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美学价值体现超大城
市乡村的独特气质

■本报记者 张天弛 王翔

让专家及专业爱好者
在导览中发挥作用

■本报记者 徐晶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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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阴到多云有阵雨 温度 :最低24℃ 最高27℃ 北到西北风4-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7-9级
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 温度 :最低26℃ 最高30℃ 北到西北风4-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6-8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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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文明办网用网上网兴网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意见》

■《意见》包括总体要求、加强网络空间
思想引领、加强网络空间文化培育、加强网络
空间道德建设、加强网络空间行为规范、加强
网络空间生态治理、加强网络空间文明创建、
组织实施八个部分

■《意见》明确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工作
目标是：理论武装占领新阵地；文化培育取得
新成效；道德建设迈出新步伐；文明素养得到
新提高；治理效能实现新提升；创建活动开创
新局面

荩 刊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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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3 个月，强生眼力健的

眼科飞秒激光治疗机‘白力士’在

中国市场的占有率接近 100%，

只要装机，基本都是我们的产品，

推进速度太快了！”强生眼力健大

中华区、 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副总

裁王利平感叹。如今，强生（中国）

已习惯为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上亮相的展品“倍速快进”落地时

间表，“否则跟不上展品变商品的

速度”。

已成功举办了三届的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国际采购、投资促

进、人文交流、开放合作 4 个平台

作用不断凸显， 溢出带动效应持

续放大。 越来越多展品 “走下”展

台，变成消费者身边可感可触的商

品和服务， 而经过三年的反复打

磨， 这条从展品变商品的道路也

变得更高效、更扎实，链接能力也

更强了。

高效率：商品落地
时间表“倍速快进”

“白力士”眼科飞秒激光治疗

机借着进博会“东风”引入中国后，

一路上有种“开挂”的感觉，从开展

首例手术，到今年 1月获得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的注册审批，全程只

用了 14个月。

相比大幅缩短的审批时间，

落地推广速度更快。 该产品在第

三届进博会上首发， 王利平还记

得，医疗展区内人头攒动，来自全

国各地的专业人士、 行业专家都

来展台深入了解、体验，很多客商

当场就询问 “白力士” 何时能获

批、何时能购买，“过去，我们推广

医疗器械产品， 要飞到全国各地

去，而有了进博会的舞台，订单都飞到了面前”。

今年 6 月，“白力士”首先在上海投入使用，短时间内又落地

全国多个城市。因为有了前三届进博会的经验，强生（中国）的全

球供应链做好了充分准备。王利平预计，随着公立医院订单的落

实，明年“白力士”还将迎来更多的装机量。

越来越多的全球企业发现， 进博会展品落地变商品的速度

不断在加快。 澳滋品牌去年首度亮相进博会，首发 100%纯骆驼

奶粉和益生菌配方骆驼奶粉等多款新品，进博会后，这些产品就

迅速登陆京东、天猫等平台，根据时间表，本月起将在自有渠道

进行更大规模的铺货。 茛 下转第七版

把基层党组织建成坚强战斗堡垒
市政协召开专题通报会 董云虎讲话
本报讯 （记者周渊） 昨天， 市政协召开 “居村 ‘两委’ 换

届工作情况” 专题通报会。 市政协主席董云虎出席并讲话。

茛 下转第二版

提升统筹发展和安全能力
于绍良为市政法系统专题研讨班作开班动员

本报讯 9 月 13 日至 14 日，市政法系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提升统筹发展和安全能力”专题研

讨班举行。 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绍良作开班动员。

茛 下转第二版

上海探索：让美学价值渗入乡村肌理
稻田变画布、新建文化馆、艺术家扎堆……这座超大城市的乡村展现独特气质

响晴的初秋午后，微风拂过崇明区新村

乡的稻田画布，旁边的观景台上，前来打卡

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而此地“稻米文化小

镇”品牌也越来越响亮。

百年旧民宅的残砖老墙后，“生长” 出一

座现代建筑———青浦区重固镇章堰村的章堰

文化馆，去年成为上海唯一入选“全球十佳博

物馆及文化中心”的建筑，年轻人纷纷来这里

参观，对老建筑和乡村有了新的认知。

裹着稻香的清风吹进屋内 ，75 岁的青

浦区朱家角镇林家村村民徐凤英正手握画

笔，在油画布上簌簌地刷。 最近，村里还迎

来几位 “新村民 ”，艺术家扎堆把工作室搬

来，并为乡村“代言”。

近年来，沪郊乡村正在越来越多被注入

艺术人文气息，体现美学价值。 让美学价值

与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相互融合、相互成就，

这或许是一条与超大城市匹配、符合上海独

特气质的乡村振兴之路。

艺术浸润下的上海乡村
“美出圈”了

沪郊乡村的艺术氛围越来越浓了。 记

者日前来到青浦区朱家角镇林家村采访，这

里正在探索“艺术乡村”建设，发掘乡村的美

学价值，进而带动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

目前，村里不仅有多个艺术家工作室落

户，艺术也在不断渗入村民的生活场景。 画

家朱者赤就是 7 月刚入驻的“新村民”。 在

他的艺术工作室里，一幅高 3 米、宽 7 米的

空白画卷已经铺好，准备绘上以林家村为主

题的新创作。 他告诉记者：“我在这儿一下

子就签了 10 年的租赁合同。 ”

