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阅读人群，就像一条扁担，两头
热中间冷。热衷阅读的两头分别是
老年人和青少年群体，而白领等成
年人却反而读书少了———这是来自
漕河泾社区“图书漂流”活动的阅读
现象观察报告，该活动负责人林晖
说，这一“图书漂流”活动在推出前
本想将主体人群对准社区内的白
领，没想到引来的却是老人和孩子。

据悉，“图书漂流”活动推出于
2011年年底，两年多来，活动每月
走进一个居委会，该月每周五在小
区内设摊，举行图书漂流活动，居民
可拿来手中闲置的书籍与活动推出
的书籍进行交换。

活动负责人林晖说，活动坚持
到现在，很多老人和孩子成了“铁杆
粉丝”。林晖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
一位老人捧着10本书，想要来交换

一批人物传记，而孩子们则喜欢挑选
童话、漫画等儿童图书。现在，很多老
人和孩子甚至会持续关注这一活动，

“下个月漂流活动会到哪个小区？”，
然后他们会追着过来参加。而与此形
成鲜明反差的是，前来进行图书交换
的白领少之又少，林晖曾经与一名白
领交流，对方不屑地表示，“我有电子
书，为什么还要看纸质书？而且几万
元一平方的房子，难道用来放书吗？”
林晖说，这种对待书的态度，当时让
她倒吸了一口冷气。

在活动过程中，林晖还发现了
一些不和谐的现象，比如，有的老人
会拿着一本街道发的资料类书籍，
来换取一本比较厚的书，“这其实是
对阅读的一种不尊重”。林晖说，针
对这种情况，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

“图书漂流”活动一开始就是“零门

槛”。当然，也有对他们的活动比较
支持的居民，比如有的人拿着一本
书来换，发现没有自己特别喜欢的，
就说，“那我就把我的书捐给你们
吧”。为此，一开始“图书漂流”活动
的书库里只有几十本书，但现在为
止已经有300多本。

成年人阅读量偏少，这其实并
不仅仅只是漕河泾社区“图书漂流”
活动所折射的单一视角，而是当前
社会的普遍问题。据悉，在上月公布
的 2014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
2013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
书阅读量为4.77本，远低于韩国 11
本，法国 20本，日本 40本，以色列
64本；人均每天读书 13.43分钟，
52.8%的人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很
少或比较少。

当然，成年人纸质阅读量下降，

有一部分原因是将目光转移到了屏
幕———据统计，2013年成年国民数
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首次超过半数，
比2012年上升了9.8个百分点，超9
成的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者表示阅
读电子书后就不再购买其纸质版。

对此，漕河泾社区“图书漂流”
活动的负责人林晖说，据她观察，很
多人不读书或读得少，常常以一个
理由来搪塞，那就是“忙”，忙着带小
孩、忙着工作、忙着生活。不过，林晖
自己的体会是，尽管她也读电子书，

“但当你真正捧起一本纸质书，闻到
书上的墨香，那种感觉肯定是不一
样的”。

“主要还是没兴趣，每天要考虑
的现实问题太多了，有空就只想上
上网娱乐一下。”80后白领吴强说，
他现在阅读最常用的工具是手机，

看电子书、看微信订阅号，“但我知
道这些只能称之为碎片化阅读，并
不是最佳的阅读模式”。吴强的阅读
选择或许代表了一部分年轻人，浮
躁的社会环境、高强度的生活工作
压力，让非功利性阅读淡出了很多
人的精神生活领域。

居住在长桥街道汇成一村、从
事社区阅读推广的全职妈妈马天兰
说，在她所在的小区里，很多年轻父
母因忙于工作和家务，也常常无暇
阅读，但是，自从她在 2011年组建
了社区公益亲子读书班以来，家长
们因为要带领孩子阅读，自己也参
与了进来，现在，社区里很多家庭养
成了良好的家庭阅读氛围。“其实，
你想要让孩子爱上阅读，首先自己
就要身先示范。”马天兰说。

记者 叶百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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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河泾社区“图书漂流”活动揭示当今社会阅读现象

非功利性阅读淡出年轻人视野

本报讯 （记者 耿洁玉 通讯

员 朱伟芬）昆曲艺术源远流长，5
月10日晚，13岁考入“昆大班”、从
艺 60年的国宝级艺术家蔡正仁作
客上海图书馆，为听众解读昆曲小
生表演艺术，以及多年从艺的感悟。

昆曲在中国已经有600多年的
历史，蔡正仁结合自身从艺经历，普
及昆曲这门非物质文化遗产，担当
中华艺术国粹的传播使者。讲台上，
他着一袭休闲便装娓娓道来，市民
听众得以近距离认识卸下粉墨、脱
下戏服的著名表演艺术家。

