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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前完成的群众文艺领域政府最高

奖——第十九届群星奖展评中，上海共有10个

节目入围决赛，创下自2016年《群星奖评奖办

法》修订以来上海入围群星奖决赛作品数量之

最。最终，口琴重奏《爱上这座城》和小品《我记

得你，你就活着》凭借对上海红色文化、海派文

化和江南文化的鲜活展示，打动了评委，收获群

星奖。而在三年前的第十八届群星奖展评中，

上海有3个作品获得群星奖，为历届最佳。

近年来，上海群文作品的数量和质量不断

提升，涌现了一批紧扣时代脉搏、表现现实生

活、关注社会需求、反映百姓心声的原创佳作，

在全国各类赛事活动中频创佳绩。好成绩从何

而来？业界专家认为，这得益于上海完善的群

文创作机制，它为好作品的诞生提供了有力的

保障。

层层选拔，搭建培育新
人新作的阶梯

群众文艺创作是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群众文化繁荣发展的生命

力和原动力，也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

重要任务之一。在顶层设计方面，上海成立

重大文艺创作领导小组，将群众文艺创作列

入聚焦的六个板块之一，与专业创作同等重

视、同步部署，团结、培育、引导广大群文工

作者繁荣发展群众文艺。

在具体实践中，上海以每年一届的群文

新人新作展评展演为重要抓手，为基层群文

新人新作提供崭露头角和学习交流提升的

机会。据统计，2020年，共有137个原创作

品参与了展评展演；2021年，这一数字增加

到172个，新人新作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

在逐年上升。除了市级层面，各区纷纷对接

设立区群文新人新作的选拔机制，而街道又

对接区群文新人新作进行选拔。层层对接、

层层选拔，有目标、有渠道，督促着年年出新

品，形成良性循环发展态势。

“选拔只是第一步，每一级选拔结束之后，

都会留一段时间进行打磨。”市群艺馆前创作

部主任王晓宁介绍，在市级群文新人新作选拔

结束后，要召开各门类的创作座谈会，请评委

与具有潜力的作品创作者面对面，深入交流，

为作品把脉，让群文创作者有的放矢地进一步

打磨自己的作品，推动群文新作从新品到优品

再到精品的转化。在此基础上，每三年开展本

市群星奖参赛作品选拔活动，好中选优。

王晓宁透露，为作品把脉的专家不限于

上海，还邀请全国各地的专家来“会诊”，而与

文字性修改意见一同发放下来的还有经费。

2017年起，上海建立了“群众文艺创作孵化

机制”专项资金，以群星奖选拔作为工作引

擎，完成创作过程中的人才和作品的孵化。

据了解，参与2022年第十九届群星奖

决赛角逐的十个上海作品和团队在入围之

前，都经过孵化，得到过不同程度的专项资

金扶持，甚至有节目是从文本阶段开始就得

到指导。“每年，各区文化馆都会征集创作构

思文本，汇集于市群艺馆进行初轮筛选，针

对选出的优秀种子，会由市群艺馆请相关专

家研讨评析、跟踪指导。可以说，作品的每

一步成长、提升，专家的指导、服务都伴随左

右。”市群艺馆创作部副主任栾岚说。

什么样的作品能称得上精品？观众最

有发言权！上海通过巡演、赛事、节庆、公共

文化配送等各种渠道、平台的展示展演，给

创作团队在实战中不断提升的机会。与此

同时，积极利用“文化上海云”平台、上海数

字文化馆平台及社会平台，上海将历年优秀

的群众文艺创作在云上传播，根据观众反馈

反复雕琢，层层打磨，有效促进群文创作的

蓬勃发展。

比如，在参加第十九届群星奖决赛前，

上海将入围作品汇集起来一连举办了六场

惠民展演。“今年因为疫情，主创们的排练都

是在排除万难的情况下进行。通过赛前展

演，有助于进一步打磨、提升作品，演员们也

能积累更丰富的舞台经验。”市群艺馆馆长

吴鹏宏透露，2022年上海市群文新人新作

展评展演将于11月下旬举行，开启新征程，

为下一届群星奖的选拔打下基础。“期待各

区发挥区域文化优势，在各个门类涌现出更

多优秀群文作品。”

