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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一早，读者们从城市的四面

八方赶来共赴书香之约——摄影发

烧友陈炎在书展开幕前“蹲守”小程

序，预约“抢”到了书展多日门票，准

备用镜头定格书展多个瞬间；65岁市

民金志康几乎每届上海书展都不缺

席，一进门直奔喷水池旁书展回顾区

“红毯”上留影，并买下几本机械专业

图书；上海师范大学大三学子姜珊首

次“尝鲜”，平时只在社交新媒体上刷

到的“泡芙云”“二酉书店”等网红地

标，齐聚嘉年华市集“一站式打卡”，

惊喜连连……

记者在现场采访发现，2022年

的上海书展开幕第一天，这座城市独

有的书香在弥漫，爱书人的节日回来

了。当更多陌生的人因书而聚拢，多

元阅读需求与城市文化氛围互为激

活，爱书人、写书人、买书人交流中

所迸发的灵光一现，又反哺了下一个

新书选题的诞生。由此，上海书展让

阅读更有温度，成为这座城市独有的

书香节日。

学术出版与大众阅读融
合，书展平台效应凸显

“上海书展回归日常，令人欣

喜。书展开幕首日我们有三场活动，

分别聚焦《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3-

1945》《世界想象：西学东渐与明清

汉文地理文献》《土山湾画馆人物

志》，受到了读者热烈欢迎，讲座结

束了还有不少观众留下来向学者提问

请教，带去的数百本图书‘秒空’。”

中华书局上海聚珍公司副总经理贾雪

飞连夜回公司调来更多备货上架专

区，她告诉记者，上海书展搭建了出

版方、专家作者和市民读者面对面沟

通交流的平台，让学术研究和大众阅

读融合起来，让出版变得更接地气、

更有温度。

不少人文社科图书都愿意将上

海书展作为首发地，书展的平台效

应愈发凸显。《生活书店会议记录

1933-1945》首发式上，复旦大学教

授邹振环谈到，目前“生活书店会

议记录”的研究依然是学界非常薄

弱的一环，从影印本到排印本，必

将对生活书店相关史料的传播与研

究影响深远。“把生活书店的史料整

理出来，对于后人研究生活书店的

历史，了解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

上海，深入中国红色文化，都具有

重要意义。”

成立于1958年的上海韬奋纪念

馆流淌着生活书店的血脉，馆藏“生

活书店会议记录”原件是独有的珍稀

档案史料。“生活书店会议记录”系

列丛书详尽记录了生活书店发展历

程，充分展现了“逆流中文化堡垒”

的历史故事，也呈现了其独树一帜的

内部管理制度，其中蕴含的信息如同

一座富矿，不仅让后人走近邹韬奋、

徐伯昕、胡愈之、张仲实等一代知识

分子，深入同一时期的出版史研究，

也对当今出版管理、经营和决策产生

了借鉴作用。

除了红色文化，海派文化衍生

出的精品图书也是书展亮点。土山

湾位于上海徐家汇南部，肇嘉浜在

此拐弯，因疏浚河道，堆土成“山”

而得名。《土山湾画馆人物志》聚焦历

史上曾经为土山湾画馆的创建、运营

而作出突出贡献的开创者，一代又一

代继任者以及从这里走出的杰出画

家，还有无数默默无闻的中国画徒，

通过爬梳史料、梳理人物事迹、采访

画馆老人，配以珍贵历史资料图等，

系统全面呈现土山湾画馆的人物群像

和历史发展轨迹。

解码品牌成长，聚光灯投
向更多细分书系

今年上海书展首度集结一批有较高

认同度的特色出版品牌，将聚光灯投向

更多细分书系，解码品牌成长之道，凸

显了书展的精品意识。

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展位，“薄

荷实验”“六点图书”等子品牌一字排

开，引来不少读者驻足翻阅。该社社长

王焰告诉记者，《寻找门卫》《生命使用

手册》《亲密的分离》 都是“薄荷实

验”书系引进推出的人文社科类著作，

有一定的话题热度，在年轻读者群体里

颇具黏性，社交平台上的书评留言“质

量很高，有见地”。“希望通过深耕细分

类别或赛道，加深对某一领域的研究，

聚拢相应忠实用户，也能扩大出版品牌

的美誉度。”

