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曹之光）12月4日晚，

正大广场 4楼的黄金大道上，响起了上海

好小囡少儿合唱团的歌声，吸引了不少顾

客驻足聆听。这场名为“圣诞儿童唱诗

班”的演出，正是“上海艺术商圈”浦东活

动的一次精彩亮相。

本月，参与“上海艺术商圈”项目的浦

东 8大“艺术商圈”将集中亮相，其中包括

正大广场、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百联世纪

购物中心、世博源、上海中心、证大大拇指

广场、迪士尼小镇，以及金桥国际商业广

场等浦东知名地标商场。合唱、舞蹈、民

乐、文化集市……仅 12月的 31天里，这 8
大“艺术商圈”就将推出 40余场精彩文化

活动，不仅将助推文化与商业的有机结

合，更将为市民带来满满的艺术享受。

童声合唱实力“圈粉”
文化+商业 谋求“双赢”

4 日 18：00，上海好小囡少儿合唱团

清亮的童声合唱，从正大广场的黄金大道

传来。在各楼层间走动、购物的顾客，寻

着声音，向舞台集聚。

《铃儿响叮当》《假如幸福你就拍拍

手》《平安夜》《祝你圣诞快乐》……舞台

上，身着白衬衫，戴着红领结，头戴鹿角或

圣诞帽的小朋友，让顾客与周边商铺的店

员眼前一亮，更以动听的歌声实力“圈

粉”。记者观察到，大概有数百名顾客，在

舞台边驻足停留了一个小时，观赏完整场

演出。“他们只是一群 10 来岁的小学生，

但无论是台风还是演唱水平，都非常专

业！”观众蔡女士为演出“点赞”。

细心的观众会发现：这场演出既无

商业冠名，也无产品推介，是一场完全免

费的高水准文化演出。“这是正大广场加

入‘上海艺术商圈’以来，推出的第一场

公益活动。”“上海艺术商圈”项目具体执

行方——上海对外文化交流有限公司总

经理曹建申介绍，亲子家庭日渐成为该商

场消费的主流人群。此番策划“艺术商

圈”活动，正大选择了“圣诞儿童唱诗班”

作首秀，邀请亲子家庭观赏，收获了不错

的口碑。

正大广场市场部经理韩敏表示，“上

海艺术商圈”以政府出活动、商场出场地

的形式，不仅为商场营造了不错的文化氛

围，还为消费者带来实实在在的文化享

受，“文化+商业”实现了“双赢”。

揭秘浦东“艺术商圈”
主打公益性 家家有特色

“2017上海艺术商圈”活动吸引了来

自全市 8个区的 30家商场成为首批合作

单位，其中浦东有 8 个商场参与。本月，

浦东 8 大“艺术商圈”首次集中公布各具

特色的活动菜单，50多场文化活动令人应

接不暇。

记者发现，这些文化活动都与各商圈

的定位和消费人群密切相关。有“城中之

城”美誉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以互动亲

子剧场为活动主题，为商场增添温馨气

息。百联世纪购物中心将依据“年轻”与

“时尚”的商场定位，主打新潮的互动音乐

类演出。而定位“一站式购物、一家休闲、

一天逛街”的证大大拇指广场，将在户外

空间开展舞蹈艺术活动。“国际化娱乐消

费场所”——迪士尼小镇，活动重心则是

融合现代元素的民族艺术，为国内外各年

龄段游客了解中华文化搭建平台。定位

“家庭娱乐消费中心”的正大广场，则主打

童声合唱。

有些“艺术商圈”还根据各自的空间特

色，为顾客度身定制了免费文化大餐。长

达 1公里多的“世博源”商场，拥有独一无

二的长廊空间，将推出定点的手作小课堂

与流动的亲子音乐巡游，主打点面结合的

亲子音乐活动。而“上海之巅”——上海中

心，则将在人流集聚的B1、B2层公共区域，

推出集市类文化活动。依托“公园”概念的

金桥国际商业广场，购物中心内有公园，公

园即为购物中心，将主打儿童艺术教育。

“浦东的每个‘艺术商圈’都找准了适

合自己的主题定位。”曹建申表示，“艺术

商圈”活动以公益性为特征，鼓励参与商

场创建各自的文化特色和风格，错位打造

文化品牌。他笑言，待浦东 8 家“艺术商

圈”12月集中亮相后，市民将慢慢摸清门

路：看舞蹈，可以去证大大拇指广场；听民

乐，就去迪士尼小镇；逛市集，到上海中心

就可以……

据悉，明年浦东的“艺术商圈”名单还

将继续扩容。根据浦东新区人民政府与

上海市文广局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市、

区将合力引导亲子互动类、音乐演艺类、

文化展示类、儿童剧等深受市民喜爱的文

化项目走进商场，在小陆家嘴等商圈营造

文化艺术氛围，形成“一商场一品牌，十商

场十特色”的“艺术商圈”文化消费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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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之光

