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8月18日,由徐汇区体育局和田林街道办事处共同举办的上海
市第二届市民运动会徐汇区“田林杯”体育舞蹈与交谊舞比赛在徐汇区
田林体育俱乐部举行。来自全区的近70支参赛队伍的二百余名体育舞
蹈爱好者参与了本次比赛。 通讯员 滕陈烨

! 8月12日傍晚，夏日暑气还未褪去，华泾广场上热闹非凡。由华
泾镇人民政府、华泾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主办的“幸福华泾 欢聚你我”为
主题的纳凉晚会在这里举行。 记者 张文菁 通讯员 华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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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襄阳公园修缮的缘故，今
年的“艺映梧桐”——星空下的电影
院来得有点迟。8月的第一个周六
夜晚，襄阳公园“全国特色文化广
场”上映了今年的第一部电影《人间
正道》。“虽然公园整个修缮工程尚
未完工，但湖南街道、绿化市容局等
职能部门克服了重重困难，在公园
部分修缮工程完成后，就抢在第一

时间启动公益露天电影放映活动。”
湖南街道刘烨介绍说，“这使今年的

‘艺映梧桐’———星空下的电影院活
动作为公园大修后首个公益文化大
餐给到居民，让大家在仲夏夜梧桐
树下，仍能与往年一样，共享家门口
的公共文化。”

襄阳公园作为全国特色文化广
场，这些年来“艺术星期六”等特色

文化项目培育了一大批铁杆居民在
这片文化乐土上活动。据了解，“艺
映梧桐”———星空下的电影院起源
于湖南街道，作为暑假活动，早年
每年放两三场，作为开展青少年禁
毒宣传等主题教育活动。后来湖南
街道、区绿化市容局、区文化局合
作，将露天电影放映活动作为一项
特色文化活动保留并发扬。襄阳公

园马园长在公园工作已十二年，露
天电影也放了十二年。他介绍说，
三方合作开展这一活动后，每年的
6月底到 9月底的每个周六，襄阳
公园都要举办露天电影放映活动，
每场次都会吸引二三百人观看，人
气很足。

对露天电影，很多观众都有一
种特殊的情感。张先生居住在乌鲁
木齐南路，每年夏天周六晚上散步
到襄阳公园，他都会停留脚步，看一
场电影：“喜欢电影，尤其会怀念小
时候看露天电影的场景。现在看露
天电影，会重温一下儿时的美好时
光。”襄阳公园地处闹市，地理位置
优越，人流量非常大。马园长说，露
天电影观影人群多为附近居民、一
旁中心医院外出散心的病人、走过
路过充满好奇的游客以及在附近工
地打工的外来务工人员。“最近一次
看，也是好几年前了，大学军训时看
过一场。”逛街逛累了和伙伴来公
园歇脚的白领马小姐回忆说。她认
为，“看露天电影收获的是单纯的快
乐。它是一种文化，也可以是一种生
活方式。”

露天电影放映档期内，恰逢“七
一”建党日、“八一”建军节和“八一

三”淞沪抗战纪念日等，因此，主办
方在内容的选择上也颇为用心。8
月 13日晚，襄阳公园放映了影片
《毛泽东在上海·1924》。影片讲述了
1924年国共合作时期，青年毛泽东
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和生活的一段
经历。“‘艺映梧桐’———星空下的电
影院也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绝佳
平台。”刘烨说：“主办方通常会在
7、8月份选择放映一些抗战类红色
电影，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从娱乐角
度，也会放映一些文艺大片。”张先
生说：“关于 1924年毛泽东在上海
的这段历史鲜为人知。电影首次将
毛泽东的个人情感生活搬上银幕，
同时也将他与亲人、朋友的故事细
致地展现，让我们对这段历史有更
为清晰地认识，有血有肉印象深刻。
片中秦怡、仲星火等电影表演艺术
家如此高龄还倾力奉献艺术的精
神，令人颇为感动。”

据了解，今年星空下的电影院
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24日。期间
每个周六19!00（雨天暂停），襄阳公
园露天电影将陆续上映《狼图腾》
《狙击时刻》《敢死队 3》《背水一战》
《驯龙骑士》《白日焰火》等影片。

记者 吴梅

在襄阳公园看《人间正道》
“艺映梧桐”星空下的电影院活动“抢发”