位于序厅的读客封面展，重点展示

创立16年来读客文化打造的一系列人

们耳熟能详的畅销书封面，超级畅销书

的终极秘密是什么？或许就藏在“超级

符号”设计理念里。同济大学出版社

“光明城”展位背景板上，黑色大字

“城市建筑的洞见与远见”颇具设计

感，也体现了品牌聚焦城市、建筑与设

计领域的特色。

此外，位于展览中心西厢房的民营

出版品牌展区，磨铁、新经典、中南博集

天卷、果麦、后浪出版公司、九久读书人、

天闻角川、联合天畅、荣信教育、启发、爱

心树、浪花朵朵等济济一堂。“这次和

多家国内知名民营出版品牌合作，能

够第一时间听到市场反馈，有助于出

版人及时调整复盘。上海书展进一步

体现了其书业晴雨表的风向标引领意

义。”上海新华传媒连锁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江利说。

2022上海书展开幕第一天，读者、作者、出版人重聚首

这座城市的书香在弥漫，
爱书人的节日回来了

“你会不会想她，辅德里的灯塔，她依然在守望，她守护着

希望。鲜花开满了山崖，野火烧尽了荒凉，少年奔向了远

方……”自去年四月首演以来，非虚构戏剧《辅德里》收获了

热烈反响，这部以中共二大召开、首部党章诞生为主要脉络的

舞台作品打破了红色题材的固有叙事模式，带领观众走进了

一段发生在百年前上海的真实历史。

为进一步打响“辅德里IP”，让这段红色记忆更加深入人

心，由中共静安区委宣传部、静安区文化旅游局编写的《辅德

里：一部经典红色戏剧的诞生》图书今天亮相上海书展。作为

“《辅德里》五星计划”之一，图书记叙了该剧诞生的背景、台前

的精彩、幕后的决策等。与此同时，“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文艺党课《辅德里》巡讲活动”也于日前正式启动，

