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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学习和弘扬鲁迅先生关切民族命运、
担当时代使命的爱国精神

“无穷的远方， 无数的人们， 都

和我有关……” 鲁迅在 《这也是生

活》 中写下的句子， 仍激励着当代年

轻读者。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

参与者、 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鲁

迅留下 750 余万字皇皇巨著。 上海文

艺工作者如何继承发扬鲁迅精神， 如

何在今天与大先生共发光发热， 坚定

文化自信、 攀登新时代的文艺高峰？

在昨天由上海作家协会主办的纪念鲁

迅先生诞辰 140 周年座谈会上， 与会

学者谈到， 文化界应学习继承鲁迅先

生的爱国精神 、 人民情怀和文化风

范， 弘扬城市精神品格， 打响上海文

化品牌， 坚定文化自信， 坚持为人民

而创作， 努力推出更多文艺精品。

从上世纪 20 年代起， 上海就与

鲁迅有着深厚渊源， 是鲁迅在其光辉

一生最后阶段生活、 创作、 奋斗的城

市， 也是鲁迅精神最终凝成和充分展

现的地方。 上海能够发展成为中国现

代文学重镇、 成为国际文化大都市，

有着以鲁迅为代表的诸多文化前辈的

杰出贡献。 在上海时期， 鲁迅出版了

《三闲集》《二心集》等杂文集，编辑了

《奔流》《朝花周刊》《译文》 等进步刊

物，创作出《故事新编》等经典作品，打

动了一代代青年。 140 年过去了，“青

年与鲁迅”的话题历久弥新。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查苏娜

观察到，当下青年会主动向百年前“鲁

迅”寻找话语资源，以自己的方式积极

地拥抱鲁迅———在热点新闻评论区，鲁

迅被频繁地引用； 大热历史剧 《觉醒年

代》中，鲁迅“圈粉”无数年轻人；甚至有

大学生用 16 篇《野草》创作说唱作品，收

获近 900 万播放量…… “作为肩负重大

使命与责任的青年一代， 我们应该从鲁

迅那里寻找一双更为明亮的眼睛， 这双

眼睛看得见‘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

看得见自己生活世界之外广阔的天地。”

