度的银行。

至诚至微，服务民生
———民生银行上海漕河泾支行星级网点创建纪实

■本报记者 吴钰

■本报记者 宣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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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文化接力，是海外游子对中华传统的守望
“莱溪华宝———翁氏家族旧藏绘画展”尝试创新中国古代书画展览模式

本报讯 （记者李婷） 上海博物

馆举办的 “莱溪华宝———翁氏家族旧

藏绘画展” 昨天起正式向公众开放。

本次展览引入现代多媒体技术， 尝试

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中国古代书画展览

展陈模式， 令不少观众惊叹： “传统

书画还能这样展！”

常熟翁氏家族书画收藏是近现代

江南书画鉴藏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核心部分由清同治、 光绪两朝帝师

翁同龢在 19 世纪收集奠定， 以作品

质量上乘、 大师序列恢弘、 保藏状态

良好和流传著录清晰见长。

2018 年 ， 翁同龢第五世孙翁万戈

于百年寿辰之际 ， 特将所藏明代沈周

《临戴文进谢安东山图》 轴和清代王原

祁 《杜甫诗意图》 轴两件绘画珍品捐赠

给上海博物馆。 加之此前征集入藏的翁

氏家族最重要的书画珍品———南宋梁楷

《白描道君像图》 卷， 常熟翁氏家藏三

件绘画名迹皆回归祖国怀抱， 也填补了

上博馆藏相关领域的空白。 值得一提的

是， 翁氏家族珍藏的最重要的藏书早已

于 2000 年 “安家” 上海图书馆。 这批

“翁氏藏书” 共 80 种 542 册， 其中仅宋

刻本就达 11 种， 文物价值和文献价值

无可估量。

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表示， 作为

上海博物馆的老朋友， 翁万戈捐献珍贵

绘画之义举， 再次体现了他与上海的不

解情缘； 这是一场文化的接力， 也是海

外游子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守望。

本次展览名称 “莱溪华宝”， 系翁

万戈斋名及其夫人程华宝女士之名合

成， 寓有翁氏家族所珍中华瑰宝之意。

展览集合上海博物馆书画展陈研究与

策划 、 数字化技术 、 展陈设计 、 文物

保护、 宣教出版等多方面力量， 除了传

统的文字说明之外 ， 以现代多媒体技

术等多种视角诠释展品 ， 令观众耳目

一新。

展出的三件展品， 可谓各具特色。

南宋梁楷 《白描道君像图》 卷是目前传

世仅见的梁氏工笔白描画作， 为探讨其

早年艺术风格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在不足 74 厘米长的画卷上， 画家描绘

了 90 余个人物和鬼神形象， 铺绘了繁

密的背景和故事情节， 呈现了画家精湛

的绘画技艺。 展览使用投影仪将全图放

大 10 倍， 投影到正前方的墙壁上， 供

观众细细品味和解读这件作品。

明沈周 《临戴文进谢安东山图 》

轴， 为大青绿设色。 沈周画多仿元人， 此

画风格在他的作品中既是一件孤品， 也是

一件奇品， 堪称绝无仅有。 同时， 画家对

画中人物刻意描写， 其造型端庄、 服饰俨

然， 在沈氏存世作品中可谓难得一见。 展

览以 3D 动画视频复原图画中的山水， 等

比例放大两倍投影在文物一侧， 使观众有

种跟随画中人物游览山水的感觉， 体会到

传统中国画可游可居的画中境界。

王原祁是清初画家 “四王 ” 之一 。

《杜甫诗意图》 轴是上博馆藏王原祁画作

中最大的一幅 ， 是其在京任职期间为同

僚所画康熙御书杜诗诗意。 画面纵高 321

厘米 ， 尺幅异常宏伟 ， 画家刻意经

营 ， 堪称巨制 ， 在王氏传世作品中

实属罕见 。 由于年久失修 ， 该图轴

入藏上海博物馆时已经无法悬挂 。

为了文物保护与合理利用 ， 上海博