日 前 ，第 四 届 国 际 艺 术 评 论 奖

（IAAC）颁奖典礼在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

举行。来自斯里兰卡的英文投稿者乔蒂·
多尔斩获大奖，获得8万元人民币奖金及

短期驻留上海或伦敦的机会。二等奖则

被中文投稿者刘加强与英文投稿者肖恩·
艾什顿获得，他们各获3万元人民币奖金。

作为浦东新区宣传文化发展基金的

资助项目，IAAC举办4年来，先后收到来

自全球的近千篇艺术评论投稿，同时也引

发了业界的思考：艺术评论有门槛吗？艺

术评论的价值是什么？对于上述问题，参

与颁奖典礼的中外艺术人士各抒己见：他

们既希望聆听大众不一样的声音，同时也

期待看到更多“严肃的评论”。

高门槛催生高质量
IAAC首拒“一稿两投”

IAAC的创办，旨在推动当代艺术的

独立评论，促进艺术评论者的批判性思

考、对话和研究。IAAC 组委会成员、上

海民生现代美术馆馆长甘智漪介绍，今年

共收到127篇中文投稿，以及78篇来自近

20 个国家和地区的英文投稿。今年

IAAC 首度要求投稿为从未发表过的全

新评论文章，因而最终投稿数量仍能与往

届持平，显得难能可贵。

本届 IAAC的投稿者来自各行各业，

但中英文投稿者的人员组成有显著差

异。据透露，中文投稿者里学生最多，占

投稿总数的28%，其次是媒体人及自由撰

稿人、艺术教育及研究人士、策展人及艺

术家等。而在英文投稿者中，学生仅占

4%，媒体人及自由撰稿人数量位居第一，

所占比例高达40%。此外，今年还出现了

一个有趣的现象：英、美等 6个海外国家

和地区出现了中文投稿者，而来自中国的

英文投稿者也有6位。“这样的‘错位’，让

我们相信，IAAC从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当

代艺术界的国际交流。”甘智漪表示。

5 名背景各异的中外艺术专家担任

本届 IAAC的评委。经过三轮评选，最终

18篇作品入围。“评委都对今年的作品质

量感到震撼。”国际艺术评论协会名誉主

席亨利·梅里克·休斯认为，“艺术评论者

要在每日的喧闹声中，保持批判的精神，

才能写出好的作品。”

艺评向多元化发展
只有3%的观众看导览手册

本届 IAAC 的投稿质量让评委“震

撼”。然而，对于整个艺评圈的生态，圈内

人士则颇有忧患意识。

“在当下的艺术环境中，艺术评论或

者艺术的解读性文字，都以讲究实效为目

标。”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馆长龚彦提及

一个现象：在大型展览入口处，一般都会

放置导览手册。观众进门人手一册，出门

后，往往就把这些册子扔掉了。与之形成

对比的是，作品旁的解读性文字，内容再

枯燥，观众也大都会看完。“艺评原来多存

在于纸面上，属于学术范畴。如今艺评和

评论诠释的对象却要放在一起，才能帮助

观众在最短时间内读懂作品。”龚彦对艺

评的浮躁趋势表达了忧心。

曾任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首名外籍

馆长的艺术评论家李龙雨，则分享了中国

美术学院统计的两组数据，对龚彦的观察

给予了支撑：3年前，只有 3%的观众会看

当代艺术展览的导览手册，而在10年前，

这一数字是7%。

谈及观众不看导览手册的原因，李龙

雨认为：“这是因为当下观众不甘于做被

动的艺术接受者，而希望成为主动的艺术

消费者。”他提出，观众观展观念的变化，

促使艺术评论发生转型：艺评正在向“每

日报告”转变，它可以是观众在作品前发

表的看法，也可以是社交网站的博客文

章，其形式变得多元，出现频率变得更高。

“艺术评论不再是闭门写作的行为，而

是大众随时随地发出的声音。”李龙雨为艺

术评论大众化欣喜的同时，也仍有忧虑惋

惜：“评论虽层出不穷，但质量参差不齐。”

呼吁回归“严肃写作”
拒绝迎合快消心态

数据显示，2012年上海美术馆的数量

是34家，2016年则达到了78家，平均每年

增加近10家。仅今年前三季度，全市美术

馆共举办展览 483项，观众达 352万。闲

暇时参观艺术展，已成为许多上海市民的

生活方式。

放眼全世界，艺术市场向好，而艺评

门槛的降低，却使艺术评论的中立性受到

影响。正如亨利·梅里克·休斯所说：“艺

评家曾经是离艺术家最近的人，现在这个

位置，已被收藏家取代了。”上海民生现代

美术馆馆员顾佳则表示：“在这个喧哗的

时代里，IAAC有点孤独、有点不合时宜。”