“鲁迅犀利的文字背后， 最根本的

目的还是疗愈 ， 他不仅是天才的文学

家， 更是心系天下苍生、 致力于用文字

来改变社会的实干家。” 上海作家滕肖

澜谈到， 要学习鲁迅爱国爱民的情怀和

担当， 自觉肩负起文学工作者的责任和

使命。 “年龄与岁月， 或许能让我们积

累更多的写作经验， 但如果没有这份使

命感 ， 也只能永远是文本上的简单重

复， 而很难有更高层次的突破。” 她认

为， 写作者要学习鲁迅把写作与当下时

代背景、 百姓生活紧密结合， 把眼界放

宽， 把格局放大， 跳出写作的舒适圈，

去尝试更多反映时代变迁、 城市面貌的

现实题材作品。

站在 “新时代” 回望 “觉醒年代”，

在两个伟大的时代之间， 从个人的觉醒

到民族的觉醒， 沉甸甸的文艺重任落在

新一辈肩上。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评论

家黄平说， 作为百年前的 “80 后 ” 杰

出代表， 鲁迅的文学事业， 就是人的文

学与人民的文学的完美结合。 “回望百

年前开天辟地的青春文学， 我们这一代

也亟需迎头赶上。 更多年轻人越来越意

识到： 从来没有纯粹的个人， 每个人的

命运和其他人的命运息息相关， 人类本

身就是命运共同体。 我们的创作要走向

更为广阔的世界， 文艺要从人民中来，

到人民中去。” 黄平认为， 鲁迅带来的

启示是， 始终保持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

系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最宝贵的品质。

“今天讲文化自信， 不仅要讲伟大

的古典文化， 也要讲鲁迅所代表的这百

年来中国的新文化。 纪念学习鲁迅， 很

重要的一点， 就是向鲁迅学习真正切实

的自信 。” 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记得 ，

许多国际友人谈起鲁迅， 目光中充满的

兴奋和喜悦。 在他看来， 鲁迅一生在文

学上的奋斗 ， 就是从批判阿 Q 式的没

有脊梁的盲目狂妄的自信开始， 最终过

渡到 “中国的脊梁 ” 的真正切实的自

信。 “我们要学习先生的这份自信， 如

果人人都有这一份自信， 汇聚起来， 就

将是民族复兴的磅礴之力。”

“鲁迅 55 岁的生命流程，在中国文

学领域铸就了最坚强灿烂的文学坐标。”

上海作协副主席、 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

杨扬认为，鲁迅是文学家，但他不是吟风

弄月的文学家， 而是一生致力于用文学

来改良社会的文学践行者。 “在海量信

息四处漫溢的世界里， 鲁迅并没有淡出

人们的视野，相反，我们因为接近鲁迅而

感到精神充实， 因为阅读鲁迅而感到文

学的有力。 ”

