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美师生书法作品交流，能够
让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让中国的国粹在国外也能生根开
花。今日在梅陇开展沪上首创的国
际交流展，将为全上海的文化交流

树立一个榜样”，上海书法家协会
主席周志高在6月25日“翰墨留美
梦缘中华———2013中美师生书法
作品交流展”开幕式上这样说道。

本次书法作品交流展由凌云

街道办事处、美国丹佛书法孔子课
堂、美国汉字书法教育学会以及上
海梅陇文化馆主办，凌云街道社区
文化活动中心、美国《中美邮报》社
协办，于上海梅陇文化馆举行。交
流展引来许多参观者的驻足观赏，
不少参观者纷纷对美国师生的书
法作品大加赞赏，并拍照留念。随
后，来自美国的大学生现场挥毫创
作了一幅“多元文化”书法作品（如
图），参观者不禁佩服地感叹：“没
有想到，美国学生能用中国的毛笔
和纸墨写下这么流畅而优美的书
法作品。”

据介绍，此次中美书法作品交
流展共展出了美国纳罗帕大学师
生、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师生作
品共 42幅，上海各高校大学生、梅
陇文化馆艺术培训学员、梅苑书画
社成员的书法作品共32幅，在结束
上海的展览后，这些作品将远渡重
洋到美国的大学展出。

实习生 黄睿廷

翰墨留美 梦缘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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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7日至 7月 21日，2013上
海夏季音乐节将在浦东陆家嘴金
融中心区的陆家嘴中心绿地、黄浦
区的外滩老码头两个会场举行。据
主办方介绍，本届音乐节的主题为

“音乐无界，左右人生”，由上海交响
乐团音乐总监余隆、英国皇家爱乐
乐团音乐总监和美国费城交响乐团
的首席指挥夏尔·迪图瓦担任联合
总监。

把“无界”进行到底

音乐节的“无界”体现在哪里？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本届音乐节秉
承一贯的古典跨界风，推出了“交响
万能”、“特立独行”、“古典极致”、

“夏至酷乐日”等七个系列，除了以
此让音乐“无界”外，在场地方面也
将倾力演绎“无界”一词。

在浦东陆家嘴会场的演出中
音乐节将第一次采用国内名团驻
节演出的方式，上海交响乐团和
中国爱乐乐团在 7场音乐会中担

任演出乐团，与来自世界各地的
艺术家合作，让观众体会交响艺
术的百般变身。而在拥有浓厚历
史底蕴的黄浦区外滩老码头会
场，音乐节将持续 13天，节目亮
点亦不胜枚举。《红·白·蓝》配乐
大师普莱斯纳、“法朵女王”玛瑞
莎都将亲临老码头与观众进行面
对面的交流；柏林爱乐乐团的首
席三重奏、美国“异国实验”爵士
乐团、韩国小提琴家金智贤等也
都将入驻老码头，在音乐节中轮
番登场，极尽激情挥洒之能事，为
老码头融入新灵魂。

除了室内的会场外，今年主办
方还将在陆家嘴会场的篷房音乐厅
外安装大屏幕，进行部分演出的现
场直播，让更多的观众可以在草坪
上观看现场直播，真正做到场地“无
界”。

多元跨界制作，海纳百川、兼容
并蓄的姿态，上海夏季音乐节通过
打造全景式跨界音乐盛宴的方式，
最大程度地吸引各年龄、各领域音

乐听众的欣赏兴趣，激发大众参与
本届音乐节的热情，因此，夏季音乐
节可谓“观众无界”。

“节中节”主打公益教育牌

教育活动每年都是音乐节的特
色。今年，上海学生交响乐团、上海
学生合唱团、国际音乐夏令营等传
统音乐节项目仍将继续为观众展示
这个城市的年轻风采。同时，音乐节
结合户外儿童歌剧《诺亚的洪水》，
首推少年儿童职业体验日活动，在
专业老师的带教下，为少年儿童提
供演员、记者、剧场服务等多种职业
体验的机会，成为今年的又一教育
活动亮点。其中该剧的乐队演出部
分也将由几位职业乐团的首席们带
领所有来自全市的“小小演奏家”来
完成。