“这个时代越是浮躁，越是需要严肃

的评论文章。”艺评家、策展人费大为说，

在这个艺评日渐大众化多元化的时代里，

许多艺评人没有受过完备的学术训练，他

们在文章中轻易断言一个展览“好”或“不

好”，习惯用“很有态度”来吸引眼球。他

认为，艺术评论的呈现方式，会随时代发

生改变，但艺术评论的内容方面不能迎合

快消心态，艺评家应坚决以纯粹的态度去

写艺术评论，而这正是 IAAC的初心。

龚彦呼吁，艺术评论要回归它的“古典

时代”：放弃大众读者，只面向高素质的艺

术从业人群：“艺术评论要为‘真正的高手’

去写，然后再用思想理念‘撼动’他。这就

是我期待艺评能够产生的力量。”

金桥国际商业广场
12月9日、12月16日、12月23日
10:30-12:00 儿童戏剧表演小课堂

14:00-15:30 儿童主持小课堂

16:00-17:30 儿童舞蹈小课堂

世博源
12月23日 14:00-18:00 6人小丑

14:40-15:20 尤克里里小课堂

15:20-16:00 非洲鼓小课堂

14:00-18:00 圣诞老人模特

12月24日 13:00-14:00 童声合唱团

14:40-15:20 圣诞主题彩绘

15:20-16:00 圣诞主题手工DIY
14:00-18:00 圣诞老人模特

12月25日 18:00-21:00 欢乐摇摆巡游

12月30日 14:00-18:00 3人小乐队、欢乐巡游四重奏

12月31日 14:00-18:00 3人小乐队、4人摇摆舞

正大广场
12月24日 20:00-21:00 Music Melody乐队

小型音乐会

12月31日 13：00-14：00 童声合唱团

证大大拇指广场
12月9日 14:00-15:00 圣诞精灵快闪

12月16日 15:00-16:00 西方舞蹈荟萃《精彩的瞬间》

12月23日 14:00-15:00 芭蕾舞儿童剧《睡美人》

12月30日 14:00-15:00 芭蕾舞儿童剧《天鹅湖》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12月16日
10:30-12:00 大型经典卡通剧《白雪公主》

13:30-15:00 创意手偶科普剧《疯狂的兔子》

15:30-16:30 亲子手工体验——制作手偶小课堂

12月17日
10:30-12:00 互动体验式儿童剧《齐天大圣喜洋洋》

13:30-15:00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皮影戏》

15:30-16:30 亲子手工体验——皮影制作体验课

百联世纪购物中心
12月23日 14:00-15:00 孩子们的音乐会

12月31日 15:00-16:00 Shakeep“跃动”节奏工作坊

上海中心
12月21—23日 全天 圣诞集市“Gift of Love·爱的礼物”

（以上活动以实际为准）

浦东8大“艺术商圈”本月集中亮相
40多场免费文化艺术活动将进驻地标商场

国际艺术评论奖四度评出“世界好艺评”

艺术商业化的时代
艺评能否“独善其身”

到东艺和江珊一起《守岁》
浦东人可半价购文化惠民票

本报讯（记者 曹之光）明年2月9、10
日，以《过把瘾》一举成名的影视明星江

珊，将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献演话剧《守

岁》。这也是她回归话剧舞台后的沪上首

秀。浦东新区居民持本人居住在浦东的

户籍证件（身份证、户口簿）至东艺售票

处，可半价购买680元以下的文化惠民票。

红烧肉、清蒸鱼……对中国人来说，

年夜饭是每年最为重要的一顿饭。《守岁》

全剧讲述了老中青三代人平凡却真实的

家庭亲情故事，江珊将饰演患有阿尔茨海

默症的外婆。江珊表示，她表演的难点并

非是还原老人的体貌和声音，而是要呈现

出老人真实的精神世界:“我希望能够通

过演出给观众传递温暖，唤起大家对亲情

的重视，这也是剧作者和演员的期待。”

据悉，《守岁》演出的票面价格为 80
元至880元，即日起浦东居民可持本人居

住在浦东的户籍证件（身份证、户口簿），

半价购买 380元、480元、680元三档的文

化惠民票。同一场演出，每人最多可购买

两张文化惠民票，且不与其他优惠同享，

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根据日前发布的“浦东新区宣传文化

发展基金”政策，未来5年，浦东每年将安

排大约1个亿的专项资金，用于助推文化

事业发展。其中，浦东将对具有导向性、

艺术性的大型演出项目，给予每张不超过

原价 50%、最高 350 元的票价补贴。据

悉，继东艺后，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

等浦东地标性剧场，明年也将加入文化惠

民票的行列。

浦东“艺术商圈”12月部分文化活动
TIPS

12月4日在正大广场举办的演出，正是浦东“艺术商圈”的一次精彩亮相。

□见习记者 郑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