文化

■本报记者 许旸

上海举办纪念鲁迅诞辰140周年座谈会
本报讯 （记者许旸）今年是我国伟

大的文学家、 思想家、 革命家鲁迅诞辰

140周年，为继承和弘扬鲁迅精神，坚定

文化自信，上海纪念鲁迅诞辰140周年座

谈会昨天在文艺会堂召开， 深切缅怀这

位文化巨匠、思想巨人和革命先驱，深入

学习他留下的宝贵财富， 为推动上海文

化事业的持续繁荣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

国际文化大都市汲取不竭的精神动力。

鲁迅先生的一生， 是为民族觉醒奔

走呼号的一生， 是为民族自立勇毅斗争

的一生，是为民族新生鞠躬尽瘁的一生。

鲁迅毕生致力于人民的思想启蒙和解

放，畅想和期盼民族复兴的美好前景。处

于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 要学习和弘扬

鲁迅先生关切民族命运、 担当时代使命

的爱国精神，坚持关注社会现实、创作

紧贴人民、树立文化自信的文学思想。

座谈会上，上海作协副主席、上海戏剧

学院副院长杨扬教授，复旦大学教授、

评论家郜元宝，鲁迅文学奖得主、上海

作家滕肖澜，青年评论家、华东师范大

学教授黄平，青年大学生代表、华东师

范大学中文系学生查苏娜，分别以《继

承鲁迅精神， 坚持鲁迅方向》《学习鲁

迅，坚持文化自信》《追随鲁迅精神，书

写时代画卷》《与鲁迅同行， 为人民创

作》《像鲁迅那样，做坚定的爱国者》为

题目， 从不同角度交流了他们在新时

代学习鲁迅、 继承和弘扬鲁迅精神的

认识体会。

上海市副市长陈通出席。

《鲁迅手稿全集》出版，收录手稿影像3.2万余页
囊括迄今所能搜集并确认的全部鲁迅手稿，不少资料初次面世

本报北京 9 月 28 日专电 （驻京记

者李扬） 鲁迅手稿是鲁迅精神的重要载

体，是鲁迅先生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随

着鲁迅研究的逐步深入，鲁迅手稿征集、

整理工作不断有新的发现。 9 月 28 日，

《鲁迅手稿全集》新书首发式在国家图书

馆举行。

新版《鲁迅手稿全集》全套78册，共

收录鲁迅手稿影像3.2万余页，较已出版

的手稿增加近1.5万页，囊括了迄今所能

搜集并确认的全部鲁迅手稿，其中不少

资料初次面世，具有突破性意义。

鲁迅先生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

革命家、学者。 一直以来，学术界迫切希

望能更加充分地利用鲁迅手稿开展研

究。在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支持下，文化

和旅游部会同国家文物局， 提出重新编

辑出版《鲁迅手稿全集》。经中宣部同意，

项目于2017年6月正式启动，由国家图书

馆牵头，联合北京鲁迅博物馆、上海鲁迅

纪念馆、绍兴鲁迅纪念馆、广州鲁迅纪念

馆等鲁迅手稿主要收藏机构共同实施。

历时4年，编委会最终完成新版《鲁

迅手稿全集》全套78册、共计3.2万余页

手稿的精印出版。 新版《鲁迅手稿全集》

分为 《文稿编》《译稿编》《书信编》《日记

编》《辑校古籍编》《辑校金石编》《杂编》7

编，较此前出版手稿增加逾14600页。

新版《鲁迅手稿全集》在手稿范围界

定方面较过去有较大延伸，除鲁迅创作、

辑录、翻译的作品手稿外，还将其课堂笔

记、古籍抄本、手写账册、单据，以及有修

改手迹的校样稿等多种类型资料纳入收

录范围，力求应收尽收。 同时，首次对文

物出版社版《鲁迅手稿全集》原拟后续编

辑的《译稿编》进行了编辑整理，尽可能

从鲁迅研究、学习、创作及生活起居等多

个维度，完整立体呈现其文人风骨。

据介绍，新版《全集》特别是后三编

收录了大量新资料， 实现了鲁迅手稿内

容和范围的极大扩充。 其中，《辑校古籍

编》新增《鲁迅辑校古籍手稿》未收录者

120种、收录不全者5种，包括《於越有明

三不朽图赞 》《恒训 》《镜湖竹枝词一百

首》《二树山人写梅歌》《出三藏记集》《遂

初堂书目》《墨经正文》《易林》等；《辑校金

石编》首次收录国家图书馆、北京鲁迅博物

馆等单位藏金石手稿3516页又66条、 拓本

题签773条。 《杂编》为首次收录出版。

《全集》出版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联合

文物出版社共同承担。 为更好展现原貌，

《全集》 力争每件手稿都采用原件高清扫

描、按照原稿彩色影印、原大收录排印，不

作修版描润， 装订形式采用可将书页完全

展开的锁线胶装， 使读者在阅读鲁迅作品

的同时，还可欣赏鲁迅的书法艺术。

《全集》所收录的每一件手稿都由编校

人员细致地加以鉴定、考证和审核，不仅提

供了每一件手稿的名称、时间、数量、尺寸、

收藏者等信息，还就相关问题详加备注，力

求为研究者和读者提供更为准确、专

业的资料与信息。

文化和旅游部党组书记、 部长，

《鲁迅手稿全集》编辑委员会主任胡和

平在首发式上讲话并为 《鲁迅手稿全

集》揭幕。 鲁迅长孙、鲁迅文化基金会

会长周令飞表示：“《鲁迅手稿全集》是

对祖父的文学与思想的形象观照，这

些文字对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

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从真迹的

角度，《鲁迅手稿全集》 按原稿彩色影

印、原大收录排印，更能增强其文学和

思想力量的巨大吸引力， 这将有助于

国人阅读和体会鲁迅， 继承和弘扬鲁

迅精神。 ”

