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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许旸） 上海是党的诞

生地和初心始发地 ，

沪上多家实体书店集

中陈列红色主题图书

及文创， 并策划推出

系列阅读活动。 昨天

起， 上海书城福州路

店、 新华书店日月光

店等 30 家中心门店，

开启 “从党的诞生地

出发： 党史出版在上

海———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沪版

主题图书大联展 ” ；

红色文化主题快闪

店 “初心书房·朵云

站 ” 亮相位于上海

中心的朵云书院·旗

舰店……营造出主题

鲜明、 内容鲜活的特

色场景和书香氛围。

走进多家书店 ，

一抹抹醒目的 “初心

红” 专区专架， 汇聚

了多部党史主题图

书， 吸引不少读者驻

足翻阅。 自 “党的诞

生地” 发掘宣传工程

启动以来， 上海出版

界积极响应 ， 实施

“党的诞生地 ” 主题

出版工程， 坚持主题

出版与学术出版相结

合、 内容精品与宣传

普及相结合， 推进以

党的创建、 建设和共

产党人精神风貌为研

究重点的著作出版 ，

推出了一批精品力

作。 此次沪版主题图

书大联展正是这些成

果的集中展示。

大联展由中共上

海市委宣传部指导 ，

上海出版社经营管理

协会携手上海新华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举

办。 活动期间， “党

的诞生地 ” 理论读

物、 文献汇编、 文学

作品等 150 余种主题

出版图书集中展出 ，

包括 《火种： 寻找中

国复兴之路 》、 木刻

线装影印版 《共产党

宣言》、 “红色起点”

丛书、 《恩格斯与我

们的时代》 《革命者》 《走进树德里》 《从党

的诞生地出发： 红色基因在上海》 《文献中的

百年党史 》 《光荣之城 ： 上海红色纪念地

100》 《他们从上海大学 （1922-1927） 走进新

中国》 《渔阳里： 红色征程的起点》 等， 从不

同维度书写这座光荣之城的百年积淀， 赓续红

色基因 。 此外 ， 《上海红色文化地图 （2021

年版）》 《追望大道： 陈望道画传》 《钱学森

画传》 《话说中共一大： 听 00 后讲建党故事》

《红色弄堂》 《我心澎湃———中共一大会址采

访日记》 《党在这里诞生： 中共一大会址、 上

海革命遗址调查记录 》 等新书穿插大量老照

片、 手绘图、 口述， 吸引更多年龄层读者感受

上海红色文化的影响力。

作为红色文化主题快闪店 “思南·初心书

房” 的新一站， 继思南站、 复旦站、 上海体育

学院站后 ， 初心书房·朵云站亮相上海之巅 ，

成为 “最高 ” 的红色阅读空间 ， 推出 300 多

种、 1200 多册红色主题图书和丰富红色文创，

持续至 8 月 31 日。

此外， 世纪朵云旗下多家书店将举办多个

红色主题展览， 包括朵云书院·旗舰店 “继续

探索 走在前头———庆祝建党 100 周年楼宇党

建图片展”、 朵云书院·广富林店 “文献中的百

年党史” 图片展、 朵云书院·戏剧店 《永不消

逝的电波》 舞剧图片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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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偷”时间，百岁百部译著摆渡中外文化
著名翻译家许渊冲期颐而逝，多年深耕中国诗词经典的英法韵译

著名翻译家、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

授许渊冲 17 日在北京家中逝世，享年 100 ?。

文学圈翻译界惋惜悼念声一片。“许老生性

乐观，待人直率，他的晚年生活起居虽有保姆照

料， 却依然勤奋， 有时翻译写作到凌晨两三点

钟，从黑夜‘偷’时间。 ”资深出版人俞晓群追忆

道， 前辈许渊冲曾制订 “每天翻译 1000 字”计

划，93 ?时还立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目标。

“他对待译文精益求精，爱‘抠’字眼，相当完美

主义。为了向外国读者精准传递古诗词韵味，他

会因一个字词反复推敲好几天。 ”

