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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罗城今年收官之作尽显异域风情注入文化活力

首家电影主题书店亮相申城
本报讯 （记者 姚丽敏）年

尾，上海商圈地标之一的美罗城经
一年规划、半年装修，其“收官之作”
焕然一新：4楼呈现出一条蜿蜒百
米、融汇欧洲经典建筑风格的“欧风
街”，错落分布了英、法、意、德等国
际品牌服饰百货专卖店及休闲特色
美食店，30多家商户中有15个品牌
首次进入中国市场；5楼则首次亮
相了沪上首家电影主题书店，不仅
为美罗城增添一抹亮色，也为商业
与文化“嫁接”打造样板、注入活力。

据了解，美罗城开业 15年，有
一定规模的调整达10次之多。此番
全新亮相的不仅有 4楼欧风街，还
有在美罗城正门肯德基原址上新品
牌美国Hersheys好时巧克力世界亚
太区旗舰店、全新的必胜客全球独
一无二形象店。而在纸媒不被看好
的今天，5楼电影主题书店的开业
更为引人注目。

继成功打造上海首家 24小时
书店以及首家女性书店之后，此次
由美罗城和大众书局策划开设上海
首家电影主题书店。记者发现，新版
大众书局美罗店介于海上影城和在
建的星剧场之间，是因地制宜、挖潜
改造的点睛之笔。它在动线的设计
上更趋合理，让影院散场后的人流
自然导入书店；在装饰的安排上融

入更多的情景氛围，虽是一物、一
画，却能牵动对岁月、生活的遐想；
在文化的整合上起到穿针引线的纽
带作用，无论是观众还是读者，他们
都可能会被有意无意地领进书店、
影院、剧场，虽只是一会儿的逗留，
或许就会因彼此间相同或不同的创
意而迸发新的灵感，正是这个书店，
被美罗城总经理徐春华誉为“美罗
城轶文廊项链上一颗耀眼明珠”。

3万余种图书，其中与电影相
关的图书有2000个品种。新版大众
书局美罗店刻意主攻电影主题方
向，并与海上影城互动。步入其间，
记者即感受到浓浓的电影氛围———
老式电影放映机、电影海报、电影明
星照，甚至由主办方精心搜罗的电
影胶片原片盒被有心地放置在书架
上。大众书局上海总经理毛泉向记
者介绍：“正式营业后，我们就举行
了以图书、电影为主题的影志文化
周，为大众书局上海区12万会员提
供了一场图书的‘大众盛宴’。我们
力推的是‘书影共赏’，文化周期间，
每位新老会员凡购书者都可以获得
一张优惠影券。这样的活动今后还
会坚持，以此回馈一直以来关心、爱
护、支持大众书局成长的老会员。”

转型调整，挖掘潜力，错位竞
争，美罗城今年的收官之作可圈可

点。“徐汇区建‘一流中心城区，领先
发展水平’的标杆，制高点一定是在
文化上更进一步。”作为“总设计师”
的徐春华一直致力于为美罗城赋予
文化的内涵，“美罗城作为商圈地
标，作为一直以来努力打造文化与
商业结合的践行者，今年我们要做
的最后一件工作，即是与赖声川大

师合作的星剧场正式开工，明年这
个时候将会拉开帷幕。星剧场的设
置，其意义并不是造一个硬件的剧
场，它是将世界级的大师请来创作，
将商业搭建在文化的平台上，人文
荟萃，商贾云集，百业兴旺，万众瞩
目，这才是我们‘品牌能级提升’所
要追求的境界，可能也是我们自身

商业转型中应打的那张‘文化牌’。”
徐春华坦诚说道：“创造休闲购物于
乐活惬意体验的生活商业氛围，打
破传统商厦同质化的规划布局，我
们创意和想法就是缘于消费者的需
求，甚而更进一步，以引领时尚、引
领潮流的大胆尝试，实现引领消费
的新格局。”

美罗城“欧风街”一角 雷明 摄

本报讯 （记者吴梅）12月24日，
由龙华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上海新音
界生活艺术中心联合主办的首届市
民文化节系列活动之一—“布谷报
春”迎新春钢琴演奏音乐会举行。