这个八月，2016上海书展盛大
开幕之际，徐汇区作为首届上海国
际诗歌节的主办方之一，亦有“诗歌
之夜：中国新诗百年庆典”、“汇讲坛

‘诗与远方’：当下与未来”等精彩纷
呈的朗诵、演讲、分享活动；与此同
时，徐汇区图书馆书展期间也推送
诸多福利，包括与恒隆港汇五楼的
新华书店首次合作，推出“新书速
递，你选我购”活动，把选择权交给
读者。八月徐汇，书香诗韵欢乐多。

新诗百年
迎上海国际诗歌节

除了《两只老虎》，你还听说过
《两只蝴蝶》吗？“两只黄蝴蝶，双双
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
天，天上太孤单。”1916年 8月 23
日，胡适写下的这首原题为《朋友》
的诗，后来发表于《新青年》杂志，被
认为是中国第一首白话诗，一个不同

于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
的文体自此涌现，这就是中国新诗。

今年，恰逢中国新诗诞生一百
周年。这个八月，诗歌不再是远方回
响。首届“上海国际诗歌节”作为

“2016上海书展”和“上海国际文学
周”的一项重要活动，于8月16日至
20日举行。本次活动由上海市新闻
出版局、交通大学、上海作家协会、徐
汇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交通大学当
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徐汇区
文化局、上海文学杂志社承办。六大
项 12场活动，7位国际“重磅级”诗
人、9位中国诗人的思想火花，与粉
丝现场碰撞，堪称诗歌的盛宴。

新书任选
徐图邀你做“买手”

即日起至今年底，只要带上读
者证、身份证，到恒隆港汇5楼的新
华书店，即可参加徐汇区图书馆推
出的“新书速递”活动。只要是有徐

图标识的架上书（除教辅、大部头工
具书、绘本类外），不管是文艺的流
行的畅销的还是侦探科幻的，只要
你中意，百元以内可以任挑任选，直
接带走，只需在活动指定通道登记，
28天内归还即可。

记者从徐汇区图书馆了解到，
为让读者和新书“零距离”，他们特
别策划了此次活动。从新华书店取
书相当于从图书馆借书，这部分图
书归还后将作为徐图的便民服务品
牌“约书吧”的书库用书。“约书吧”
是可以直接在微信端预约借书、徐
汇区域内7个点免费就近取书的一
种创新服务模式。“约书吧”书库内
现有藏书近五千册，馆方希望把选
择权直接交给读者，将“约书吧”书
库数量提升到两万册左右。直接从
书店“选书”，不仅可先读为快，你的
阅读趣味还将丰富“约书吧”书库种
类，把好书传递给同好。据悉，书展
期间，对首次办理读者证的顾客还
可免押金当场办证。 记者 张文菁

书香诗韵，八月徐汇欢乐多

本报讯 （记者 姚丽敏）暑
期临近尾声，沪上再度回归高温
天。8月10日，一场别开生面的白
领、青少年五子棋对抗赛在漕河
泾社区实业大厦举行。社区白领
利用中午午休时间与放暑假的社
区小朋友进行五子棋友谊赛（如
图，雷明摄），弈棋会友，怡情消
夏。

活动现场，十张竞赛桌在办
公楼大堂内排成一个回字形，参
与活动的白领与学生棋类爱好者
捉对“搏杀”，选手们或快人快语
落子不辍；或沉吟再三瞻顾而行，
在小小棋盘上演绎了别样的智力
竞赛。

活动主办方介绍，作为老少
咸宜的棋类运动项目。五子棋的
对弈，有助于锻炼头脑洞察力，培
养大局观和全面思考问题的能

力。举办这一赛事，旨在利用午休
时间为社区白领和青少年搭建一
个切磋棋艺的平台，提高区域内

楼宇白领和社区群众之间的文化
交流，增强社区青少年五子棋棋
手的竞技水平。

大手“战”小手 棋盘分高下

本报讯 （记者 汤颖 王卫

民）日前，天平街道举行第一期上海
绕口令少儿培训班汇报演出，35位社
区小朋友和青少年相聚一起，唱响了
他们喜爱的上海绕口令和沪剧清唱。

舞台上，35名学员在上海滑稽
剧社老师们的带领下表演了《沪语绕
口令串烧》《孩儿歌》《上海闲话紫竹
调》《金铃塔》《芦苇疗养院》等节目，
小学员们认真可爱的表演让家长们
忍俊不禁，博得了现场阵阵喝彩。作
为新上海人，有的家长和孩子觉得，
暑假里到培训班学上海绕口令、学唱
沪剧，对说好上海话很有帮助。