计划在上海和全国部分城市巡讲至明年。

艺术化再现真实历史，打造一堂“好听好
看好懂”的文艺党课

百年前，一批满怀革命理想的“90后”是《辅德里》的主

角，他们用青春和信仰点燃这片热土，照亮历史的天空。戏剧

以当代视听语言，呈现了革命先驱者可敬可爱的生动形象、可

歌可泣的伟大壮举，作品在上海驻演、全国巡演33场次，进社

区演出14场次，被誉为一堂“好听好看好懂”的文艺党课。

“对于历史的讲述有各种方式，而每一种方式都有其价

值，不可替代，文艺对历史的讲述因形象、生动而更可能打动

人心。《辅德里》是文艺作品，本可让想象力如天马行空，但却

给自身设了‘非虚构戏剧’之限，一切忠实于史实，而历史最好

的讲述者莫过于亲历者。”作家简平表示。

《辅德里》的故事通过“王会悟”的思绪徐徐展开，她和李

达因共同的理想和信仰走到了一起。1921年4月，婚后的他

们租住在辅德里625号。中共二大在他们家召开，会议发表

宣言、提出纲领、制定党章，从而与一大共同完成了党的创建

任务。会后，他们家又成了人民出版社所在地、中央文件档案

保存处。随着舞台上王会悟的讲述，她那些年轻时的朋友们

也一个个登场亮相，他们中有毛泽东和杨开慧，有蔡和森和向

警予，有张人亚和他的父亲。

真实之外，现代与前卫感也是《辅德里》所追求的呈现目

标。白发白衣白鞋，剧中人物都以白色造型面对观众，白色是

纯洁的象征，亦代表着对信仰的忠诚，由此演化出的雕塑群像

也令观众耳目一新。此外，剧中歌队的运用将人物的表演、情

感的抒发与理性的评论合理地组合在一起，令人不觉突兀。

丰富党课形式，影像延续舞台精彩

借由巡讲活动，剧场的感动将延续至影院。活动由党史

专家辅导、主创人员分享、现场观众互动与《辅德里》高清戏剧

影像观摩相结合。高清戏剧影像拍摄于非虚构戏剧《辅德里》

的舞台演出，制作中完整保留了戏剧台词。同时，舞台上最精

彩感人的瞬间在高清影像中得到了强化和丰富，革命先驱坚

守理想、践行初心、对党忠诚、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等伟大建党

精神更加饱满生动。

《辅德里》高清戏剧影像将技术的创新运用作为二次艺术

创作的突破口，与演员平视或微仰的视觉关系营造了身临其

境的观感，强化了舞台演员的“雕塑感”。值得关注的是，摇

臂、滑轨、近景特写等3000个镜头量是普通戏剧拍摄的3-5倍。大特写景别设置

与模拟手持镜头运动风格的巧妙结合，杂耍蒙太奇和垂直蒙太奇的剪辑手段为观

众提供了多元艺术体验感。总叙事、导演牟森表示，《辅德里》高清戏剧影像增强了

舞台作品“生生不息、生死相依、生离死别、生命不止”的叙事主题。

上海首讲后，巡讲将作为思政教育文艺党课进校园，作为红色艺术普及课进社

区机关、楼宇园区等。本月和下月，巡讲还将走向党的三大召开地广州、五大召开

地武汉、七大召开地延安、剧中多名英烈出生地长沙等红色城市，以及长三角地区

的杭州、南京等，用上海红色文化品牌，讲好上海“党的诞生地”的动人故事。

此外，《辅德里》高清戏剧影像也是静安文艺创作、文化传播的一次新突破，为

市民提供了观赏舞台艺术的新体验，打开了上海 ·静安现代戏剧谷品牌发展的新空

间。据介绍，巡讲活动计划在沪北电影院安排100场次，还将选取《辅德里》精彩片

段制作短视频，在各大公众号和互联网平台投放，以符合时代潮流的方式与Z世代

对话，跨越空间传播戏剧的魅力，持续打造文艺党课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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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筱丽