“龙华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坚持‘贴

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居民’原则，
根据不同的对象和不同的需求，组
织开展各种特色活动，致力提高市
民生活品质，丰富社区各类文化生
活。”上海新音界生活艺术中心总经
理孙昕宁说：“两家单位在‘使音乐

艺术生活化’上的共通点促成了此
次合作，也希望通过这种‘量身定
制’的社区活动模式，使‘新音界’成
为社区爱乐者实现音乐梦想的指导
者，成为爱乐者成长道路上的知
音。”音乐会上，“新音界”的音乐人
为社区居民弹奏了众多经典名曲。
著名男中音歌唱家凌义良演唱了
《绿树成荫》等经典歌曲。

龙华：举办“布谷报春”迎新钢琴演奏会

本报讯 （记者 吴梅）龙华
福地是上海人在岁末迎新时一个
纯净的“心愿地带”，进香礼佛、贺
岁祈福已成传统。为保护古建筑、
减低环境污染，今年“迎新春撞龙
华晚钟”活动仅在弥勒殿前广场一
处，辟出燃香区供香客进香礼佛。

“龙华晚钟”是著名的“申城八
景”之一，区旅游局副局长王逸说：

“‘迎新春撞龙华晚钟’活动是上海

创办最早、规模最大、跨越新年的
迎新活动，因此成为上海都市旅游
的特色品牌之一，赢得‘申城新年
第一游’美誉。”

王逸表示，进香礼佛作为传统
习俗不能禁绝，但从古建筑保护和
环境保护考虑，活动主办方和宗教
界都倡导文明礼佛，届时会以全场
齐诵吉祥经仪式，为世界和平祈
愿，为新年祝福。

今年“迎新春撞龙华晚钟”专辟燃香区

说起唱歌，人人都会唱。但要唱
的动听却不容易，要训练出一支优
秀的合唱队就更不简单！

田林社区红枫艺术团合唱队成
员大部分都是退休后的喜爱唱歌的
老人，但他们从未接受过正规的声
乐学习，组团后合唱水平一直止步
不前。2005年 4月，曾担任北京市
东城区文化馆副研究员、长期从事
群众文化艺术工作和声乐教学的黄
淑华成了这支团队的指导老师，她
用自己几十年从事声乐教学和群众
合唱指挥工作的经验，将美声唱法
的科学发声方法结合人体发声生理

结构，用中医人体穴位来指明发声
要领，通俗易懂、行之有效，使合唱
队的演唱水平节节攀升。

合唱队的进步也同样离不开政
治指导员赵建华，队长介绍说：“唱
歌的训练由黄老师管，而后勤、服
装、财务等都是赵老师负责，她的工
作非常细致，对工作热心、全身心地
投入，虽然讲话直爽，但她的建议都
是好的、正确的，我们团里少不了这
个‘管家婆’……”在指挥老师、政治
指导员、正副队长及各声部长的共
同管理下，全体队员们都懂得互相
关心、互相帮助、互相尊重，在追求
艺术的同时，也树立了良好的社会
意识，进而使合唱水平不断提升。

红枫艺术团合唱队于 2002年
成立，现有队员 75人，中共党员 32
人。去年，为使合唱艺术在社区蓬勃
发展，街道开始创建“红枫合唱节”
品牌活动，明年将参与全国合唱比
赛。合唱队曾多次被评为徐汇区优
秀群众文化团队、上海市老年先进
学习型团队等。今年通过层层选拔，
入选首届上海市民文化节合唱大赛

“百支优秀市民合唱团”，并参加首
届“为梦想歌唱”上海市民文化节合
唱大赛展演活动。今年市民文化节
期间，合唱队在备战市民合唱比赛
同时，有幸接到市群艺馆市民合唱
指挥班现场演示德国歌曲“茨冈”的
任务。 实习记者 树琤

本报讯 （记者 姚丽敏）“腔
似噶浓哪能好下台，再来一则！再
来一则！”抵不过台下的“安可”声，
漕河泾社区佳友居委管乐队的队
员们略作商量又即兴为在座的观
众们献上了一曲《雪绒花》，曲罢现
场又是一阵掌声。