“上图讲座”有关负责人介绍
说，5月“上图讲座”将推出三场名
人“大家讲坛”，除此之外，另外两场
分别是5月16日晚，于艺术理论及
书画、鉴藏等方面皆有深厚造诣的
崔如琢与著名美术评论家谢春彦一
同对话“对中国画实践与前景的思
辨”；5月 19日下午，“上图讲座”邀
请渊博幽默的公共外交家赵启正、
温润理性的资深外交家吴建民开讲

“交流，使人生更美好”。
起始于 2012年的名人“大家

讲坛”是“上图讲座”策划的高立

意、普惠广的特别讲座。著名作家
王蒙、中科院院士汪品先、著名学
者易中天、清史专家阎崇年、全球
最负盛名的策略设计公司“青蛙设
计”的创始人艾斯林格以及王安
忆、裴钢、马原、周国平、韩天衡等
各界名人相继登上讲坛，谈文学、
谈艺术、谈科学、谈理想，为公众构
筑了一个精彩的文化空间。场场爆
满的“大家讲坛”吸引了不同年龄
层次的听众，台上台下互动热烈，
常常引出嘉宾讲座内容以外的妙
语与精辟观点，掌声不断。

“上图讲座”5月再推三场“大家讲坛”

听国宝级艺术家蔡正仁讲昆曲

“水舞年华”舞进社区

本报讯 （记者 许晓红）成军
四年的水舞年华舞团在区总工会
的支持并主办下，日前在区文体中
心献演一台舞蹈专场，跟徐汇社区
观众们分享舞团成员学艺四年的
艺术成果。偌大的多功能厅不仅座
无虚席，不少观众更是站着看完全
场演出。

演出以芭蕾舞《追梦》开场，这
是舞团首支编排的舞蹈，随着技艺
的精进，当时的舞姿和音乐都已经
作了调整，但是舞团仍以此开场，
一群婀娜舞者轻舒柔展，表达她们
对艺术最初的不懈的追求。随后，
舞团的姑娘们接连表演了古典舞、
现代舞、西班牙舞、维族舞、藏族舞
等各种风格类型的舞蹈。舞团的未
来之星们，10位可爱的小朋友化身
小天使，一支《花之精灵》把观众带
入花海仙境。舞团演出得到艺术家
们的鼎力相助，上海芭蕾舞团优秀
男演员万子豪受邀担任艺术指导，
并与舞团演员合作经典剧目《海
盗》；著名舞蹈家高金荣教授专门
为舞团排练了自己享誉世界的作
品《千手观音》，并首次使用了“环
抱千手”的手势，令观众尽享一场
艺术盛宴。

水舞年华是一支由在职人员
组成的业余舞团，她们满怀着对舞
蹈艺术的热爱，每周定期坚持刻苦
练习，并得到区总工会的支持，提
供了排练场地。当天的演出既是一
次成果展示，也是作为区总工会

“文艺进社区”系列活动之一，回馈
徐汇父老乡亲。

长桥：老年朋友倾情献唱

本报讯 （陶建幸）“幸福在那
里？幸福就在你们中间！”这是上海
市音乐协会专家俞世芳为参演团队
进行现场点评时的开场白。日前，一
场以“同唱文化季，共筑中国梦”为
主题的群众合唱大展演拉开了长桥
第十六届社区文化艺术节的帷幕，
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和欣赏。

在上海小学小白鸽舞蹈队活力
四射的开场舞蹈之后，一曲由长桥
街道快乐合唱团演绎的《祖国慈祥
的母亲》拉开了活动的序幕；接着，
来自浦东陆家嘴金融城、徐汇区文
化馆、静安、长宁仙霞、上海复旦大
学老年队等 11支在沪业余合唱团
的650余名团员以各具特色的无伴
奏、混声合唱、男声合唱、女声合唱
等形式的魅力演唱，倾情地演绎了
21首中外艺术歌曲。

枫林：居民展才艺

本报讯 （记者 许晓红）枫林
街道文化艺术节汇聚社区各大文艺
团队的学习成果，一台说舞弹唱俱
全的文艺演出日前在社区学校广场
内热烈上演，吸引了两百余位居民
来到现场观赏。

