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不息，笛声不止”的他，留下了怎样的精神财富
一代“笛王”陆春龄 125件艺术档案入藏上海艺术研究中心

“生命不息， 笛声不止。” “愿为人

民吐尽丝。” 这是一代 “笛王”、 著名笛子

演奏家陆春龄生前常挂嘴边的话， 也是他

一生践行的诺言。

昨天是陆春龄百岁诞辰， 在这个特殊

日子里， 其家人决定将陆老的 125 件艺术

档案捐赠给上海艺术研究中心 ， 以此告

慰、 纪念和缅怀父亲。 “父亲生前常对我

们说： ‘没有中国共产党， 就没有我陆春

龄。’ 捐赠这批档案， 就是以实际行动感

恩党的关心和培养。” 长子陆星毅说。

一生践行“笛声寰宇、
毕生为民”的艺术追求

陆春龄是 20 世纪中国笛乐的一代宗

师， 他不仅整理改编了 《鹧鸪飞》 《小放

牛》 《中花六板》 《行街》 《梅花三弄》

等传统名曲， 还创作了 《今昔》 《喜报》

《江南春》 《奔驰在草原上》 《普天同庆》

《月下思亲人》 以及笛子协奏曲 《练兵场

上》、 巴乌独奏 《节日舞曲》 等脍炙人口

的经典佳作。 作为上海民族乐团创始人之

一， 他是我国民族音乐事业的开拓者和传

承者； 作为上海音乐学院教授， 他培养出

一大批优秀专业人才， 孜孜不倦地传播中

国民族音乐文化； 他还是我国灌制唱片、

录制音带最多的笛子演奏家……

此次捐赠的档案中 ， 82 件奖杯奖牌

和证书聘书是其卓越艺术成就的有力见

证 。 比如， 1986 年被授予首届上海文学

艺术奖； 2004 年被授予民乐艺术终身贡

献奖； 2008 年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江南丝竹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 2009

年获得 “第七届中国金钟奖终身成就奖”

等等。 其中， 一张金光闪闪的唱片格外醒

目， 那就是 1989 年陆老改编的传统乐曲

《鹧鸪飞 》 被授予首届 （ 1949—1989）

“中国金唱片奖”。 “中国金唱片奖” 是由

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的权威性大奖， 兼具

学术性和艺术性。

陆春龄的作品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和

精神风貌， 引人入胜， 感人至深， 这源自

他始终坚持为人民而创作， 为人民而演出。

从此次捐赠的不少照片中可以看出， 在多年

的艺术实践中 ， 他常常到矿山 、 医院 、 农

场 、 街道里弄 、 部队 、 高原雪山采风和演

出。 陆老珍藏着一本 1943 年毛主席著、 延

安解放社出版的 《文艺问题·毛泽东同志在

文艺座谈会的讲话》。 他为这本书制作了精

致的包装盒， 盒盖上写道： “一九四三年版

陆春龄藏本 ”， 并盖有陆春龄圆形红印章 。

书中毛主席鲜明指出 “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

民大众服务”， 陆老一生亦是身体力行地践

行着 “笛声寰宇、 毕生为民” 的艺术追求。

“人民音乐的文化使者”，
笛声征服了 10万观众

陆春龄曾八次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被

周恩来总理誉为 “人民音乐的文化使者”，自

1954 年起曾先后去过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访

问演出，笛音传遍世界。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人民独立广场为 10 万人演出， 当地报社评