物馆对此图进行了重新修复装裱 ,并

首次进行了长达半年的跟踪拍摄 ，

在展厅以视频形式， 再次呈现此画的

全部修复过程。

展厅中， 三件展品均使用了独立

的密封展柜进行展示， 同时， 配合展

柜独特的灯光设计 ， 既保证了文物

安全的展陈环境 ， 又拉近了观众与

文物的距离 。 此外 ， 配合展览出版

的图录 《莱溪华宝———翁氏家族旧藏

绘画》， 以二维码的方式收录展览中

的视频和多媒体文件 ， 将展览全方

位 、 立体地呈现给读者 ， 也是一种

全新的尝试。

业内人士指出， 本次展览不仅为

上博东馆， 更是为未来的中国古代书

画展览探索一条崭新的 “让文物活起

来” 的展陈之路。

43台97场好戏云集，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10月18日开幕

8 台全球首演、5 台亚洲首演、8 台上海原创节目……名家名团“扎堆”亮相
第 21 届中国

上海国际艺术节

将于 10 月 18 日

至 11 月 17 日举

行。昨天， 艺术节

组委会公布了参

演剧目及各项活

动， 一长串享誉世界的名字列在节目

单上， 上海舞台魅力四射， 吸引着全

球顶尖艺术家纷至沓来 。 艺术节期

间， 43 台 97 场国内外优秀节目将集

中上演， 其中有交响曲 《潮》、 沪剧

《一号机密》、 新版京剧 《大唐贵妃》

等 8 台全球首演 ， 有西班牙现代舞

《卡门》、 意大利舞剧 《达芬奇》、 罗

马尼亚话剧 《记忆碎片》 等 5 台亚洲

首演， 还有上海杂技团杂技剧 《战上

海》、 上海芭蕾舞团芭蕾舞剧 《茶花

女》 等 8 台上海原创节目。

同时， 艺术节将扩大优秀演艺资

源“溢出”效应，让艺术走进市民的日

常生活里，“艺术天空” 系列演出将覆

盖全市 16 个区，上演 98 场演出；艺术

教育深入学校、社区、剧场，举办约 40

项 100 场左右的活动； 艺术节还将通

过网络直播等方式打破剧场围墙， 惠

及更多艺术爱好者。 据悉， 新近建成

的上音歌剧院、 上海九棵树未来艺术

中心将加入艺术节大家庭， 营造全城

观演的大都市夜经济氛围。

红色主题回首光荣历
程，书写壮丽诗篇

“有筋骨、 有血肉、 有温度” 的

红色题材新探索是艺术节不变的追

求。 杂技剧 《战上海》 将为本届艺术

节拉开帷幕， 它以上海解放战役为历

史背景， 巧妙运用杂技艺术传递红色

文化的精神内涵， 奏响一曲英雄主义

赞歌。 委约作品交响曲 《潮》 从上海

视角诠释新中国 70 年光荣历程， 沪

剧 《一号机密》 围绕地下党员默默守

护党的机密文件展开， 为红色舞台作

品中的革命者行列增添新形象。 交响

诗 《英雄颂》 献给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也将在艺术节首演， 作品利用舞台

机械设备、 布景结构、 多媒体影像等艺

术手段， 书写壮丽的诗篇。

今年艺术节还汇聚全国各地红色主

题的精品力作。 中国国家话剧院原创话

剧 《三湾， 那一夜》 表现建党建军史上

的里程碑事件 “三湾改编”； 山东歌舞

剧院民族歌剧 《沂蒙山》 依据抗日战争

时期沂蒙山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的真实

历史创作而成； 深圳交响乐团大型交响

套曲 《我的祖国》 表达了意蕴深长的家

国情怀。

为了展现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的艺

术成果， 《红旗漫卷： 长三角地区美术

馆馆藏及推介主题美术作品展》 《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时代风

采———上海现实题材美术作品展》 《壮

丽七十年 情牵海内外———“亦师亦友”

第九届海上画家联展》 等展览， 通过丰

富多彩的绘画、 工艺品、 器物等形式展

现神州大地的缤纷多彩。

名家名团纷至沓来，营造
全城观演的夜经济氛围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一如既往汇聚