12月 24日，漕河泾社区学校
秋季班的学员们欢聚一堂，在平安
夜里登台为同窗们展示自己的学
习成果。据漕河泾社区学校校长徐
雷介绍今年社区学校的秋季班共

有47个班，近千名学员。开设课程
内容丰富，有声乐、沪剧表演、健康
与饮食等38门课程，不同的课程
极大地满足了不同的老年人的学
习需求。除了文化中心定点教室之
外，社区教育网络还“送学”到居委
会，今年居委教学点共教授 157个
班次，两千五百余人次参与。

据悉，明年社区学校将利用
“云教室”开设数码西点、iPAD应
用课程，现已可以通过网络进行
报名。

漕河泾社区学校期末登台秀“成果”

本报讯 （记者 许晓红）平
安夜，喜乐会，徐家汇迎新年曲艺
专场演出在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迎
来全满座的盛况。全国十大笑星王
佩元、上海曲坛名家龚伯康等走上
社区舞台献演。

王佩元是相声界著名捧哏，站
在社区舞台上依然谦逊地向台下

“衣食父母”表示：“是来给大家服
务的”。本次演出与他搭档逗哏的
令人意想不到，是徐汇区书法家协
会的卢新元，以“卢汤圆”的“艺名”
展示他的跨界演出，被现场戏称为

“书法界中相声说得最好的”，当天
两人的首次合作配合默契，经典相

声段子《八扇屏》笑料十足。
据悉，徐家汇街道自今年下半

年在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开设了“喜
乐会”周日相声专场，后来又根据居
民需求加入本土艺术表演，改为曲
艺专场，不仅吸引到名家进社区，也
成为社区戏迷每周的文化享受。

“喜乐会”在圣诞元旦双节到
来之际，特别组织了一场迎新年曲
艺专场，有龚伯康的上海说唱《照
镜子》，舒悦的滑稽《欢声笑语》，于
博文、黄金鑫的相声《黄梅戏》，黄
永生关门弟子连彬尧的上海说唱
《古彩戏法》等，精彩演出与数百位
社区居民共迎欢乐的新年。

徐家汇搭建曲坛喜乐会

本报讯 （汤颖 王卫民）马年
来临之际，上海市海外交流协会携
手上海行于心建筑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在上海图书馆举办《骏马迎
春》———澳籍华裔画家姚迪雄美术
作品展。

在展览现场，人们可以看到，姚
迪雄画的马热烈奔放，他把写生的
风格运用到作品中，充分体现了自
己的风格。由于姚迪雄从小在新疆
伊犁马背上长大，父母的善良，马的
生动豪放，祖国故乡大地的温情和
美好，筑就了他乐观、向上、不畏艰
难的性格。作为一名自学成才的著

名画家，姚迪雄虽年过六旬，但依然
保持着中年人积极向上的品性和健
康的体魄。近半个世纪和海内外美
术界结缘，让他创作了近千幅不同
风格和规格的美术作品，尤以马的
形象作品为人称道。

一位观众告诉笔者，姚迪雄画
的马，很剽悍，很狂野，很雄壮。一
位小伙子说：“每一匹马都很有力
度感、很强劲，我在想明年生活和
工作都要一马当先。”承办方上海
行于心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总经理周彦说，希望做事业的人
能够借助马的力量，来年马到成

功。大多数普通百姓没有条件来得
到这些真迹，但可以通过画展来分
享马的快乐。

澳籍华裔画家姚迪雄说，“因为
马是一种拼搏努力奋斗向上成功的
一个象征，所以马年是我们中华民
族腾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年，借助
马的这种精神，祝愿中国的经济、各
项事业都有一个更大的收获。”除了
马的作品，此次展览同时也展出了
120米长的画卷《澳洲魂》和 63米
长的《2000袋鼠图》，3000余名市民
观展。
（相关内容详见百姓生活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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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骏马迎春》上图圆梦

红枫合唱队———通俗指挥、细腻“管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