论：“枪声不能维持秩序，笛声征服了 10 万观

众。 ”在出访期间，他学习和吸纳外国民间笛

类乐器的精华，并将它们改编成笛曲。经过他

的表演， 这些外国民间音乐被注入了新的血

液，呈现出新的风貌，成为陆春龄笛子艺术的

一部分并深受海内外听众的喜爱。

此次捐赠的125件艺术档案中，有16支陆

老在不同时期使用过的笛子。比如“法国三孔

笛”，1955年随中国青年代表团赴法国访问演

出《马赛曲》等曲目；再如 “D调苦竹曲笛 ”，

1962年在上海为毛主席、 周总理等中央首长

演奏了湖南民间乐曲《鹧鸪飞》等曲目，毛主

席听了很高兴， 特地走过去与陆春龄握手致

谢；又如“英国六孔竖笛”，1986年在上海城隍

庙九曲桥湖心亭为访问中国的英国女王伊丽

莎白二世演奏英格兰民歌《乡村花园》。

“这批档案真实反映了陆老的艺术人生

轨迹，对研究中国民族音乐尤其是笛子艺术，

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上海艺术研究中

心主任夏萍表示， 陆老的这些档案不仅是宝

贵的物质财富， 更是值得学习推崇的精神财

富。 入藏后，该中心将进行科学管理、有效保

护，形成实体与数字化双套档案，更大地发挥

其价值。

英雄值得被更多人看见
荡气回肠的历史何妨特别推荐

抗美援朝纪录电影《1950他们正年轻》再度引发业界对“排片问题”的探讨26 位志愿军老兵讲述战火青春 ，

即便相隔 71 年， 他们亲历过的战场震

撼依旧， 回忆依然滚烫。 抗美援朝纪录

电影 《1950 他们正年轻 》 里 ， 所有口

述几乎都是 “抢救式” 的国家记忆、 民

族记忆， 影片也因此得到了高达 9.0 的

豆瓣评分。

只是， 进入商业院线放映 12 天后，

《1950 他们正年轻》 票房还未过 500 万

元， 平均日排片占比仅 1.3%。 为此， 9

月 13 日， 导演宋坤儒发表长文， 感谢

支持这部纪录片的观众 。 他在文中写

道， 若再选择一次， 他还是会像当初一

样决定拍这部电影， “因为， 这不仅仅

是一部电影， 更是这些志愿军老兵的青

春之歌， 是最可爱的人的真实脸庞， 是

正在与世界倒计时告别的爷爷奶奶以热

泪托付我的以身许国故事”。 他还表态，

无论如何不会 “跪求” 排片， “爷爷奶

奶们 71 年前都没有跪 ， 我更不能跪 ，

我一定得替他们站着”。

导演的一番话再度引发业界对 “排

片问题” 的探讨。 专家表示， 虽说近年

来随着众筹点映 、 网络院线 、 影展放

映、 艺术院线等方式付诸实践， 商业意

义上的 “小众电影” 有了整体向好的生

存环境， 但一部留存抗美援朝亲历者口

述的影片 ， 值得在此基础上得到更有

力、 更广泛的支持。

英雄值得被更多人看见， 荡气回肠

的历史何妨特别推荐。 昨天起， 国家电

影局下属的 “人民院线 ” 以全国约

5000 家影院 、 每家每天不少于三场并

持续两周的排片量， 为这部记录重要历

史的电影护航。

“让更多人在仰视
中，看到他们的故事”

《1950 他们正年轻 》 的主演很特

别： 抗美援朝伟大胜利于他们， 不是历

史， 而是青春。 电影记录的内容也区别

于一些电视纪录片， 它不以时间线索复

盘战争， 而是以老兵的口述回望历史。

导演相信， 只有亲历过的人， 才能真正

还原 71 年前那场正义之战、 那些无所

畏惧的人。

影片从 2018 年 6 月起正式开机 ，

2020 年 8 月完成最后一次采访拍摄。 那

段时间，主创团队走访了 50 多位志愿军

战士，最终成片里收录了 26 位老兵的讲

述。其中，最年长的老兵在接受采访时已

经 98 岁， 年纪最小的也有 85 岁。 因此

《1950 他们正年轻》更像是用 “抢救 ”的

方式，在打捞第一线的记忆。

但宋坤儒也明白， 没有强视效的冲

击， 没有滤镜的讲述， 纪录片要想闯

荡商业院线， 是需要些勇气的。 尤其

是现在， 一方面疫情在过去一年多时

间里悄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另一方

面第三方票补的终结带来了票价上

浮， 进影院观影成了比以往需要更多

理由的一桩休闲消费。 但无论哪个场

合， 对于把纪录电影搬上大银幕， 这

名导演从未松口。

“我知道它肯定没什么票房， 但这

事还得做 。” 他的执念源于多重缘由 。

其一， 此前从未有一部以志愿军老兵为

主角的纪录片登上大银幕； 其二， 影院

相对封闭的放映环境 ， 能让观众沉下

心、 不受干扰地去认真聆听那些战争亲

历者的讲述； 其三， 老兵们在口述时，

他们的每一个神情、 每一个细微动作，

都带着岁月、 战争留下的痕迹， 大银幕

无疑会带给人最大限度的心灵震撼。 他

说：“在影院里放映，是我作为一名导演，

能回报给这些志愿军爷爷奶奶的最大敬

意。我想为观众观看创造一个仪式感。我

想尽最大努力，让他们走上大银幕，让更

多人在仰视中，看到他们的故事。 ”