“新国乐沉浸艺术特展”10月1日起亮相上海音乐厅
系列文旅项目“海上生民乐”从沉浸式特展到驻场演出，在上海“打卡”国潮新体验

在光影和音符的流动中， 或抚动琴弦

或击打鼓面， 走进拥有 91 年历史的凯迪

拉克·上海音乐厅， 市民游客可以在这栋

美轮美奂的建筑内， 获得最潮的国风国乐

交互式体验。 作为整体文旅项目 “海上生

民乐 ” 的重要组成部分 ， “何似在人

间———新国乐沉浸艺术特展” 将从 10 月

1 日起至明年 4 月 1 日举行。

位于上海音乐厅四楼的 “乐 ∞ （乐

无穷）” 艺术新空间即将迎来 “科技” 与

“国乐” 的全新碰撞。 五个展厅相互独立

又互为整体， 构筑了一幅丰盈而生动的古

风国乐画卷。从“高士”“侠客”“将士”到“佳

人”“智者”，每个展厅对位一种人格意象和

民乐态度， 并采用相应的民乐乐器和民乐

曲目呈现情绪氛围。

当观众依次步入五个空间， 视觉、 触

觉和听觉都将被调动 。 比如 ， 走进名为

“琴者，情也”的“高士”展厅，耳边是古琴曲

《流水》《梅花三弄》的音符，跟随灯光走入

“亭”中，四大名琴号钟、绕梁、绿绮、焦尾沿

边而置，观众可以端坐琴前抚动琴弦，眼前

画卷将呈现绚烂的影像变化。移步名为“击

鼓其镗，死生契阔”的“将士”展厅，观众不

仅能听到《秦王点兵》的鼓乐，看到以鼓为

核心的多媒体装置， 还能亲手敲击鼓面并

看到鼓面上的交互式影像， 体验一回将士

击鼓号令大军的仪式感。

作为此次文旅项目及此展览的创意总

监， 来自幻维数码的章喆认为， 眼下以音

乐角度切入的国风展览很少见。 “何似在

人间———新国乐沉浸艺术特展” 之所以特

别 ， 在于它结合了深受大众喜爱的文艺

“打卡” 和充满科技感的观展体验。 “人

们不仅能获得知识， 也能身临其境地感知

国乐之美。 当穿着汉服的年轻人观展拍照

并上传到网络， 也是对国乐文化有益的二

次传播。”

“我们正在探索如何用更特别的方式

开放音乐厅， 吸引更多人的目光。 比如为

了这次展览 ， 我们特别设计了 ‘鬼马小

妹’ 这个可爱的人物形象， 作为展览中的

主角之一她会演奏各种各样的民族乐器。”

凯迪拉克·上海音乐厅总经理方靓介绍说，

未来关于 “鬼马小妹” 的更多文创产品也

将 “安排” 上， 让更多受众感知音乐和生

活的美好。

与 “何似在人间———新国乐沉浸艺术

特展 ” 相配套 ， 10 月 20 日-11 月 11 日

期间， 由凯迪拉克·上海音乐厅与上海民

族乐团联袂出品， 幻维数码参与制作的国

风音乐现场 《海上生民乐》 驻场演出将和

观众见面， 从音乐到视觉刷新大家对海派

民乐的认知。 “依托 ‘场团融合’ 提供的

广阔平台， 我们期待海派民乐与海派建筑

碰撞出全新火花， 让传统文化更好地贴近

生活、 深入人心。” 上海民族乐团团长罗

小慈说， 这是一场可听可感的视听之旅，

旨在唤醒深埋于人们血脉的文化基因， 探

寻属于上海这座城市的无限可能。

“以往音乐会的光影视觉， 往往被限

制在镜框舞台形制之内。 而此次我们的演

出让视觉效果蔓延至整个音乐厅空间， 从

而打开听众的眼睛， 让他们不仅听音乐会，

也能去看音乐会。”《海上生民乐》驻场演出总

导演马俊丰说。 届时，凯迪拉克·上海音乐厅

这座“宝藏建筑”，将通过建筑、艺术、音乐、光

影、科技的交互，实现“国际风范”与“东方神

韵”的深度交融，助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打

造上海文旅新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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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城屡屡一票难求的独脚戏 《石库门的笑声》

