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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年轻人梦想与成长

电影《大城大楼》今年暑期档上映

1月11日，由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
出品的电影《大城大楼》在中国第一高楼上
海中心22楼陆家嘴金融城党群服务中心举
行了特别的启动仪式。 作为中国共产党建
党百年的献礼作品，《大城大楼》 是一部现
实题材的主旋律作品， 由上影集团中青年
主创倾力打造， 将于今年暑期档与观众见
面。 影片监制张建亚、导演谢鸣晓、编剧何
晴携演员陈奕龙、李媛、佟瑞欣亮相。 上海
市委宣传部、上影集团、上海城投集团、浦
东新区区委宣传部等相关领导出席。
《大城大楼》是一部以上海陆家嘴新
型党建为背景，围绕救助患儿鹏鹏引发的
一系列故事，讲述年轻人在党的引领感召
下成长、磨炼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青春励志
电影。 谢鸣晓在现场透露，电影集结了一
众青年实力派演员， 以电竞运动为线索，

塑造了一批有血有肉的当代年轻人的形
象，刻画了科技创新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
命运、改善人民生活的新时代背景。
《大城大楼》将电竞作为90后“正青
春”的切入点，是对时代特色的反映。 电竞
产业作为新业态的重要组成，正成为中国
数字内容领域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成为了
90后年轻人的时代标记。 《中共上海市委
关于制定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〇 三五年远景目标
的建议》明确提出：
“
加快建设全球影视创
制中心、国际重要艺术品交易中心、亚洲
演艺之都、全球电竞之都、网络文化产业
高地、创意设计产业高地。 ”凭借产业优势
和包容的文化环境，上海逐渐成为国内电
竞高地。 电竞，也正在成为上海年轻人追
逐梦想、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之一。

申城商圈打造“
文化高定”
激活城市空间活力

五年来，上海
“
艺术商圈”以精
准对标、因地制宜的
“
高定模式”开
展活动，如今已在全市16个区遍地
开花。
近日，2020上海
“
艺术商圈”特
色活动颁奖活动”举行。此次活动的
评选共收到来自全市71个商业主
体申报的840余项活动。 经专家评
审，共有25个项目被评为“
2020上
海艺术商圈特色活动”。 这个以
“
激
活城市空间、激发城市活力”为目标
的文商联动项目，在2020这特殊的
一年，交出了一份不凡的成绩单。
受到疫情影响， 商场一度举步
维艰， 需化危机为转机的2020年，
“
艺术商圈”呈现了文化和艺术所带
来的心灵抚慰和爱的希望， 为激活
城市人气和商贸活力， 产生了积极
作用。 2020年，除了配送的中英文
合作儿童音乐教育工作坊 《嘟嘟喇
森林历险》、《惊梦六百年》——
—
“
水
磨新调”昆曲音乐会、
“
国乐潮牌”风
林山火融合乐团音乐会等节目外，
更多的是各区商圈自行策划、 制作
和展开的活动， 其中不乏闪耀着创
意、创新火花的新形式、新节目和新
思路。
经过五年的努力，上海
“
艺术商
圈” 已成为上海促进实体商业转型
升级的
“
新试点”，
“
以文促旅、以旅
彰文、文旅兴商”为上海的营商环境
带来了文商旅融合的新业态， 赋予
了发展新活力和新能级。 送往各大
商圈的艺术活动， 并非是各文艺单
位现成节目的复制和照搬， 而是根
据商圈的人群需求、环境要素、流动
性等特点， 进行创意策划与精心制
作，以创新驱动、升级发展的主动作
“
艺术商圈”的文化
为，进一步提升

服务能级，深化服务人民群众，优化
购物氛围。
和初期以政府送戏进商圈不同
的是，如今，得益于高品质的文化艺
术活动营造的格调和品味、人流和商
机，商圈亦反过来积极向主办方寻求
好的艺术项目。 将优秀艺术项目引入
商业综合体促进艺术与商业融合，从
而为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打造新
的演艺空间产生了推动力。
艺术商圈”的初期推
作为上海
“
动者，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组委会
副秘书长吴孝明表示：“艺术进商
圈， 从最初的精心研制菜单送戏进
商圈，到现在商圈化被动为主动，举
行各种文化艺术活动来提升自身品
质，实现了
‘
从要我做，到我要做’，
最可贵的是理念上的转变。 ”
“
艺术商圈”是共同推动文化与
商业联动发展的重要载体， 也是满
足体验式、 时尚化消费新需求的重
要举措。借助
“
艺术商圈”这一平台，
商业积极拥抱了文化艺术， 艺术倾
情点亮了商业。 上海戏曲艺术中心
党委书记、 总裁谷好好说：
“
艺术走
进商圈，让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感
受上海的文化魅力和商业活力，让
商圈也成为市民的
‘
会客厅’和
‘
艺
术厅’。 ”
艺术商圈”首次举办特色
上海
“
活动评选， 既是为鼓励更多优秀的
艺术作品走入商圈， 也是为激励商
圈再接再厉大胆
“
破圈”，和文化圈、
娱乐圈、艺术圈进行各种融合尝试，
探索文商旅结合更多可能性。 2021
年，上海
“
艺术商圈”除了进一步扩
大商圈布点、增加场次覆盖率之外，
将着手推动文化与商业的数字转
型、智能升级。

