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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 解敬阳

Slush 上海 2018 全球创投
大会将于今年 9 月 7 日—8 日
在上海汽车会展中心举行，由
Slush 中国和同济大学共同举
办，并且得到了嘉定区政府的
大力支持。预计参会人次将
达到 15000 人，初创企业多达
1000 家，投资机构约 500 家。
据悉，Slush 源自于芬兰，是当
今欧洲规模最大的创投科技
大会。

据介绍，大会届时将在场地
内搭建六大舞台，涵盖了为全球
高科技行业顶尖专家、成功创业
者和投资人提供演讲机会的超
级炫酷的主舞台，以及3个分别
专注于人工智能、生物科技、游
戏娱乐、物联网等热门高科技行
业的分舞台。

在为期两天的大会期间，由
评委组从近千家初创企业中挑
选出百家进入路演大赛，并从中
评选出可能成为未来独角兽的
领军初创企业。

青年报 解敬阳

近日，由嘉定博物馆与温
州博物馆共同主办的“动画中
国风——经典动画与传统文化
展”将正式拉开帷幕。此次展览
以中国传统动画的发展为主线，
提炼中国动画表现形式中的传
统艺术元素。展览分四个单元，
第一单元回顾了从上世纪20年
代开始，中国动画走过90多年
历程的发展概况；第二单元展示
了水墨动画、木偶动画、皮影动
画、剪纸动画等主要的传统艺

术表现形式；第三单元介绍了
中国动画中所蕴含的传统文化
要素，包括古典戏剧、传统文
学、传统音乐、传统美术等在动
画作品中的精妙运用。展品涉
及了水墨画、木偶、皮影、剪纸、
折纸、戏曲服饰、民族乐器、传
统年画等多种类型。

展览期间，6月23日起每周
六下午，还将开展“泥塑经典动
画人物”、“京剧脸谱DIY”、“皮影
人物组装”、“水墨经典纸伞画”
等多场寓教于乐的配套手工活
动，使本次展览内容在充满童趣

的同时，又不失传统文化内涵的
渗透。此外，主办方还精心挑选
了18部具有代表性的优秀动画
作品在展厅中滚动播放。

据介绍，中国动画先后经历
了五个时期：

一是中国动画的创始期（20
世纪 20 年代初—1941 年），
二 是 新 中 国 初 期 的 动 画
（1949—1956年），三是中国动
画 第 一 个 创 作 高 潮（1957—
1965年），四是中国动画第二
个创作高潮（1976-1988 年），
五是转型新生期。

青年报 于诗婕

近日，2018湖州（上海）旅
游交易会暨“万名上海游客乐湖
州”启动仪式隆重举行。

交易会上发布了“万名上
海游客乐湖州”优惠政策，发布
了“南浔古镇之旅”、“南太湖之
夏”专线及优惠政策，与上海旅
游业界代表及“三大员”共同分
享了湖州旅游“交通便捷、生态
优美、文化厚重、物产丰富”四
大优势，从“玩、住、吃、购”四大
方面力推湖州旅游特色产品，
包括以“洋家乐”为引领的乡村
度假产品、以“月亮酒店”为标
志的滨湖度假产品、以南浔古
镇为代表的古镇旅游产品、以
文化体验为主线的城市旅游产
品、以钱山漾遗址（潞村）为核
心的丝绸之旅产品和以天下湖
品为品牌的购物之旅产品，推
出了200家职工疗休养基地（涵

盖旅游景区、旅游饭店、“湖州
人 家 ”、休 闲 娱 乐 等 旅 游 企
业）。湖州重点旅游企业代表
也分别作了专题推介。

近年来，湖州坚持将“青山
绿水”的优势转化为旅游产业的
优势。目前，该市拥有星级宾馆
41家，特色文化主题酒店4家，
全市共有床位10238万张；旅行
社114家，其中五星级2家，四
星级11家；各类乡村民宿（农
家乐、洋家乐、农庄等）达1817
家，共有床位数99952张。2017
年，湖州全市共接待国内游客
10552.6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20.6%；接待入境游客105.6万人
次，同比增长15.3%；旅游总收
入 1104.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5.2%；旅游景区门票收入10.4
亿元，同比增长22.7 %。“乡村旅
游第一市，滨湖度假首选地——
清丽湖州”旅游目的地品牌日益
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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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1 日，“寻味浦江·
2018年浦江两岸黄金旅游圈”
旅游推介会在沈阳举办。

会上，首先向沈阳旅游业界
全貌介绍了黄浦、浦东两岸旅游
资源和特色，随后两区6个代表
围绕旅游目的地、产品线路展开
了主题推介，并同时发布业内优
惠合作项目。

本次推介两区主打亲子线
路：黄浦区着力推出“滨江亲子
游”产品，上海音乐厅、文化广
场、浦江游览、十六铺水岸、英
迪格酒店协作组合，为亲子家
庭量身打造的优质旅程非常适

合暑期；浦东新区则推出微电
影《小达人伊伊游浦东》，魅力
游、都市游、欢乐游三部短片，
跟着小达人畅游浦东。浦江游
览以360浦江全景为核心体验，
带领来宾一览两岸美景；上海
海昌海洋公园展现了这座沪上
最新的世界级、旗舰式海洋主
题公园全景，黑科技、体验式、
互动性是最大亮点；东方明珠
给出丰富的游览项目尽显“浦
江明珠”风范；世博会博物馆从
科学革命的视角阐述人类文明
史，是暑期寓教于乐的首选；金
茂大厦以广阔的视野展示了浦
江两岸的都市风光与长江口的
壮丽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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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仪式近日举行，该活动
是由爱心聚汇慈善活动组委会
主办，旨在通过文艺形式，以独
特新颖的公益体验带动社会各