本次上海夏季音乐节中还将
推出“外滩·老码头城市音乐周”的

“节中节”特别活动，以公益为主
题，将为市民送上 8场免费演出，

共计 2500张免费演出票。这 8场
演出中不仅包括彰显竹笛魔力的
演奏家唐俊乔、荣获金钟奖的小提
琴手唐韵、来自澳大利亚新金山学
生交响乐团、黄浦区春天少年合唱
团等的演出，著名的钢琴家彼得·
托马斯及解静娴还将走进“伯乐
站”与所有音乐爱好者们面对面沟
通。两位钢琴家将在老码头“坐
诊”，对前来咨询的音乐学童进行
现场指导，启发孩子们对音乐的深
入感知。家长们可以带着自己的孩
子报名，获得直接向艺术家们咨询
的机会。

低成本“乐赏”高端演出

上海夏季音乐节希望以朝气
和活力吸引更多年轻人的目光，场
地的创新与突破，实现了音乐与生
活自然相融。在每晚演出的同时，
为了配合篷房一侧大草坪上的大
屏幕户外直播，在篷房音乐厅的观
景露台上以及大草坪周边，将设有

丰富餐饮、啤酒等摊位，并提供照
片自拍、陆家嘴精英交友活动等类
型多样的活动。在每晚演出开始
前，大屏幕前的“梦想舞台”还将设
有户外现场演奏，微博等新媒体互
动。此外，通过在上海夏季音乐节
小册子上盖纪念章，还可赢取丰厚
奖品。观众可以随心所欲地坐在草
地上，与家人朋友一起享受现场感
强烈的音乐，或者逛摊位、喝啤酒，
尽情欣赏繁华的大都会夜景，将参
加上海夏季音乐节变成今年夏天
的一种生活方式。

虽然拥有高端的节目制作，但
是夏季音乐节的“欣赏成本”却并不
高。平易近人的票价，也是上海夏季
音乐节所拥有的最大的优势之一。
两个会场的最低票价均为50元。除
传统购票方式之外，今年观众可以
直接在格瓦拉网站在线选座、购票，
凭密码在演出现场的自助取票机上
打印即可，如同购买电影票一样的
便利、快捷、环保。

记者 姚丽敏 通讯员 姚伊为

“音乐无界”主题 时尚亲民氛围

上海交响乐团领衔主演夏季音乐节

本报讯 （记者 张文菁 通

讯员 陈莉）记者近日从徐汇区文
化馆获悉，7月 1日起至 8月 31
日，由徐汇区文化局主办、区文化
馆承办的“畅想中国梦·缤纷暑假
在徐汇”系列活动将拉开帷幕。

活动针对徐汇区未成年人、徐
汇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通过整合
共建单位、街镇文化活动中心、社
会团体以及文化馆自身的暑期项
目，开展六场青少年才艺比赛（少
儿舞蹈大赛、儿童绘画大赛、动漫

桌游大赛、智能车模拼装大赛、
“缤纷暑假在徐汇”征文朗诵大
赛、“我有一个梦想”手绘杂志制
作大赛）；三场青少年艺术演出
（儿童剧演出、动漫舞台剧演出、
暑期工作汇报演出）、三个特色品
牌阵地活动（徐汇区文化馆少儿图
书阅览室、科普 DIY乐园、儿童电
影小剧场）、一个文艺夏令营活动
（“梦想的天地”儿童文艺培训夏令
营活动）。

除了 6场才艺比赛，三场青少

年艺术演出时间分别定在 7月 14
日、8月 9日和 8月 23日。三个特
色品牌阵地活动针对全区青少年
及外来务工子女免费开放，活动地
点设在罗香路 237号徐汇区文化
馆；“梦想的天地”儿童文艺培训夏
令营活动根据不同专业分为儿童
舞蹈、动漫绘画、趣味英语、阅读写
作、影视表演等种类，每班招收 15
人，其中提供 5个外来务工子女培
训名额免除材料费用。上述活动报
名及咨询电话均为 64544360。