与许渊冲相识 30 多年的翻译家许钧认为，

许渊冲留下了一种开放的、 求真求美的翻译精

神。“这份精神对于社会关注并理解翻译起到了

重要作用。他把翻译当成一种艺术去追求，当成

文化提升交流事业去热爱，令人感佩。 ”许渊冲

的学生、 教育家俞敏洪还记得：“许教授是我们

大四的翻译老师，其上课风格和激情，给我们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是当年最喜欢的老师之一。即

便到了八九十?时， 他依然侃侃而谈、 气势恢

宏，能够把我们班大部分同学的名字叫出来。 ”

自上世纪踏上翻译之路， 许渊冲已从事文

学翻译八十余年，译作涵盖中、英、法等语种，百

余部译著包括 《诗经》《楚辞》《唐诗三百首》《宋

词三百首》《李白诗选》《西厢记 》《追忆似水年

华》等中外经典，2010 年获“中国翻译文化终身

成就奖”，2014 年获国际译联颁发的 “北极光”

杰出文学翻译奖，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其

中， 许渊冲翻译的 《红与黑》《包法利夫人》《约

翰·克里斯朵夫》等法兰西文学经典，《罗密欧与

朱丽叶》《李尔王》 等莎翁戏剧， 多年来不断再

版，深受读者喜爱。

业内评价，许译贵在自然，译笔流畅，少有

枯涩之弊，文采丰沛。 在翻译作品中，许渊冲对

唐诗宋词的翻译尤为呕心沥血。 为把古典诗词

完美地翻译给外国读者，他经过多年研究，独创

了一套翻译标准“意美、音美、形美”的三美理论。

试举一例，翻译柳宗元《江雪》里那句耳熟能详的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时，许渊冲不仅转码到

位，还让英语译句尽可能押韵，结构令人叫绝———

From hill to hill no bird in flight；From path to

path no man in sight.