“我们葫芦丝队有十来个队员，
每周都参加沙龙练习。我很喜欢这
种乐器，能够在社区学校学习，并为
大家表演非常高兴。”居民曾阿姨表

示。据悉，枫林街道根据居民需求和
爱好，陆续组建了十余支社区文艺
团队，各居民区也有各具特色的小
区文艺团队，丰富居民们的文化生
活。当天的演出中，英语班、戏曲队、
声乐班、民族舞队、交谊舞队等各团
队成员纷纷亮出平时勤学苦练的才
艺，清新悠扬的葫芦丝、动感十足的
伦巴、韵味地道的沪剧《相亲》等等，
赢得居民们的热情喝彩。

天平：唱响青春之歌

本报讯 （记者 吴梅）“我要
把歌声献给不懈奋斗中的青年。”5
月14日，来自 704研究所的周竹在
天平社区团工委举办的“天平好声
音”五四青年歌唱比赛中，以一曲
《天之大》向青春致敬。

“今年是纪念建团 92周年。活
动就是为了充分展现社区广大团
员青年的青春风采，唱响青春之歌
的优美旋律，在天平的缤纷大舞台
上成就梦想。”社区团工委书记杨
华说。当天，从来自街道机关、基层
站所、居民区、社区学校、“两新”
组织和社区单位 40多名初赛选
手中脱颖而出的 15名选手，进行
了“好声音”最后PK。

《如花》《龙卷风》《山丹丹花红
艳艳》……或抒情、或奔放，选手们
的歌声虽风格各异，但个个声情并
茂、唱功不俗。比赛邀请何占豪、宋
罡、纪晓兰担任评委；现场观众则作
为大众评委给出人气分，现场评选
出天籁之音奖、最佳人气奖、最佳潜
力奖、最佳台风奖等奖项。

社区群文活动人气足

静谧、温馨、隐隐飘着淡淡书香，位于美罗城里的开架书市，为市民
营造了浓郁的文化氛围，如梦似幻的波浪曲线让人有徜徉书海之感。

雷明 摄影报道

第七届徐家汇白领艺术节拉开序幕

“达人秀”火爆圆梦舞台
徐家汇达人秀是第七届徐家

汇白领艺术节开幕式活动，20多
位社区单位职工在舞台上展现他
们多姿多彩的艺术才华，听取现场
10位各界评委的指导建议。“我以
前没有机会站在舞台上，今天能够
有机会表演，非常高兴，得到了老
师的鼓励，以后我会更努力。”达人
秀赛场上，选手姚思远的这番话，
道出了很多选手的心声，也说出本
场达人秀的愿望，打造白领们梦圆
徐家汇的艺术舞台。

坚持心中梦想

选手邹思洁带来了一支埃及
东方舞，异域风情的舞衣伴随着浓
郁古埃及风情的舞姿，别有情趣。出
生在农村的邹思洁从小喜爱跳舞，
但是没有能力找老师学习。辗转多
年却始终不放弃，去北京工作时也
要租住在舞蹈学院旁边，“感受那个
氛围”。2002年她在台湾老师的鼓
励下开始专心学舞，现在她每年都
会去国外进修，20年坚持心中的梦
想，不仅组织了自己的舞团，也融入
徐家汇社区文化活动。她的经历让
评委们深有感触，同样有着曲折学
艺经历的评委、百脑汇上海店总经
理庄世贤说：“只要有梦想，努力去
执行，就一定会成功。”

评委现场“抢”人

来自徐家汇商圈的于芳以清

唱原创作品惊艳登场，那是她高一
时的创作《一剪梅》：“这个曲调多
年来一直萦绕在我心里，今天有机
会唱出来，希望请评委老师给我指
正。”一曲唱罢，评委、作曲家沈传
薪当即表示在这个舞台上遇到原
创十分惊喜，鼓励她坚持下去并欢
迎她加入自己的艺术团队。

而选手们的精彩表现也令现
场频频发生“抢”人事件。表演朗诵
的陈信君醇厚的音质，万国慧对
《千言万语》的动人演绎，姚思远在
《浮夸》里展现的林志弦声线，都让
评委们英雄识才，纷纷为自己的艺
术团队网罗人才。

探讨艺术观点

选手戴恩热爱唱歌，一首被评
委认为颇有难度的《慢慢》却是唱
出了十足的感染力。歌唱家罗雨觉
得小戴的声线更似郑中基，建议他
从模仿开始，慢慢打造自己的风
格。于是一段关于要不要模仿的艺
术争论又在评委席里火热展开。虽
然几位评委各抒己见，但有一句话
得到大家认同：“可以从模仿开始，
但过程中不要忘记自己。”

同样引起评委讨论的是选手
徐征，他一个人用十种乐器轮流表
演一首歌曲，评委们建议他要做好
乐器衔接，但对他的多才多艺频频
赞叹。展示才艺的舞台也成为评委
探讨艺术观点的平台。

记者 许晓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