全球顶尖演艺资源， 意大利斯卡拉歌剧

院将带来歌剧 《假扮园丁的姑娘 》 与

《魔笛》， 这是该院成立 200 多年来首次

集结最全阵容携歌剧制作访华。 这两部

原汁原味的莫扎特歌剧将在上音歌剧院

舞台上实现 “同一舞台， 两个剧目， 交

替演出” 的演出方式， 这在国内尚属首

次。 日本东京交响乐团则将在新近建成

的上海九棵树未来艺术中心献演 《春节

序曲》、 《红色娘子军》 组曲、 《阿巴

拉契亚之春》 组曲等精彩曲目。 新兴艺

术地标文化场所加入艺术节大家庭， 也

意味着演艺大世界概念走向纵深， 营造

全城观演的大都市夜经济氛围。

如今， 上海尽展亚洲演艺之都的独

特魅力， 正吸引着世界名家名团趋之若

鹜。 荷兰国家芭蕾舞团、 维也纳爱乐乐

团等也将把欧洲最顶尖的艺术作品带到

申城， 小提琴家平夏斯·祖克曼， 世界

级男高音何塞·库拉、 传奇歌剧天后芮

内·弗莱明等艺术家将为上海观众奉献

最精彩的演出； 以色列卡梅尔剧院 《罗

密欧与母亲》、 法语音乐剧 《摇滚红与

黑 》 等折射出欧亚戏剧作品的前沿理

念。 艺术节闭幕作品 《安德鲁·曼兹、 黄

蒙拉与北德广播爱乐乐团音乐会》 更是一

次中西合璧、 强强联合。

国内名家名角也纷纷通过艺术节舞

台， 交出自己的创新答卷。 上海京剧院新

版京剧 《大唐贵妃》 由史依弘、 李军、 陈

少云 、 安平 、 奚中路等海上京剧名家主

演。 程派青衣张火丁将携手中国戏曲

学院， 带来备受关注的 《霸王别姬》，

并演绎 《金山寺》 《锁麟囊》 等拿手

好戏。 倪大红、 孙莉领衔主演的话剧

《安魂曲》 和沙溢和胡可夫妻搭档主

演的话剧版 《革命之路》 将成为沪上

话剧迷们的新宠。

文化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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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今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特别展演板块， 上海越

剧院携手六家全国越剧院团， 将于 9 月 14 日至 10 月 2 日集

中在沪献演 11 部优秀越剧代表剧目。此次全国越剧汇演“苏、

浙、沪”长三角联动，自中秋小长假至国庆期间几乎天天一出

大戏，将以辐射效应合力打造越剧名片。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暨男女合演建团 60 周年，上

海越剧院今年上半年就向全国各家越剧院团发出邀约。 除了

上海越剧院、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绍兴小百花越剧团、南京市

越剧团等观众熟悉的“老朋友”，嵊州市越剧团、桐庐越剧团、

乐清市越剧团等阔别上海舞台多年的苏浙基层越剧团体，有

些已十多年未踏足沪上大型剧院演出， 借此契机将集中献演

多部代表作，展现越剧发展的整体风貌。

流派纷呈，传统戏、现代戏、新编戏各有精彩

“当下越剧发展迎来发展繁荣的好时代，我们将以‘大越

剧’理念与情怀来拥抱这样的契机。 ”上海越剧院院长梁弘钧

表示。展演节目中现代戏、传统戏、新编戏剧目品类丰富多样，

《梁山伯与祝英台》《双珠凤》《貂蝉与吕布》等观众熟悉的剧目

常演常新，《梁山伯与祝英台》将由新成立的上越三团挑梁，所

有演员阵容皆由上越第十代青年演员组成，洋溢着青春气息。

新编剧目中，《柳市故事》《通达天下》等结合时事热点。作

为入选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项目，《苏秦》是绍百继《屈原》《王

阳明》之后又一部新鲜出炉的佳作，此次将在沪首演。 来自越

剧故乡的嵊越则将带来新编历史越剧《蔡文姬》，以越剧的独

特神韵来诠释古代才女跌宕起伏的一生。

输送“男宝贝”，人缘相亲盘活文化家底

值得一提的是，收官大戏《祥林嫂》将由上越和浙百以男

女合演的形式联袂呈现。 距离上越和浙百上次合演《祥林嫂》

已相隔十余年。据悉，剧中祥林嫂将由方亚芬、王静、赵心瑜三

位演员共同出演，贺老六则由许杰、王炜佳两位演员分饰，名

家新秀同台展现越剧在当代发展的不同风貌。

在男女合演建团60年之际， 上越除了两台经典剧目和一

台院团合演剧目的呈现，还有多位老中青艺术家、演员参与其

他省市越剧院团多部新创剧目的创作和演出。1949年，周恩来

总理在接见袁雪芬时曾提出过男女合演问题， 总理表示男女

合演是历史的必然。 上海越剧院于1959年6月1日成立男女合

演实验剧团，对男女合演不断实验演出，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越

剧稀缺的的优秀男演员：徐标新在《柳市故事》中担任主演，冯

军、张艾嘉参与了《通达天下》的演出，而此前的《袁雪芬》演出，许杰也参与其中。

全国越剧汇演囊括以上越为代表的六家长三角地区的越剧院团， 充分体现

长三角地区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脉相通，区域文化合作的大势所趋。未来上海

还将继续推进长三角地区越剧院团联动，盘活江南文化“家底”，激发合作空间，

扩大长三角文化产业“朋友圈”，辐射和带动越剧艺术的整体发展。

荩上

海越剧院

《家》演出

剧照。

▲上海越剧院《梁山伯与祝英台》演出剧照。 （均主办方供图）

▲杂技剧 《战上海》。

荨现代舞 《舞经》。

（均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组委会供图）
▲莫扎特歌剧 《假扮园丁的姑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