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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纪录片“一号工程”成了网红
《大上海》相关短视频播放次数过5000万，微博话题阅读量近3000万

都说 “百年中国看上海”， 近年

上海纪录片领域的 “一号工程” 《大

上海》， 前不久结束首轮播放。 这部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献礼之作， 播

出效果喜人： 播出期间， 微博话题阅

读量高达 2975.8 万 ， 节目相关短视

频的播放量更是突破五千万 。 一部

主旋律纪录片作品如何撬动 “网

感”， 获得极佳的观众缘， 引起了业

内关注。

“ 《大上海 》 诠释了上海开埠

176 年来怎样走到今天， 何以成为中

国连通世界的 ‘海’， 何以成为奔向

未来的 ‘海’； 呈现出了上海海纳百

川、 追求卓越、 开明睿智、 大气谦和

的城市精神。 强推， 值得二刷三刷”，

有网友这样评论。 像不少厚积薄发的

网红 “爆款” 一样， 《大上海》 是观

众的意外之喜。 记者发现， 在这部纪

录片的网络评语中， “感动” 与 “震

撼” 是关键词。 而在业内人士看来，

《大上海》 的成功更具产业启示意义。

这部作品用严谨又不乏生动、 全面又

不失细腻的方式， 展现上海的百年变

迁， 为主题宏大的主旋律纪录片提供

了有益参考样本。 “这是一部教科书

式的纪录片， 是写上海历史的经典之

作。” 电视节目资深编导、 文史学者

吴基民说。

学术性与可看性兼具， 是纪录片

《大上海》 获得网友 “强推” 的关键。

担任 《大上海》 学术顾问、 学术指导

的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李天纲告诉

记者， 纪录片再现众多学界观点的同

时 ， 更挖掘 、 搜集了不少首度曝光

的珍贵历史资料 ， 具有极高的文献

价值。 从 2017 年开机算起， 摄制组

将上海境内百余个遗址遗迹收入镜头，

累计拍摄了超过 1000 小时的素材。 为

了讲深、 讲透上海之 “大”， 摄制组更

是在全球范围内查阅史料， 拍摄书籍、

档案 350 余件 ， 其中不少是首次登上

电视。

串联起这些历史资料的， 则是一个

个充满传奇性的个体故事。 以人说史，

看点十足。 第一集 “上海的开埠” 中，

德国籍传教士郭实猎的故事， 让不少观

众眼前一亮。 之前更多的历史书籍或文

艺作品把发现上海的人定为 “阿美士德

号” 的船长胡夏米， 却忽略了 “阿美士

德号” 的翻译郭实猎。 《大上海》 摄制

组查找大量海内外一手史料后发现， 郭

实猎是更早将上海介绍给西方的人。 纪

录片还原了这位自称 “爱汉者”、 却又

提倡 “通过武力” 打开中国之门的西方

传教士的 “多面人生”， 也借此引出上

海开埠背后的复杂历史成因。

让观众惊艳的， 还有纪录片新颖的

表现手法。 因为对沙画、 照片再生、 胶

片上色等形式的灵活运用， 《大上海》

将上海租界的演变 、 轮船招商局的商

战、 《新青年》 杂志的创刊、 抗战时的

工厂内迁、 解放军进上海、 陆家嘴开发

等故事讲述得分外生动鲜活。

一些观众熟悉的上海明星也加入到

了纪录片的拍摄、 宣传中。 纪录片中一

段讲述上海市民早期弄堂生活的片段，

一度登上网络热搜榜。 片段中， 有不少

宝贵的历史影像， 也有知名影视演员马

伊琍的讲述 “很多北方的小朋友不能理

解， 我们小时候为什么那么向往拥有一

间自己的房间”。对在虹口区弄堂中长大

的“上海小囡”马伊琍来说，石库门“螺蛳

壳里做道场”的温馨与窘迫，是童年抹不

去的印记。今昔比对，真切显示出上海这

座城市沧海桑田式的发展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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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熟悉的上海明星也加入到了纪录片的拍摄、 宣传中