引领示范，创建群文创
作基地和示范点

为了优化创作环境，积极发挥示范引

领作用，上海根据群文门类和创作特色，

因地制宜确定16个基地为上海市群众文

艺创作基地和创作活动示范点，以点带

面，引领全市群文创作。这之中，包括：

以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谈敬德为带头人的

浦东新区新场镇文化服务中心的“锣鼓书

创作基地”，以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上

海市书法家协会理事彭烨峰领衔的松江

区文化馆“书法创作基地”，拥有广泛群

众基础的浦东新区文化艺术指导中心“美

术创作基地”，汇聚吕凉等一批知名戏剧

家并且有着良好群众文学、音乐创作队伍

建设的闵行区群众艺术馆“音乐文学创作

基地”，地处静安戏剧谷的静安区文化馆

“戏剧创作基地”，以及嘉定区南翔镇文

化体育服务中心、虹口区文化馆、松江区

文化馆、长宁文化艺术中心、奉贤区文化

馆等的合唱创作、戏剧创作、音乐创作、

黑白版画创作等示范点。

每一个创作基地和示范点都有硬性

指标——每年必须创作2个新作品，积极

参与上海市群文新人新作展评展演，每年

还须主办该门类的活动及展览，以此激发

创作活力。

针对目前群文创作中的薄弱环节和

基层需求，上海先后举办了曲艺创作、广

场舞创编、合唱指挥、民乐创排等专项培

训，不断提高基层群众文艺创作队伍的能

力和水平。此外，上海还积极组织创作骨

干参加文旅部、中国文联、中国群文学会、

中国文化馆协会举办的全国性创作笔会、

采风、研讨及各类交流培训活动，加强交

流，了解信息，提高认识，加强队伍建设，

促进优秀作品创作。

品牌节庆，激发文化参
与和文化创造的热情

上海打造的市民文化节等节庆品牌，则

为各级各门类群文创作搭建了展示、交流、

示范和推广平台。

其中，上海市民文化节可谓全面展示上

海群众文化建设成果和市民文化风采的集

大成者。自2013年创办以来，该文化节累

计开展活动超过40万项，举办83项全民赛

事，让一大批怀揣文化艺术梦想的市民走出

自娱自乐的小圈子，登上高规格舞台。比

如，今年入选群星奖广场舞决赛的作品和团

队就是从2020年市民舞蹈创作大赛中选拔

出来的。每单年举办一次的“江南之春”画

展至今已举办21届，是上海画坛一个具有

悠久历史的“老字号”美术双年展，如今“江

南之春”画展已经在上海群文美术创作中确

立了具有指导性、示范性、权威性的作用与

地位并影响广泛。每单年一次的“大师从这

里起步”上海少儿美术书法作品展至今已举

办六届，对挖掘、培育少儿书法、绘画人才起

到积极作用。每双年一次的上海市民艺术

大展已举办八届，征稿范围更广，涵盖美术、

书法和摄影，成为市民艺术爱好者交流、展

示、提升的大平台。

2016年创办的上海 · 静安现代戏剧谷

特辟“市民戏剧竞演”单元，吸引市民报

名踊跃，2020年与市民文化节牵手主办

中外家庭戏剧大赛，让更多人参与戏剧创

作、展示戏剧才华。“曼舞长宁”是2014年

创设的以舞蹈为主题的文化品牌活动，以

普及、引领市民对舞蹈艺术的欣赏、学

习、交流、体验等为目标，积极推动群众

舞蹈创作和表演。此外，还有浦东文化艺

术节、虹口无伴奏合唱大赛、上海浦江沪

剧节、金秋闵行合唱大赛等。丰富多姿的

各类品牌节庆活动，营造市民热爱文化艺

术的氛围，激发全社会文化参与和文化创

造的热情。

口琴重奏《爱上这座城》融合民歌和

爵士的音乐元素，被赞“很民间、很上

海”。这已经是90后青年作曲孙彬彬的作

品第二次获得群众文艺领域政府最高

奖。三年前，她作曲的器乐重奏《和 ·鸣》

就夺得第十八届群星奖。“《和 ·鸣》获奖之

后，我一直希望自己有新的突破，能找到

下一个能代表上海，体现海派文化和江南

文化特色的元素。”偶然情况下，孙彬彬得

知中国第一家口琴厂诞生在上海，并且口

琴陪伴了许许多多上海人的成长，是他们

接触的第一件乐器。“虽然口琴小小个，但

是它品种很多，音域很广，被称为‘口袋里

的钢琴’，可塑性非常强。口琴的声音与

这座城市的文化特别匹配，我觉得这正是

我心目中一直想要寻找的‘下一个’。”一

次机缘巧合，孙彬彬联系到魔幻之声口琴

乐团——一群来自各行各业但因为口琴

而结缘在一起的年轻人，于是口琴重奏

《爱上这座城》就诞生了。

仔细听不难发现，在这个口琴重奏

中，“茉莉花”旋律若有似无地贯穿和铺垫

在整个作品中。“‘茉莉花是在国际上具有

知名度的中国音乐，既江南，也中国，更国

际。作品也加入了爵士风，但灵魂核心还

是‘茉莉花’，这很符合海派文化的特质。”

孙彬彬透露，今年采取线上评审的方式，

为了比赛公平，演出画面必须一镜到底，

中间不能剪辑。连续两届得群星奖，她深

感荣幸。“在创作时，我们并没有考虑如何

获奖，而是重点关注音乐和作品本身，如

何让作品每一环都做好，最终在展现时能

打动观众，这才是最重要的。相信好作

品，一定会被看到。”