从书本到电视屏幕， 高龄许渊冲的才华与性

情，透着不服老的率真进取。 96 ?时他曾做客综

艺节目《朗读者》，因动情风趣的发言、对翻译的无

比热忱，当了一把知识“网红”，令更多年轻网友逐

渐认识了这位译道独行侠。

今年上映的纪录片《九零后》留下了许渊冲等

16 位西南联大同窗的影像，导演徐蓓曾如是记录

拍摄印象———“那天早上， 我一进许渊冲家门，看

到他正在吃一块奶油蛋糕，围着一个围脖。他苍老

了很多，但同时又像一个婴儿。 他的妻子过世了，

生活发生了大变故，但不变的是他对翻译的专注，

莎士比亚翻完了，现在开始翻王尔德的作品。 ”镜

头下的他，依旧一顿一顿敲击着键盘……

200亿元新项目落户松江，上海科技影都头部IP加速集聚
一批具有重大行业影响力和科技前瞻性的标杆性项目落户，为电影强国建设布局产能升级

导演陈思诚带着《唐探·番外篇》文商旅项

目前来， 蓝图掀开一角， 关于未来电影的新场

景、 一个融拍摄旅游消费为一体的上海新地标

呼之欲出。长三角影视国际中心“三连发”，版权

交易平台、LED虚拟拍摄解决方案、华策电影长

三角总部，创、制、后期、版权等，从产业链多个

环节为“华流出海”布局数字化平台。

昨天，2021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海?技影

都发布会在松江区广富林文化遗址内召开。 包

括 “新唐人街” 和华策的两大重磅合作项目在

内， 一批具有重大行业影响力和?技前瞻性的

标杆性项目落户?技影都。据统计，新官宣的项

目总金额达200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发布仅是上海?技影

都头部IP加速集聚的一次高度浓缩。 今年前五

个月， 松江新引进影视企业565家， 同比增长

40.2%。 而且，这一轮增长或扩大投资规模的企

业和项目呈现出高?技引领、平台型、实体性三

大突出特征。 上海?技影都的规划方向越来越

清晰：谋未来消费，也谋国际市场，为电影强国

建设提前做好产能升级的布局。

从电影品牌到对标国际的
超级业态，“唐探”在上海谋未来

《唐探·番外篇》文商旅项目无疑是昨天发

布会最受关注的内容之一。 此前，三部《唐人街

探案》大电影已将超87亿元票房收入囊中，同名

网剧亦曾是口碑与点播的双重爆款。 在中国电

影界，论原创并经过多年市场验证的超级品牌，

“唐探”可谓当仁不让。随着昨天官宣，“唐探”的

未来版图可见一斑———一座对标国际的超级电

影新业态，已排上了日程。

新业态的第一步从拍电影开始。在车墩，上

影集团与陈思诚主导的北京壹同传奇影视文化

有限公司等将首先打造一处留得下的 “新唐人

街”。那些经由顶尖美术、道具、置景等部门还原

的“梦想中的世界”，将免于杀青后就拆除的命

运，而保留成长久的文商旅项目。据悉，这片“新

唐人街”将于明年二季度前落成，确保新电影顺

利开机。当然，“属于未来”的项目绝不止于内容

上的创作。这将是一个创新的运营模式，能满足

吃穿住行各方需求， 让游客完成时空穿梭的体

验。而其中融合电影、沉浸式体验、大型游戏、剧

本杀、密室逃脱等多重业态，动用了包括VR、AI

等多种高?技手段———一言蔽之， 在松江车墩

的“唐探”将是一处以电影为基点，激活多重消

费的综合性体验乐园。

为什么愿意把“唐探”的未来发展坐标定在

上海，陈思诚说，这是一趟理念上的不谋而合。

“当代电影产业不只有卖电影票这单一模式，关

于如何把电影IP与新消费场景相结合， 我们团

队其实做过各种思考，也去过许多城市调研。 ”

他告诉记者， 最终促使他作出选择的，“是上海

得天独厚的条件：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城

市，这里有最先进的理念；上海也具备极佳的商

业沃土，这从城市所有的消费族群、既有文化消

费场景中都获得了印证，比如《不眠之夜》项目

就向外界展示了国内最好的文化消费土壤；让

人叹为观止的上海速度。 ”天时地利人和，陈思

诚期许的， 不仅是在上海打造新的唐人街三部

曲，更是一座叠加了多重商业形态、联动多个产

业的超级巨无霸。

可能超越迪士尼和环球影城吗———面对这

一问题，陈思诚回：“为什么不呢？ ”

从做强内容到完善全产业
链，新数字平台将助“华流出海”

这些天，河南推出的“水下飞天舞”红遍网

络，网友们高呼“硬?技”。 实际上，让想象成为

现实的拍摄地，就在松江的水下摄影基地。

从诞生之日起， 上海?技影都便着眼 “?

创芯” “世界窗” 双核发展理念， 加速数字化

转型， 增强产业链、 创新链、 价值链韧性， 强

化影视产业的?技赋能。 “水下飞天舞” 的出

圈只是一个案例， 昨天， 一批新项目揭晓， 包

含四个高?技影棚和一个水下数字摄影棚的昊

浦影视基地揭牌启用， 华策版权交易平台、 国

研智库创新?学园定军山影视数字?创基地项

目、 启名?技影视基地、 上海?技影都影视衍

生品开发基地等。

其中，华策的版权业务总部落地?技影都，堪

称“关键一子”。 该项目将在未来三年达到一亿元

以上利润，并会谋求上市。长三角国际影视中心项

目副总经理郗岳介绍：“经济利益只是一部分，打

造国际化数字化版权交易平台，才是我们的核心。

华策希望能从基础架构层面构建大数据中心，依

托长三角和G60?创走廊，从创意、制作、后期等

各个环节完善产业链， 为中国影视内容搭建一座

互联网的国际化数字平台。 ”