与年轻人“对话”的电
影，值得被多维度的合力
托出水面

9 月 3 日首映日过后， 有观众在网

上留言： “这是我今年看过的最好的片

子，但全场只有我一个人，为片方心酸。”

有的地方上座率低， 另一些地方则是想

看的观众找不到排片。 市场与口碑的倒

挂，这个曾反复困扰文艺片的命题，再度

因这部抗美援朝纪录片而被重提。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建议， 在现

阶段 ， 《1950 他们正年轻 》 可以采用

众筹点映的方式， 让电影与他们的观众

找到彼此； 片方还应向中影数字发行申

请长线放映的密钥， 好让影片挣脱商业

院线的档期， 把每一天都变成潜在的发

行期。

让人欣慰的消息很快传来， 就在导

演发布长文次日， “人民院线” 对所在

影院提出增加排片的要求 。 “人民院

线” 是我国特色院线———2018 年 2 月，

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通知， 提

出在全国 5 万多个影厅中选出 5000 个，

作为 “人民院线” 的签约影厅， 充分发

挥优秀主旋律影片在思想引领和教育人

民方面的重要作用。 入选 “人民院线”

的影厅日常可放映商业影片， 但对 “特

定优秀主旋律影片” 和 “重要时间节点

的重要影片” 要实行专厅专用， 给予政

策 、 资金等多方面扶持奖励 ， 以保证

《1950 他们正年轻》 这样的电影， 可以

持久绽放光芒。

更让人动容的支持源于 “自来水”。

许多普通观众自愿发起 “抢救式观影”，

组织包场活动 。 诸多社交媒体的大 V

也自发力挺， 无偿为电影制作海报， 并

在微博号召观影。 宣传的队列里， 还有

《我不是药神》 的导演文牧野和慰安妇

题材纪录电影 《二十二》 的导演郭柯。

凡此种种， 深深触动着宋坤儒， “他们

身上的正直、 善良 ， 热血 ， 其实和 71

年前的年轻人一样 ， 无论时代如何改

变， 这种精神一直都在”。

而业界也相信， 有了机制护航， 有

了年轻人真诚的喜欢， 这部以 1950 年

的战火青春与当下 “对话” 的电影， 终

将在多维度的合力下被托出水面， 成为

课外的历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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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宣晶） 为贯彻落实中宣部、

国家新闻出版署通知精神以及中宣部约谈头部

游戏企业的要求， 昨天， 市委宣传部、 市委网

信办、 市文旅局、 市通管局等部门集体约谈上

海 20 余家重点游戏企业、 运营平台、 出版单

位。 会议传达中宣部有关精神， 强调要提高政

治站位， 深刻认识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

的重要性紧迫性， 严格落实中宣部和国家新闻

出版署通知要求， 并要求本市重点网络游戏企

业落实主体责任， 严格做好内容管理， 不折不

扣完成防沉迷工作。

会上提出了上海加强属地网络游戏管理的

“沪七条”， 从提升内容质量、 做好审核把关、

压实平台责任 、 加强运营管理 、 强化党建引

领、 开展培训指导、 发挥协会作用等方面提出

具体措施， 统筹推进源头治理、 系统治理、 生

态治理， 力求取得切实成效。

这之中包括： 要注重提升游戏品质和文化

内涵。 企业应加强创新创造， 着力打造思想精

深、 艺术精湛、 制作精良、 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的精品佳作。 要做好游戏内容审核把关。 严禁

含有错误价值取向、 淫秽色情、 血腥恐怖等违

法违规内容 。 坚决抵制拜金 、 “娘炮 ” “耽

美” 等不良文化， 强化 “氪金” 管控。 要压实

平台责任。 本市游戏平台不得接入未获版号的

游戏， 不得接入未完成防沉迷系统的游戏。 任

何平台 （企业） 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未成年人

提供游戏账号租赁交易的业务服务。 要加强运

营管理。 强化游戏广告监管， 规范明星代言，

不得宣传推广违规游戏。 加强游戏直播管理，

禁止出现高额打赏、 未成年人打赏等情况。 要

强化党建引领。 依托上海网络出版党建联盟，

充分发挥网络游戏企业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

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 引领行业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坚持社会效益优先 ， 切