一位孤独舞者出现在书店角落，

赤足走到观众面前，用肢体“诉说”心

事，打破了这场“新书”发布会的严肃

气氛——这部沉浸式表演构建的“现

场书”《舞厅》里，音乐和舞步成为可供

书写和阅读的“字符”。昨天，首届上

海沉浸式艺术周“超沉浸制造局”在上

生新所启动。一部沉浸式戏剧《纳西

索斯》、11场新锐艺术家带来的沉浸

式作品、全天候开放的科技艺术展览、

散落在园区各处的沉浸特展……历史

建筑变身为现实与虚幻的交界空间，

挑战观众的想象力。在活动持续的

10天里，艺术家们将为老建筑、书店

和酒吧等空间注入多元沉浸式作品，

观众可以穿梭在不同故事和场景中，

感受全新的艺术世界。

近年来，城市更新赋予老建筑、老

厂房以新功能，成为复合型公共空间

与文化载体。如何让人们与城市地标

产生深度情感连接，从而带动文旅消

费的提质升级？专家认为，城市更新

不仅需要好的硬件，还需要好的文化

体验，以沉浸式体验模型为核心，构建

音乐节、餐秀剧场、线下综艺等不同生

活场景，多个产业之间的链接与再创

造将为文旅消费提供更多可能性。

拓宽沉浸式演艺边界，
跨界融合激发创作活力

昨天下午三点，上生新所的茑屋

书店“化身”沉浸式艺术舞台，《舞厅》

这本颇具实验性的“现场书”由文字与

舞蹈、音乐、影像、装置、雕塑共同“书

写”。与此同时，另一批参观者头戴耳

机，随着讲述者内心独白的指引，游走

在书店内外，沉浸在不同的人生体悟

里。除了书籍之外，店内书架上还出

现了神奇“宝藏”，参与者可以通过骨

传导技术，听到这些物件的专属故

事。在《舞厅》《看不见的旅人》等沉浸

式表演中，老建筑的厚重历史、时尚书

店的摩登味道，甚至游客和观众都成

为了艺术创作的一部分。

入夜，沉浸式戏剧《纳西索斯》在

上生新所的海军俱乐部撩开面纱。这

部新作由《不眠之夜》主创康纳 ·道尔

执导，将百年建筑塑造为“茧房”，“戏

中戏”贯穿舞台与私密空间，观众可自

由选择剧情路线，参与到跌宕起伏的

故事里。“《纳西索斯》不仅延续了《不

眠之夜》的电影质感，更激活了历史建

筑的故事性。”00后观众Fayna对沉浸

式演出情有独钟，她认为，在沉浸剧

场发生的故事跟这些建筑的特质产

生紧密联系，艺术碰撞诞生出全新的

视听感受，空间融合拓展了广袤的想

象天地。

上海文广演艺集团与上生新所联

合主办的“超沉浸制造局”为历史街区定

制呈现了丰富多元的艺术作品。新锐艺

术家团队重塑老建筑现实地形，将想象

力以沉浸式戏剧、声音、装置、音乐、舞蹈

等形式，注入上生新所的不同场景。主

办方还打造了“感官实验室 ·科技艺术体

验”和“灵感传送带 ·沉浸特展”。与雷电

所合作开展的“科技艺术展览”，打破沉

浸式、科技、媒体实验和艺术创作的边

界；“灵感传送带 · 沉浸特展”则将国内

外多领域沉浸式IP在园区内以“灵感

罐头”的形式展陈。观众仿佛走过一道

道奇幻“传送门”，游走在艺术的平行世

界里。

“沉浸街区”效能升级，赋
予老建筑更多想象空间

位于长宁区新华历史风貌街区的上

生新所，引入丰富的文化艺术活动，构成

文化消费新场景。“自带剧本”的历史建

筑空间被打造成具有沉浸感的文化街

区，无论是将咖啡与戏剧文化结合的“咖

啡戏剧节”，还是广受喜爱的“悬疑戏剧

展演周”，抑或是免费提供百场演出的

“城市新舞台”，都因其独特的沉浸氛围

成为都市潮人热衷的“城市文化品牌”。

家住附近的艺术爱好者邓女士告诉记

者，上生新所已经成为她的艺术客厅，

“我经常约朋友来喝茶、逛书店、看演

出。历史建筑构建空间骨架，艺术化为

血肉填充空隙，观众沉浸其中产生对美

的深刻感悟，共同勾勒出海派文化生活

的新图卷。”