国际化版权数字平台的搭建， 不仅是一家企

业、一个品牌的产业升级，而是立足上海，为优质

中国影视内容扬起“华流出海”的风帆。

文化

在北外滩世界会客厅，享受一场高级别的“国粹艺韵”
全国60位代表性艺术名家的160多幅作品齐聚浦西第一高楼

6月17日下午，由虹口区委宣传部、中视文

旅艺术研究院、 国学频道上海中心共同举办的

第二届《国粹艺韵》TOP特邀大展在浦西第一高

楼的上海白玉兰空中艺术中心拉开帷幕。 杨正

新、蔡超、张松、李宝堂、王学辉、谢麟等全国60

位代表性艺术名家的160多幅作品齐聚，通过多

元的艺术笔触将“世界会客厅”北外滩的面貌呈

现在人们面前。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大展特邀全

国15个省级美协主席、 副主席共20位艺术名家

以《爱上北外滩》为主题进行了三次采风、写生。

这些成果汇聚展厅，成为一道独特风景线。

传统与现代在此交融，为
艺术家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

“我们邀请的都是在江南风景和城市题材

创作上有建树、有个性的艺术家，大家各自手头

都有不少创作任务，但是接到上海的邀请，欣然

前来。 ”本次大展的艺术顾问、上海市美术家协

会副主席陈琪说，从这些艺术家身上，他看到了

胸怀和担当。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决定了艺术

作品的深度与厚度。 ”

江西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蔡超是第一批

前来采风的艺术家之一。三月初的上海，依旧春

寒料峭，在外面走一天，手脚冻得有些发麻，但

看到“世界会客厅”的美丽画面，他抑制不住激

动的心情。 “北外滩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这里

高楼林立，现代化气息浓郁；但同时历史底蕴深

厚———100多年前，陈毅、聂荣臻、赵世炎、向警

予、蔡和森、周恩来等一批风华正茂的有志青年

便是从这里启程赴法勤工俭学， 探求救国救民

的道路。 ”蔡超描绘了晨曦中的北外滩，象征着希

望。 “你看黄浦江的这个弯道像不像张开的口，正

契合了上海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

气谦和的城市精神。 ”

“我来过上海很多次，但从北外滩的视角看

上海却是第一次，这里的夜景太迷人了。 ”南京

艺术学院美术学院原院长张友宪感叹。 他创作

的《上海音乐谷有此景》描绘了一幢长满绿植的

老建筑， 郁郁葱葱之下是一个时尚感十足的啤

酒吧， 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给了画家无尽的

创作灵感。一个下午的时间，他便完成了整幅画

的创作，可谓一气呵成。

中国国家画院艺委会秘书长、 研究员刘建

的《故园情愫》则聚焦上海白玉兰广场周边生活

意味很浓的民居，呈现出这座城市的温度……

城市题材创作，国画的一
次创新实践

站在“世界会客厅”，直面大江东去波涛滚

滚———北外滩、 虹口这块热土深情地演绎了中

国共产党一百年来前赴后继、 波澜壮阔的英雄

史诗。在这里，可以遥望中共四大代表庄严表决

的面容和左联作家奋笔疾书的身影，听到《义勇

军进行曲》的第一个音符，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旗金星红底的构图，还有虹口、北外滩已经和

正在经历的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

呈现北外滩的多面性之外， 此次展览也是

国画在城市题材创作上的一次创新实践。 “过

去，国画多以山水、花鸟、人物为题材，鲜少描摹

现代都市，因为创作中透视问题很难解决。 ”上

海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常务副主任毛冬华的解决

方案是在画作中引入玻璃幕墙。比如，她创作的

《观海系列—远航》便独辟蹊径地描绘了浦东中

国金融信息中心大楼玻璃幕墙映照着的浦西北

外滩， 林立的高楼中， 上海白玉兰广场特别醒

目。在钻石般带棱角的大楼幕墙的映照中，北外滩

俨然一艘即将起航的大船， 在阳光彩云的映衬下

驰向远方。 “艺术创作不能过于直白，要有意味地

表现对象，让熟悉的事物陌生化。如果画的都跟照

片一样，艺术家的价值在哪儿？ ”她说。

陈琪则创新采用组画的形式展现当代城市景

象。 创作过程中，他在墨汁中加入银色，大大提升

画面的亮度，使得色彩单一而不单调。

知名画家杨正新的《上海邮政博物馆》，有着

传统海派绘画的笔墨意趣和生活气息， 又兼有现

代绘画的形式感和表现性。 简约的画面准确抽取

了该建筑最灵动的轮廓线条及邮政绿色彩，将“远

东第一大厅”的外墙横跨了宣纸界面，随形就势勾

勒出桥面。

■本报记者 李婷

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在京去世，享年 100 岁。

荨杨正新《上海邮政博物馆》。 ▲蔡超《晨曦北外滩》。

上海科技影都效果图。

■本报记者 许旸

逝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