畅想中国梦·缤纷暑假在徐汇
徐汇区文化馆开启暑期未成年人系列活动

暨关爱外来务工子女欢乐行活动
本报讯 （记者 张文菁 通

讯员 陈莉）6月 27日，“笔墨生
辉书梦想 五彩斑斓画世界———首
届上海市民文化节徐汇市民书法、
少年儿童美术大赛优秀作品展”在
徐汇区文化馆二楼展厅开展。

本次展览由区文化局主办、区
文化馆承办、十三个街镇文化活动
中心共同协办。全区共有 97支参
赛团队、600多人参与到作品评选
活动中，共征集到来自徐汇区文化
系统、各街镇、学校初赛选拔出的
少年儿童美术作品 426件，市民书

法作品165件，经由专家严格评选
出206件优秀作品。本次展览展出
的是其中的 60件，其余 146件作
品将参加全市书法、少年儿童美术
大赛的决赛（少年儿童美术作品
86件，市民书法作品60件）。

记者从主办方获悉，本次活动征
集发动广泛，市民参与热情高涨，参
展者中还不乏定居上海的海外侨胞、
外籍人士，他们已融入“海纳百川”的
文化氛围中。本次展览精选出的60
幅作品，均从“市民”视角出发，具有
鲜明的时代感和海派文化特色。

笔墨生辉书梦想 五彩斑斓画世界
首届上海市民文化节徐汇市民书法、
少年儿童美术大赛优秀作品开展

6月23日，“管风琴之声”首届
上海市民文化节专场活动在市群艺
馆举行。上海“维真”管风琴艺术沙
龙副会长邱唯真老师表示：“希望通
过中国曲目融入，让管风琴的演奏
配上中国话、吹出中国风！”

此次音乐会共分为古典金曲
和中国曲目，其中中国曲目是从去
年 11月起开始作出的探索和尝
试，其中既有《梁祝》、《小白菜》等
传统乐曲，也有《茉莉飘香》等朗朗
上口的歌曲，而参与演出中国作品
的六位演奏者都是管风琴艺术沙
龙的青年学员。邱唯真老师介绍，

“管风琴”因其独特的发音结构和
音效被誉为世界的“乐器之王”，但
目前国内各音乐院校几乎没有管

风琴专业和课程。上海拥有管风琴
的公共文化场所极罕见，而职业管
风琴演奏家更是寥寥无几。从国际
上看，国际管风琴学术交流会每两
年举行一次，但从没有中国大陆人
士参加过。因此，为丰富和繁荣上
海城市的公共文化，促进城市多元
文化的发展，推进社区、校园的文
化艺术教育，上海“维真”管风琴艺
术沙龙（社团）成立以来，就一直致
力于通过管风琴介绍，使人们感受
这件乐器音色的“维真、维美、维
善”，希望通过创新和尝试，在传承
中华传统文化的同时也体现海派
文化的包容和时尚。

图为青年学员正在演奏沂蒙

山小调 陆翔 摄影报道

“管风琴之声”音乐会亮相群艺馆

本报讯 （记者 吴梅）与徐
汇商业、旅游业发展相结合的“衡
山·戏曲名家汇”又一演出季———
滑稽戏专场，7月 27日将在衡山电
影院上演。演出现场已出票。

“衡山·戏曲名家汇”每两月为
一个演出季，前季越剧、评弹、沪

剧、昆剧专场获得众多观众追捧。
此季“衡山·戏曲名家汇”演出

聚集了上海市人民滑稽剧团王汝
刚、李九松、毛猛达等明星阵容。滑
稽专场分日、夜场，票价依然走低
端公益路线，依观赏位置和视听效
果分30、50、80元三档。

日场节目单：

独脚戏（毛猛达 沈荣海）；独
脚戏（曹雄 许伟忠）；说唱《申城
新八景》（王静瑛）；独脚戏（钱懿
陶德兴）；滑稽戏《三毛学生意之
剃头》

夜场节目单：

独脚戏（王汝刚 李九松）；独
脚戏（陈靓 潘前卫）；说唱《申城新
八景》（王静瑛）；独脚戏（曾懿 周
海燕）；新喜剧《成人夜校》

“衡山·戏曲名家汇”滑稽戏专场将上演
上海市人民滑稽剧团担纲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