“霸屏”了！记者昨天获悉，东方卫视将推出国庆特别

节目———实景海派喜剧《石库门的笑声》。届时，毛猛

达和沈荣海这对“金牌搭档”将走出剧场亮相荧屏，

从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四个方面，生动演绎改革开

放四十多年来上海的发展与蜕变。

据悉，本次特别节目将充分展现海派滑稽戏“说

学做唱”的精神。 一小时的节目以线下剧场《石库门

的笑声》为蓝本，呈现七八个情景短剧。 传统上海滑

稽戏演员和海派喜剧新人将同台展示滑稽戏的传承

与创新，在令人捧腹的段子中，让观众一次过足瘾，

感受上海喜剧文化焕发的无限魅力。

“生活的细节处，闪烁着上海的城市精神。 ”据

《石库门的笑声》制作人许霈霖介绍，此次“独脚戏大

集锦”向观众呈现的尽是驻场演出的亮点与特色，涉

及上海文化、上海制造、上海服务、上海购物———上

海的 “四大品牌”， 关切人民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

“希望上海滑稽戏的魅力能够破圈而出，被更多观众

所喜爱”。

“吃蟹没有姜，事情要搞僵”“吃蟹没有糖，心里

空荡荡” ……住在石库门的上海市民们， 过去互借

醋、姜、糖享用大闸蟹是常事。 生动诙谐的语言段子

展示了上海邻里之间互相帮衬、“远亲不如近邻”的

温情故事。沪语将贯穿毛猛达和沈荣海的表演，叨家

常般的对话语言不仅透露出上海原汁原味的烟火气

息，且尽显申城地域方言的魅力。

一部服装史就是人民生活变化发展的侧影。 从

“华挺绸、美丽绸、涤粘绸、涤绢绸”到一步裙、迷你

裙，种种贯口与幽默段子，展现蒸蒸日上的生活与时

尚摩登的城市气质。 节目中，Cosplay等深受Z世代喜

爱的潮流文化将与传统文化生活进行有趣对话，这

种富有张力的碰撞也与上海活力、多元、包容的城市

品质不谋而合。

“嘉定的葡萄，松江的鲈鱼，朱家角的蹄髈，南翔

的小笼”，演员以上海特色美食作引，凸显了乐观积

极的时代风貌，幽默调侃沪语中带“吃”字的表达。而

对“吃鸡”“种草”“拔草”等当代生活中流行用语的讨

论，不仅发挥了滑稽戏关注现实、灵活机动的特点，

同时反映了上海市民日趋丰富多彩的消费生活。

衣食住行记录申城烟火， 地道沪语尽显海派魅

力。 正如毛猛达所说：“《石库门的笑声》是属于上海

人民的笑声。 ”作品从普通市民身边说起，以小见大

地讲述上海不断发展蜕变的动人故事。自2018年9月

首演至今，独脚戏《石库门的笑声》已在线下演出了

百余场，累计观众近十万人次。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10月1日21：20推出的国庆

特别节目在原有剧目的基础上大胆创新， 打破棚录

模式，通过奉贤实景拍摄、音乐演绎等尝试，展现上

海的都会风光与城市变迁， 探寻这座城市深厚的人

文血脉。毛猛达和沈荣海这对老搭档之外，海派文化

喜剧新人的加盟将助力喜剧的年轻化传承。 据悉，

《笑傲江湖》第四季冠军、上海籍相声演员张聿将在

情景剧中友情出演“阿德哥”的儿子。

声音，也是本次特别节目的新看点。开场以音乐

为引， 加入遗留在上世纪光阴里的叫卖声与现代都

市生活中的声音元素，由两位主角演绎石库门早晨的情景，串成一

首《石库门协奏曲》。 怀旧与摩登交织，岁月沉淀与蜕变发展融合，

协奏曲起到了“点睛”作用。从硬件到软件、从金融贸易到文化生活

三百六十度全方位的经济发展， 上海日新月异的变化与未来可期

的壮阔蓝图，都将被这对“名嘴”娓娓道来。

▲ 《鲁迅手稿全集》

▲鲁

迅手

稿

“何似在人间———新国乐沉浸艺术特展”将从10月1日起至明年4月1日举行。 (除署名照片外均为《海上生民乐》演出海报)

制图： 李洁

摄影： 叶辰亮

■本报记者 童薇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