笑声爽朗的朱者赤是哈尔滨人，来林家

村之前，曾在巴黎、纽约、杭州等地开过工作

室。 提起选择林家村的理由，他说：“首先，

乡村宁静的氛围有助于我的创作。”而林家村

能 “脱颖而出”， 还因为它独有的艺术氛围，

“我的邻居有画家、电影人、相声演员等各行

各业的艺术工作者， 大家没事就聚在一起切

磋交流”。林家村为艺术家提供了很好的落户

条件，甚至可以“拎包入住”，“我在选择工作

室时，对用来作画的墙面有很高要求，而这里

修葺一新的民宅挑高足够高、墙面平整光滑，

非常适合我。 ” 茛 下转第五版

场馆育人，让人们更好感知中国风东方韵
张索（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书法系主任、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展览场馆是展示城市文化和发展

活力的重要窗口，也是构建城市形象的

标志性建筑， 尤其是人文艺术类展馆，

更是人们陶冶心灵、丰富精神生活的重

要场所。 因此，以“场馆育人”为抓手，完

善展览服务，真正做到“以美育人”“以

美化人”， 对全面提升上海城市软实力

具有重要意义。

场馆育人是实施“全
民美育行动”的重要抓手

广义的展览场馆既指会展业专用的

会展中心， 也包括经常性开展各类展览

活动的文化场馆。 当前，艺术类展览品类

众多， 有国际视野背景下引进的展览和

国内传统文化类展览以及现当代艺术展

览。 这些展览活动具有显著的文化艺术

教育功能，起到美育启蒙作用，能够培养

民众更加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 提升民

众的审美情趣和生活品质， 特别是对青

少年提升审美能力、了解各门类艺术、开

阔视野、 启迪心灵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

教育意义。 所以说，展览活动是促进全民

教育、终身教育的有益补充，发挥着“以

文化人”“以文化城”的独特作用。

上海作为中西文化交融汇聚的中

心，城市里随处可见风格迥异的各类文

化展览场馆。 与全国其他城市相比，上

海的展馆建设主体多元、 设施完备、活

动丰富、受众接受度高。 日前发布的《上

海市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十

四五”规划》提出，要实施“全民美育行

动”，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专业化

发展。 对标“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定位，

笔者认为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例如，有

的展览，开幕当天艺术家 、嘉宾和观众

摩肩接踵、熙熙攘攘，但开幕式过后观

众稀稀落落。 又如，有的艺术展览展陈

形式单一 ，缺乏导览 、研讨 、互动等环

节，令不少观众望而却步、无从欣赏，难

以亲近艺术、了解艺术。 展览只有吸引

观众进来参观， 赢得观众的驻足观赏，

才能发挥办展的目的和焕发展览的生

命活力。 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许多展

馆尤其是中小型展馆、私人展馆经费和

人员保障不足，专业人才短缺 ，这些都

是制约展馆发展的常见问题。

文化自信唯有走进千家万户，接上

市井地气，才能激活起更基础、更广泛、

更深厚的精神力量。 举办展览不仅仅是

提供艺术作品供人们欣赏，更重要的是

把历史文化、民族传统、价值观念等潜

移默化地渗透到民众心里，增强民众的

文化认同、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为此，

要尽最大可能发挥展馆以文化人、以美

育人的功能，把美育传播深入到民众当

中去，让文化艺术如同阳光、海浪、沙滩

一样，成为市民，特别是青少年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部分，让逛展 、看展这种体

验式阅读、感官式阅读成为全民美育的

新时尚、新形态。

增强展馆吸引力，培
育全民美育新时尚新形态

具体来说，抓好主题宣传 、管理评

估、队伍建设、活动创新、导览互动等几

个方面建设重点，能够进一步提高展馆

建设成效、增强展馆吸引力 ，更好发挥

展馆“场馆育人”“以文化人”的作用，助

力上海城市文化软实力全面提升。

一是寓展促教。 在新时代，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追求，使文化艺术成为日常

生活的标配，“双减”背景下，中小学生

更需要艺术来熏陶思想与心灵。 因此，

展览的选题尤为重要，寓展促教是时代

赋予的责任。 只有着眼需求、与时俱进，

不断对展教形式、常设展品 、临展内容

进行创新， 才能保持对大众的吸引力，

紧紧抓住大众的“心”“眼”。

茛 下转第六版

习近平将出席全运会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运动会开幕式今晚在西安举行

新华社西安 9 月 14 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运动会开幕式 9 月 15 日 20 时

在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

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

届时，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新华网将进行现场直播， 人民网、 央视网、 中国网等

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 新华社客户端、 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同步转播。

书写体育强国逐梦奋进新篇章

转版导读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体育事业发展纪实
荩 刊第三版

■乡村美学价值

智慧力志愿力青春力守护城市平安
台风“灿都”逐渐远离上海，对申城的风雨影响将进一步减弱 荩 刊第五版

转版导读

■ 经济价值、生态价值
和美学价值“一个不能少”

荨林家村艺术活动中心。

▲林家村农宅精美墙画。

均本报记者 张伊辰摄
制图： 李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