近年来，沉浸式产业逐渐成为文旅

新的风口，在业态种类和项目数量上均

呈指数上涨，辐射人群不断扩增。上海

文广演艺集团是中国最早涉足沉浸式产

业的文旅集团：2016年引进制作《不眠

之夜》上海版，引领全国沉浸式产业的风

潮；2019年引进并制作《秘密影院：007

大战皇家赌场》，先锋创意颠覆人们对观

影的想象；2021年，快闪式沉浸式戏剧

《十号礼铺》亮相广州太古汇，打造集合

购物、文艺和休闲生活的崭新体验，重塑

公共空间的美学体验。

根据上生新所内的独特地形、气质

和商业空间，“超沉浸制造局”将沉浸式

内容植入文化场景，用创意和互动赋予

老建筑空间以全新想象。专业内容与街

区空间的跨界结合，不仅为沉浸式演艺

升级打造新平台，还将为城市更新项目

的文化运营探索新路径。“‘超沉浸制造

局’不仅是一个艺术节，更是一个产业平

台。上海文广演艺集团将发挥在沉浸式

戏剧领域的优势，通过搭建这样一个产

业平台，培育沉浸式内容的生态。”上海

文广演艺集团总裁马晨骋表示，平台创

新性跨界融合，不断拓宽沉浸式边界，既

为创作者提供更多作品展示的机会与运

营支持，也为观众提供更加多元和丰富

的体验。

首届上海沉浸式艺术周在上生新所启动

“超沉浸制造局”赋予老建筑全新想象

本报讯 （记者唐闻佳）昨天，复旦
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建院115周年“奋进

新时代 · 创新向未来——公立医院高质

量发展与创新论坛”传来消息：华山医

院形成“一院多区”办医格局。当前，

医院拥有国家神经疾病医学中心、国家

传染病医学中心、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

学研究中心，以及国家重点学科10个、

临床重点专科20个；在全国专科声誉排

行榜中，5个学科位于全国前三、9个学

科位居前十。

过去十年，华山医院以服务健康中

国战略、攻坚影响人民健康的重大疾病

为目标，在加快打造成为具有引领辐射

能力和强劲竞争力的国内顶尖、世界一

流医院上攻坚克难、持续发力，形成了

以四大院区立足上海、辐射全国，三大

国家医学中心、20大学科群协同创新

的新发展格局，学科综合实力、疑难疾

病诊治能力及临床科技策源能力获得充

分认可。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华山医院将通

过进一步优化学科、人才、空间、文化

及管理战略，进一步开放布局、强化体

系、创新机制、提升能力，以高质量发

展的“华山之路”持续推进健康中国建

设，护佑人民健康。

副市长宗明出席。

华山医院形成“一院多区”办医格局

沉浸式戏剧《纳西索斯》。 （主办方供图）

■本报记者 宣晶

■本报记者 许旸

 图书《辅德里：一部经典红色戏剧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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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医学科创中心位于徐汇区

斜土路，将设有500张研究型床位，建

有医工交叉技术创新中心、临床诊疗前

沿技术创新中心、临床试验服务平台、

人才交流和成果转化平台等功能平台，

将进一步吸引和培养高层次科研人员推

动医学研究成果加速转化。

青浦新城院区位于青浦区青浦大

道，位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

区”，一期实施建设床位600张，将建

有高质量临床诊疗中心、面向全国的公

共卫生中心、国际交流合作中心等设施

平台，将进一步推进多模态智慧医疗应

用、多学科肿瘤的防治、医防融合公卫

体系建设和医学国际交流与合作。

上海国际医学科创中心工程和青浦

新城一期工程计划于2022年底开工，

于2025年投入使用。

中科院院士、中山医院院长樊嘉介

绍，通过建设疫苗药物医疗器械研发攻

关中心、医学研究转化中心、面向全国

的公共卫生中心、中西医协同创新中心

等“七大功能中心”，中山医院将聚焦

癌症、心脑血管、呼吸和代谢性疾病等

重大疾病，瞄准诊疗技术、创新药物、

医疗器械、医疗设备四大方向集中科研

攻关。

目前，中山医院已在四个方向梳

理出多项“卡脖子”“临门一脚”攻

关项目，与60多家国内企业签约联合

攻关，通过医工交叉合作，持续推动

高水平基础医学研究与临床研究成果

转化。

中山医院党委书记汪昕表示，结合

国家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试点任务，中

山医院将建设国家医学中心作为核心目

标，不断推动医学创新转化，不断提

高医疗服务质量，不断培育医学顶尖

人才，进一步深耕智慧医院建设，助

力推动健康产业发展，为建设世界一

流的创新型、智慧型的顶尖医学中心

持续奋斗。

又讯 昨天，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

院国家医学中心建设项目在新落成的中

山医院医教研综合大楼正式启动。市委

常委、常务副市长吴清，副市长宗明出

席。国家医学中心—上海国际医学科创

中心、斜土路公交停车场功能提升工程

建设调研会同期举行。

全国首个立项！
中山医院国家医学中心建设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