据了解，天平街道素来以“人文
荟萃”著称，不仅有着丰富的人文资
源，还一直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护和传承工作。2013年成功将

“上海绕口令”申报成为上海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并在当年启动了“上海

绕口令”进校园项目，在辖区内的襄
一幼儿园和向阳小学开展“上海绕
口令进校园”项目，受益学生达三千
余人。为了进一步在社区内开展这
一项目的保护和传承工作，发掘少
儿“上海绕口令”好苗子，今年暑期，
第一期天平街道上海绕口令少儿培
训班开班了。此次公益培训班为期
5天，孩子们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
进行了《沪语正音》《发声方法和练
声》《上海绕口令》《无实物表演》《形
体训练》的系统训练。

此次上海绕口令少儿培训班还
得到了上海滑稽剧社艺术家们的指
导、帮助和支持，他们不仅为培训班
编排课程、上课指导，而且还为孩子
们排练节目，为培养、发掘“上海绕
口令”的好苗子不遗余力，他们希望
孩子们能说好上海话，并将上海方
言绕口令发扬光大。

上海闲话绕口令
暑期培训有成效

本报讯 （记者 姚丽敏）8月
18日，龙华街道办事处携手徐汇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公室，在龙
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举行亲子
扎染活动，中心的白衣天使们带着
他们的子女一齐参与体验。

扎染，古称扎缬、绞缬、夹缬和
染缬，是中国民间传统而独特的染
色工艺。织物在染色时部分结扎起

来使之不能着色的一种染色方法，
也是中国传统的手工染色技术之
一。 2006年与 2008年，云南大理
的“白族扎染技艺”、四川的自贡“扎
染技艺”先后被文化部列入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院方表示，这一次，非物质文化
遗产走进医院，是希望白衣天使能接
过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接力棒。

亲子扎染进社区 白衣天使齐参与
“千年龙华民俗大讲坛”首次亮相龙华卫生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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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吴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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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上海建国宾馆举行的 !&#$

年湖南（上海）投资贸易洽谈周———
娄底旅游专题推介会上，娄底市旅
游外事侨务局与上海黄浦区旅游
局、徐汇区旅游局、长宁区旅游局签
订“牵手沪昆黄金旅游中轴线合作
协议”，以进一步扩展上海旅游市
场，促进两地旅游市场互惠共赢。

“湖南娄底历史悠久，人文荟
萃，风光旖旎。市内有清代名臣曾国
藩故居等人文景观和各类风景名胜

旅游点七十多处。湄江风景区、波
月洞风景区、洛阳湾古建筑群、水
府庙水库等旅游胜地各具特色、风
光迷人。”会上，娄底市副市长向世
聪作了娄底旅游推介。

作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娄底
旅游接待人数和旅游总收入年均以
'&(以上的速度增长，旅游业已成
为娄底转型发展的重要接续性产
业。向世聪说：“沪昆高铁开通后，上
海到湖南娄底只需五个多小时，以
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对湘中腹

地的辐射带动作用越来越突出，处
于沪昆经济带黄金节点上的娄底，
将依托这一优势，做大做强旅游经
济。”据介绍，本次旅游推介，娄底根
据其地域特性和文化精髓，为上海
市民重点推介了生态民俗文化、地
质奇观、研学修行、健康养生四条精
品旅游线路。为促进上海、湖南娄底
两地旅游资源对接，扩大“沪恰周”
品牌知名度，针对本次活动，娄底专
门出台了面向长三角地区的旅游促
销奖励政策。同时，送出娄底 ) 大
景区价值 !&& 万元的免费门票和
价值 #&&& 万元的优惠套票。

会上，上海、娄底相关旅游企业
还签署了重点旅游招商项目和相关
旅游景区等合作协议。

湖南送出9大景区优惠套票
徐汇娄底签署“黄金旅游中轴线合作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