主旋律纪录片作品《大上海》
如何撬动“网感”，获得极佳的观众缘？

①中国福利会幼儿园教师宋志文进行

幼儿园组教学展示。

②兰生复旦教师盛利铭进行初中组教学展示。

③华东师大教师姚晓娜进行高校组教学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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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艺术节到来之际，
上海又有一批文艺新地标灯光亮起

(上接第一版)

上音歌剧院是国内首个采用整体隔振技术建造的全浮结

构歌剧院，1200 座的中型歌剧厅内，目力所及之处尽是“声学

机关”：反声板后的矿石棉能够移动，可以根据意大利歌剧、法

国歌剧或德国歌剧以及交响乐的要求呈现不同的声音效果；

观众席上方的穹顶天花板是可升降的，通过场内体积变化，达

到不同混响效果……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昌永欣喜地告诉记

者，上音歌剧院是国内科技含量最高、建设速度最快的剧场之一，

声学环境的优势也吸纳着更多高标准的世界顶级节目前来。

比肩国际一流的声场、舞台技术和服务，配得上最棒的演

出和最好的艺术家。即将到来的第 21 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上，有 13 台 23 场演出将在这座上海最新的歌剧院亮相。除斯

卡拉歌剧院的六场“莫扎特”之外，还有德国班贝格交响乐团

所带来的音乐会、“空中魔幻”风格的意大利零重力舞团的《达

芬奇》、张军与香港中乐团在昆曲和民乐上的跨界之作《牡丹

亭·长生夜》、英国大提琴家史蒂芬·伊瑟利斯与慕尼黑室内乐

团音乐会，以及上海音乐学院交响诗《英雄颂歌》等体裁丰富

的海内外名团佳作。

“复合型文化空间”频频诞生 ，让文化与
旅游从此水乳交融

“这一批崭新的文化地标，逐渐开启了艺术消费的新模式

和新路径，不断塑造着城市生活的动人形象，”上海戏剧学院

教授荣广润说，全城有戏的艺术节“地图”，彰显了上海“亚洲

演艺之都”建设的繁荣与活力。这活力来自演艺大世界的核心

地带，也来自城市周边更广阔的空间。 随着大体量、多功能的

九棵树（上海）未来艺术中心投入使用，嘉定保利剧院不再是

国际名家名团探向远郊的一枝“独秀”。

九棵树（上海）未来艺术中心，顾名思义必然与“树”与“自

然”有关，也确实如此。 “隐身”于奉贤 1200 亩林地内的它，有

1200 座主剧场、500 座多功能剧场、300 座主题剧场这三个室

内剧场以及一个水秀剧场、一个森林剧场，被盎然的绿意紧紧

环抱。 它既是承担演出功能的专业剧场， 又是休闲度假的公

园，将森林、城市、自然、建筑、水系、人文和艺术融合为一体，

展现城市与人的新关系。

十月末， 汇集上影演员剧团老中青三代演员的原创史诗

话剧《日出东方》，将作为九棵树（上海）未来艺术中心的开幕

演出隆重亮相。作品通过早期共产党人的视角，回顾了上海的

历史变迁和革命的星火燎原。 剧中呈现了杨开慧、向警予、蔡

和森、陈毅等一批老一辈革命家，以及赵丹、白杨、张瑞芳、黄

宗英等老一代上影艺术家的形象。除了达式常、赵静、向梅、吴

竞、于慧等优秀演员之外，剧团还邀请到关栋天、计一彪、宗晓

军等友情出演，群星荟萃。 剧场的诞生，将成为服务南上海地

区、辐射长三角的巨型供氧机，将优质的文艺演出、精品的舞

台佳作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远郊地区老百姓的“家门口”。

上海的艺术版图地理边界不断扩容的同时， 艺术概念和

创意维度也在不断突破。 在龙腾大道 2380 号，由五个大油罐

经艺术改造而成的上海油罐艺术中心，今年 3 月向公众开放。

上海油罐艺术中心集展览空间、迷你剧场、绿地广场、餐厅于

一体，五个油罐分布在草坪上，形成了一个开放的公园式艺术

空间。粗犷的工业风和最原始的线条被完全保留下来，新加上

的圆形舷窗和开洞与之浑然一体，讲述了在新的历史背景下，