戏剧小品《亲！还在
吗》：来自生活的深深感动

戏剧小品《亲！还在吗》讲述一位

母亲无法在现实生活中与女儿沟通，

就在网上假扮淘宝网的买家与女儿说

话，一句“亲！还在吗”让母亲无比欢

喜，但在一次与快递小哥收货中的机

缘巧合，被女儿发现。以此为契机，母

女双方袒露心声，领悟了亲情的真谛！

杨迿编剧的《亲！还在吗》是第十

七届“群星奖”决赛中较少的都市题

材，淘宝、网购、微信等元素非常贴近

生活并且时尚，富有大都市的特点与

气息。作品深刻反映了现代忙碌的大

城市中人与人的沟通和距离，让人们

感受到“来自生活的深深感动”。

音乐剧小品《看见自
己》：有歌有舞有情节

音乐剧小品《看见自己》聚焦母女

亲情，讲述了房客杨光租住在上海女

孩安静家里的所思所想。安静嫌母亲

唠叨，而杨光却始终维护安妈妈，说：

“看见你，就看见了曾经的自己。”杨光

也曾叛逆，在离开家后，才懂得母爱与

亲情的珍贵。

《看见自己》由栾岚、李立导演，王晓

宁作曲，大胆尝试以少有的音乐剧小品

形式创新呈现，15分钟的有限时长内，

有歌有舞有情节，有笑有泪有感动。正

如小品名字一样，剧中的人物在看见自

己，而观众也借由剧中人看见自己的影

子，启迪人们珍惜亲情、学会感恩。

器乐重奏《和 ·鸣》：用音
乐拥抱世界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方能“天

下大同”。民乐重奏《和 ·鸣》由叶笑樱

担任艺术指导、孙彬彬作曲，组合了古

琴、竹笛、大鼓、迪吉里杜管、沙克、口

弦与手碟等不同国家的乐器，通过艺

术构思，将古老到年轻的声音跨时空

融合，不同国度和民族的多元文化交

融碰撞，创作出和谐动听的旋律。

整个作品生动传递了中华民族

“和”文化的思想精髓，表达创作者对

文化多样性的尊重，用音乐拥抱世

界。听过的观众感叹：没想到各个国

家的乐器组合在一起相得益彰，声音

居然这么好听，融合的这么恰到好处，

的确有“和鸣”的感觉。

苏州评话《捍卫者》：讴
歌民族气节

短篇苏州评话《捍卫者》以四行仓

库保卫战为题材，呈现上海这座城市

的民族气节，讴歌中华儿女保家卫国

的爱国主义情怀，弘扬先烈们的英雄

事迹。作品采用双档评话呈现历史，

注重人物刻画和情节描述，选择了中

间两天最激烈的战斗作为故事架构，

着重刻画了“遗书”“送旗帜”等片段描

写，以此凸显捍卫者的精神。

为了尊重历史，选定好创作方向后，

国蓝、薛晓、鲁俊、濮建东等主创到四行

仓库进行了实地考察，查阅了大量史料，

被可歌可泣的人物故事深深感染。

数量和质量齐飞，上海群文创作频创佳绩