界人士及企业更积极地参与到
爱心事业中去，因此得到了一大
批企业的支持。启动仪式后，全
国近两百个分赛场进行初选活
动，复选500强，将以网络投票
形式决出全国20强。

动画展：寻找陪你长大的“伙伴”

代表作——水墨动画《小蝌
蚪找妈妈》

片中小蝌蚪的原型出自于

白石老人的水墨名作《蛙声十里

出山泉》。此图是白石老人 91

岁时为我国著名文学家老舍画

的一张水墨画。

老人没有画蛙，而是在那

四尺长的立轴上，画两山峡谷

间泉水汩汩地自远处来，几只

活泼的小蝌蚪在湍急的水流中

欢快地游动着。人们见到摇头

摆尾活灵活现、似顽皮小儿的

蝌蚪离开了水的源头，告别了

它们的妈妈（或去寻找它们的

妈妈），自然会想到蛙和蛙的叫

声，似乎那蛙声随着水声由远

而近……

在当时的美影厂厂长特伟

指导下，动画艺术家们从齐老作

品的笔法入手，研究其笔触结构

和色浓淡虚实的关系，反复试

验，解决了墨韵技巧的效果，将

国画大师齐白石笔下的蝌蚪、青

蛙、鸡、鱼、虾、蟹搬上银幕，赋予

它们以新的生命。

代表作——木偶动画《阿凡
提的故事》

木偶片《阿凡提》是 20 世

纪 80 年代上海美术电影制片

厂制作的 14 集系列动画片，开

创了少数民族题材木偶片的

新篇章。影片创造了阿凡提

这 样 一 个 典 型 鲜 活 的 形 象 。

他机智聪明，勤劳勇敢，富有

正义感。

片中的人偶材质用银丝骨

架、橡胶浇注的方法制成，又裹

上了丝袜增加了皮肤的质感。

“阿凡提”被塑造为木偶形象以

来，深受欢迎，成为新疆地区流

传已久的传奇人物的代表。该

片曾获得1979年文化部优秀美

术片奖、第三届中国电影“百花

奖”最佳美术片奖、全国少数民

族题材电影“腾龙奖”美术片一

等奖等。

代表作——皮影动画《桃花
源记》

皮影动画《桃花源记》，以陶

渊明的同名古文为蓝本创作。

通过武陵人误入桃源又离开、再

寻桃源未果的经历，描绘了一个

安宁合乐、平等自由的世外桃

源。全片将国画、剪纸、皮影等

传统元素用电脑三维动画做出，

效果几乎以假乱真。在片中，皮

影人物造型的艺术化、平面化、

卡通化、戏曲化的特点，得到了

充分的展现。

部分中国优秀动画赏析

“万名上海游客乐湖州”有优惠

全球创投科技大会
9月在同济大学举行

“寻味浦江”推介会走进沈阳

《新时代 我代言》网红赛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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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聚焦审美素养、落实
核心课程、探索美育路径——暨
小学音乐学科学习难点解决策
略的研究”项目成果汇报，在静
安区蕃瓜弄小学举行。本次活
动由上海市中小学幼儿教师奖
励基金会、静安区教育局和闸北
教育奖励基金会主办；市教育学
会中小学音乐教学专业委员会
和蕃瓜弄小学承办，相关领导出
席了会议。

本次活动共分两大部分：首
先是蕃瓜弄小学特色乐团展演及
美育特色校本课程展示。在学校
小讲解员们的带领下，与会嘉宾
们参观了校园美育提高型课程的
教学成果以及充满美育特色的校
园文化环境创设。还欣赏了学校
特色乐团带来的“华音雅韵”主题
展演。嘉宾们还进入各班教室融
入课堂体验了“成就孩子眼中的

美”美育特色校本普及型课程。
第二部分则为聚焦审美素

养、落实核心课程、探索美育路径
暨“小学音乐学科学习难点解决
策略的研究”项目成果汇报。蕃
瓜弄小学杨珏校长介绍了学校
美育办学特色。杨校长说，蕃瓜
弄小学是全国最早提出大美育
的学校之一，在日常教育教学环
节中，学校一直坚持通过落实音
乐、美术等显性课程，琴棋书画乐
等特色课程，以及民乐、打击乐等
艺术特色项目，探索适合现代教
育环境和社会需求的美育特色
办学路径，做了大量的实践性研
究与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现场，上海学生民乐联盟艺
术总监曹建辉老师和杨珏校长
一起进行“民乐项目”签约仪
式。接着，“小学音乐学科学习
难点解决策略的研究”项目主编
曹晏平老师介绍了该项目开展
的基本情况，并发布学科专著，

现场举行授书仪式。此外，上海
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施忠院长、上
海市音乐学科教研员特级教师
席恒和上海市音乐名师基地主
持人特级教师曹建辉三位专家
围绕“审美、课程、美育路径”这
三个关键词进行了高峰论坛。
会上，静安区教育局领导对项目
成果《寻得蹊径百花开》给予了
高度评价，并肯定了蕃瓜弄小学
30年来对于美育研究的坚持。
上海市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
金会史国明副理事长首先祝贺
此次成果汇报圆满举行，对曹晏
平老师在项目中取得的成效基
于高度评价，并表示上海市中小
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将继续
助推优秀青年教师的成长、成
才，希望曹晏平老师继续发扬上
海市特级教师的辐射与示范引
领作用，并祝愿蕃瓜弄小学的美
育特色继续传承，不断创新、再
铸辉煌。

蕃瓜弄小学展示美育特色校本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