老工业遗产从废弃建筑到创意空间的破茧重生， 成为西岸滨

江的时尚地标。作为一个艺术综合体，各种不同风格的展览是

上海油罐艺术中心的重头戏。 在即将到来的第十二届中国上

海国际艺术节期间，首次在中国举办的“凹面/凸面：比利时当

代艺术展” 将在此亮相，50 余件作品涵盖了比利时当代艺术

的精华，是一场国家级别的重要艺术展。

此外，“升级换代”归来的上海马戏城，带回多媒体梦幻剧

《时空之旅》。 作为优质长演剧目的代表，《时空之旅》的复出，

将进一步打开常态化的演艺驱动消费模式， 点燃上海文化旅

游产业新的爆发点。

精准滴灌，让“中国心”深植学生心中
破除不同学段间物理空间阻隔，上海大中小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从顶层设计迈入具体实施

一颗种子要长成参天大树 ， 在生长的

每个关键时期， 都需要足够的养分。

一个孩子从牙牙学语到成为国之栋梁，

在青少年这个人生的 “拔节孕穗期”， 最需

要精心引导和栽培。

学校的课堂教学如何在青少年心中埋

下一颗 “中国心 ”， 做到 “精准滴灌 ” 幼

苗？ 上海已经开始破题———

近日 ， 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 “辉

煌七十年 奋进新时代 ” 上海市大中小学

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教学观摩活动中 ， 围

绕 “我和我的祖国 ” 这一主题 ， 来自幼儿

园、 小学、 初中、 高中以及大学的不同学

段学生， 各自迎来了一堂别开生面的思政

课。

五堂课， 堂堂精彩； 每堂课幕后的故

事， 更引人深思。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 执

教这五堂课的老师来自本市不同学段和学

校， 过去一个多月中， 这群老师组成同一

个备课组。 “人生第一次， 幼儿园老师和

大学老师一起备课” “这样的经历， 简直

是一次教学生涯的涅槃” ……他们中的许

多人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这支由沪上大中小幼教师共同组成的

备课小组， 发出了一个信号： 破除不同学

段间的物理空间阻隔， 上海大中小思政课

一体化建设已从先前的顶层设计迈入具体

实施阶段。

课堂上， 幼儿园孩子的欢
呼和小学生的眼泪让老师深受
触动

爱国不需要任何理由， 但在学校的课

堂上， 如何给 5 岁、 10 岁、 15 岁、 18 岁及

20 岁出头等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同上一堂

课， 讲好爱国这个永恒的主题？ 在现场教

学观摩活动中， 课堂上很多细节让人暖心、

难忘。

“孩子们， 你们第一次看到五星红旗

是在哪里 ？” 面对着十来个 5 岁的孩子 ，

来自中国福利会幼儿园的宋志文老师开讲

了。 与其说这是一堂课， 不如说这是一场

契合孩子兴趣的 “抢答” 游戏： 从今年国

庆黄金周四处飘扬的五星红旗， 到天安门

广场庄严的升旗仪式， 再到中国女排夺冠

时升起的五星红旗…… “爱五星红旗就是

爱祖国！” 课程末了， 孩子们的欢呼声久久

不散。

如果说在学龄前儿童心中播撒爱国的

种子， 侧重的是情感认知， 那么小学、 中

学、 大学的思政课堂， 则重在厚植爱国主

义情怀———面对同一个教育目标 ， 不同学

段的教师展开了一场循序渐进的 “接力式

授课”。

浦东教育学院附属小学赵萍老师的课

以今年天安门国庆阅兵式作为 “引子 ” ，

让小学生们回忆电视实况转播中那些令

人难忘的画面 。 坐在教室第一排的一位

男生 ， 指着阅兵式空中方阵兴奋地说 ：

“新中国刚成立时 ， 我们的飞机不够 ； 如

今 ， 我们的飞机再也不用飞两遍了 ！” 伴

随话音落下的 ， 竟是孩子脸庞两行激动

的泪水 。

这一幕， 让赵萍直呼 “没想到”： “孩

子是发自内心的感动， 他们真正懂得了这

段历史。 这一代学生的知识面， 远比我们

教师预想得更宽广。” 这份 “突发的意外”