▲小品《我记得你，你就活着》（第十九届群星奖作品）▲口琴重奏《爱上这座城》（第十九届群星奖作品）

创作谈

口琴重奏《爱上这座城》：
“很民间、很上海”

小品《我记得你，你就活着》将红色题

材和穿越形式结合，通过同为20岁的两个

年轻人穿越时空的碰撞，表达对先烈的追

怀。其中有一幕让人感动不已：当“穿越”

的小战士发现自己将要牺牲，毅然决然选

择回到战场。今天的同龄人拉住他说：

“我不想你死！”小战士回答：“你记得俺，俺

就活着。”

“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在一年

多的创作和打磨中，因为得到了领导和同

仁们的支持和帮助，专家们的细心指导，

演职人员们的真情用心，作品才能不断变

得更好。”80后编剧刘晓耕透露，该小品的

创作灵感来源于一则新闻报道：2020年6

月，中印边境加勒万河谷爆发冲突，共有5

名解放军官兵伤亡，其中4人牺牲，最小者

年仅19岁。报道中有他们的照片，一张张

面孔年轻而鲜活。他们的墓碑旁，十余支

燃烧的烟头排成一排，那是战友们对英雄

最简单也最深切的怀念。这一新闻被网

友们广泛转发，许多人发自内心感动，隔

着屏幕留下热泪。

“那一刻，我真切地感受到我们能在

安全舒适的环境下生活多么的不容易。

放眼历史长河，又有多少人牺牲了宝贵的

生命，才有我们现在的生活。”2021年是建

党百年，上海是党的诞生地、初心始发地

和伟大建党精神孕育地，刘晓耕决定以这

个情感连接作为创作点写一个小品。

问题随之而来，一个小品只有短短15

分钟，要表达三四千字的内容，如何快速

展开戏剧冲突？“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

让‘牺牲者’和‘受益者’双方直接碰撞，于

是我选择了穿越。”刘晓耕说，在2020年的

上海群文新人新作展评展演中，栾岚导演

的音乐剧小品《和未来的约定》把穿越的

概念搬到舞台，给了她很大的启发。事实

证明，舞台具有假定性，很适合呈现不同

时空的碰撞和连接，其展现出的戏剧张力

也提醒今天的年轻人：我们今天生活中习

以为常事情并非本该如此、理所应当，看

似平凡的一切也并不平凡。

小品《我记得你，你就活着》：
跨时空追怀先烈

▲戏剧小品《亲！还在吗》（第十七届群星奖作品）

▲音乐剧小品《看见自己》（第十八届群星奖作品）

▲器乐重奏《和 ·鸣》（第十八届群星奖作品）

▲苏州评话《捍卫者》（第十八届群星奖作品）

前两届群星奖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