实承担社会责任 。 要加强培训指导 。 本市将

组织网络游戏出版企业 、 网络游戏运营企业

开展 2-3 批次专项培训 ， 强化业务指导 。 要

积极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发挥协会作用，

推动本市企业响应国家游戏行业公约， 积极履

行社会责任。

据透露， 本市各相关部门将联动协同， 密

切配合， 加大监管监察力度， 不断完善常管常

严的工作机制 ， 坚持问题导向 ， 坚持效果导

向， 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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荩陆春龄

在广场为群众

演出。

茛陆春龄

原创笛子独奏

曲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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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馆育人，让人们更好感知中国风东方韵
(上接第一版) 经常性举办具有较强互动

性、 参与性、 体验性的展览活动， 可以

在 “寓教于乐” 中拉近展品和受众的距

离， 不断丰富受众观展体验。

二是细分受众 。 特色化就是生命

力。 除了一些综合性大型展馆外， 鼓励

倡导中小型展馆聚焦某个特定领域， 深

耕细作、行而不辍，这样方能吸引特定受

众长期、持续地跟踪展览，增强展览的独

特吸引力。此外，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

同性别、 不同文化程度的受众对不同展

览具有明显的偏好， 要加强宣传的个性

化、多样化，像“市场细分”一样“细分受

众”，才能有效吸引相应偏好受众走进展

览场馆。伴随着展馆的数字化建设，有的

展览可以充分运用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

术，来分析观众在参观、参与、互动体验

过程中的喜爱、偏好，如服务是否到位、

用户是否满意等。

三是科学评估。 目前， 一个展览会

展期少则一周多则数月， 需要构建科学

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一是展览作品的

艺术性、 思想性评估； 二是布展内容的

科学性、 创新性评估； 三是导览现场和

观众接受度的评估； 四是社会效应和经

济效益的评估。 其中， 展览效果可以以

参观人数多少、 导览互动强弱和有效传

播率作为评判的重要指标。

让专家及专业爱好者
在导览中发挥作用

值得引起重视的是， 要想更好发挥

“场馆育人” 的功能， 一个很重要的环

节是导览。 虽然大部分展览都设置有作

品展签介绍，但它的作用是有限的。有的

艺术本身就很抽象， 观众面对眼前的作

品，有时使出洪荒之力，却还是无法 get

到艺术家的点，看展如同走马观花。导览

能够让观众知道更多艺术作品背后的故

事， 并且把很容易忽略的细节着重讲出

来，能够使展览真正成为让市民走得近、

谈得了、带得走的文化精神食粮。

因此， 笔者建议所有的场馆对每一

个展览都预先做好导览计划， 要将导览

时间安排， 作为与展期时间同等重要的

信息广而告之， 确保导览时间不少于展

览时间的一半， 各文化主管部门切实负

起监督指导责任， 将导览时间、 导览受

众规模和导览评级高低作为评判展览优

劣的重要依据， 作为展馆评奖评比的重

要标准。 凡是展览作品， 展览策划团队

或作者本人也应对每件作品撰写一份

两三百字的创作感想或导读说明 ， 这

样每件作品皆可给观众提供一个可鉴

赏的依据 。 特别是对普通大众而言 ，

尤为重要。 这也是展览亲民活动的一个

重要标志。

那么， 如何打造一支高质量的讲解

服务团队呢？ 首要的是加强展馆从业人

员的专业化队伍建设。 其次， 可以面向

全社会， 特别是在高校师生中招募大量

的展览讲解志愿者、 志愿团， 开展常态

化的展览讲解服务。 同时， 还可以充分

发挥美术家协会、 书法家协会、 摄影家

协会以及有关大专院校、 文化机构等群

展单位的作用， 组织开展公益展览、 义

务解说培训等合作项目， 让行业协会专

家及专业爱好者在讲解导览中尽情发挥

传播思想、 传播文化的作用。

如果说一流的展览场馆是上海城市

硬实力， 那么 “场馆育人” 就是上海城

市软实力， 两种实力双向赋能， 可以让

人们更好感知中国风、 东方韵， 展现更

富有魅力的人文之城。

▲陆春龄常用的 Ｄ 调苦竹曲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