让她深受触动： 呵护好孩子心中的拳拳爱

国心， 客观上要求不同学段的思政课教师

“协同作战”， 完成好教学接力。

随着兰生复旦中学的盛利铭老师 、 华

东师大第一附属中学的陈明青老师和华东

师范大学的姚晓娜老师分别走上讲台 ， 课

堂上的理性味、 思辨味渐渐浓郁起来。

“你是中国人吗？ 你爱中国吗 ？ 你希

望中国好吗？” 这是初中课堂上， 学生所面

对的 “爱国三问”； 而在高中课堂， 学生们

在老师的引导下， 开始思考 “如何做好新

时代的见证者、 开创者和建设者”； 到了大

学课堂 ， 青年学子对新时代 “中国精神 ”

的理解则进一步深化为对民族精神、 国家

精神和社会主义精神的全面把握， 由此逐

渐培养起理性的爱国精神。

从“背靠背”备课到“瞻前
顾后”，一体化迈出新步伐

无论是此次授课的五位老师，还是现场

观摩的教育界专家， 大家的想法高度一致：

在各级学校循序渐进、螺旋式上升地开设思

想政治理论课，师资是核心。

事实上，此次上海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

体化建设教学观摩活动的启动，也标志着上

海在健全思政课教师一体化培育机制、做强

一体化教研平台方面迈出全新步伐。

“过去，不同学段的思政课老师鲜有机

会聚在一起研讨业务。 而这一次，幼儿园、

小学、中学、大学的老师真的坐在一起备课

了。 阅兵式的教案用在哪个学段的课堂上

更好？针对不同学段的学生具体讲些什么？

刚开始的讨论就很热烈， 后来甚至是激烈

争论。 ” 陈明青回忆起五人一起备课的场

景，感慨万千。她说，老师们真正体会到“一

体化” 机制的重要， 是在彼此一番激烈的

“争吵”之后。

据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常务

副院长王建新观察，上海过去十年一直在持

续推进德育一体化工作， 已形成较好的基

础， 但由于不同学段之间物理空间的阻隔，

同样是上思政课，大中小学老师“各管一段”

的现象仍然存在。 “过去，大家基本是‘背靠

背’，各自只管讲好自己这一段；现在，思政

课老师们开始 ‘瞻前顾后’———不仅要把自

己的课上好，还会观照上、下学段老师的教

学内容。 ”

引入最先进手段和技术，

为思政教师实训搭建新平台

“大学拥有相对丰富的教研资源 ， 让

这些优质资源下沉， 帮助不同学段的思政

课教师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真正实现大中

小思政课之间的相互衔接， 这是 ‘一体化’

的关键。” 王建新透露， 作为培养中小学思

政课教师的 “摇篮”， 华东师大马克思主义

学院目前已与虹口 、 普陀 、 徐汇 、 奉贤 、

崇明等区结对共建， 就大中小学思政课集

体备课、 推进高校 “中国系列” 思政课选

修课进中小学、 开展思政课教师马克思主

义理论培训等开展合作。

建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 ， 以 “马学

科” 的优质发展支撑思政课教学， 市教委

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本市已出台专项行

动计划， 每年投入近 1 亿元， 支持高校马

院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学位点建设。

下一步， 华东师大还将引入虚拟现实

（VR） 实训等最先进的教师培训手段和技

术， 为建立健全思政课教师一体化培育机

制搭建全新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