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电影局局
长高韵斐在致辞中表示，作为一部当代现
实题材的主旋律献礼影片，《大城大楼》受
到中宣部、国家电影局、上海市委宣传部
的高度重视，列入了
“
建党百年”
“
全面小
康”主题首批五部重点电影项目，希望这
部电影展现出的
“
大城、大楼”，是有温度、
有精神、有底蕴、有灵魂的，是一座承载着
每个人梦想的初心之城。 通过电影，展现
上海这座城市的温暖以及年轻人的梦想
与成长，以有温度、有深度、有高度的精品
佳作为建党100周年献礼。
上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健儿表
示，上海电影制片厂从1949年成立至今的
70多年里，始终秉承
“
为人民而创作”的信
仰，在历史重大时间节点上的创作，上影
也从未缺席。 为迎接建党百年这一伟大时

“
上海上港”更名“上海海港”已通过足协审批
上海上港更名一事有新进展！据上港俱乐部
方面的消息，
“
上海海港”这个中性名已经通过了
中国足协的审批，也符合足协的相关新规。 但目
前俱乐部更名的手续还有工商方面的一系列审
批尚未通过。
据悉，等工商方面的各项手续完成后，上港

彩故事。 据了解，此次，全新的有声
剧以真实故事为背景进行艺术创
作，覆盖特警、刑警、缉毒警、治安警
等多个警种， 讲述上海公安在打击
犯罪、保护人民、惩治犯罪、服务群
众中的责任与担当。
目前， 该有声剧已进入创作阶
段，将邀请国内优质有声团队
“
群音
说”进行剧本创作并配音，预计第一
季将于4月完成， 将成为展现上海
公安风采的一股
“
新声力量”。

俱乐部就会公开向外界宣布俱乐部更改之后的
中性名。
为什么会是
“
上海海港”？ 业内分析认为，考
虑到此前俱乐部的名称是上海上港，改名
“
海港”
“
海港”也符合上海
的话能够保持一定的延续性；
这座城市的地理位置和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

2021年F1中国站确定延期
F1日前正式公布了2021赛季更新版赛历，
2021年国际汽联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将调整
到3月26日至28日在巴林开幕，但中国车迷关心
的2021赛季F1中国大奖赛将不会按原计划日期
举行。
据介绍，目前F1方正在与多方进行商讨，中
国大奖赛有可能在本赛季晚些时候重新安排办
赛时间。 如果依旧无法实现，那么中国大奖赛将
会在2022年回归。 由于中国站在原定日期无法
实现，伊莫拉赛道将于4月18日回归F1赛历。
回顾2020赛季，由于受到疫情影响，F1官方
发布该年中国站赛季推迟举行但并未立即取消，
直至8月25日F1官方宣布2020赛季不会举办F1
中国大奖赛。
今年由于赛历的变化，2021赛季的分站数
量仍然保持了23站比赛， 创造了有史以来F1单
赛季分站数量之最。 但由于疫情原因，原计划的

澳大利亚揭幕站无法如期举办，3月26日-28日
将在巴林站开启本赛季的征程。澳大利亚大奖赛
则改到本赛季11月18日至21日举行。

“
金牌体育老师”寒假上线
让沪上青少年边学边玩

全国首个公安主题
大型精品原创有声剧4月问世
在首个
“
中国人民警察节”到来
之际， 上海公安与喜马拉雅共同宣
布，双方达成战略合作，联合推出全
国首个公安主题大型精品原创有声
剧。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优质版权
内容、音频节目等开展深入合作，新
剧将由上海市公安局政治部、 喜马
拉雅共同推出发行。
上海公安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
和优良作风的队伍， 他们的身上发
生过许多可歌可泣、 可圈可点的精

刻，上影以
“
铸造精品内容”为目标，聚焦
重大现实题材创作， 挖掘重大历史题材，
正紧锣密鼓地推进一系列重点作品的创
作生产。《大城大楼》正是一部紧扣建党百
年主题的献礼之作，通过反映当下年轻人
对电竞直播、拳甲格斗的关注，旨在传达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
正能量。
王健儿透露，除了《大城大楼》之外，
目前，处于各创作生产阶段的电影项目有
十余部，包括讲述首批中国共产党人在风
雨如磐的日子中担起救亡图存重任的
《1921》；以《共产党宣言》首位中文全译本
翻译者、复旦老校长陈望道先生生平事迹
为主要线索的电影《望道》；此外，王家卫
执导的首部电视剧《繁花》也正在上影车
墩基地紧张地拍摄中。

由王励勤等多位
“
金牌体育老师”参与录制
的12节
“
金牌体育课”，将于1月23日寒假起在上
海教育频道等平台上线。
中考体育考试100分改革、推进体教融合深
度发展……在过去的一年里， 体育成为热议词
汇， 如何上好体育课也成为了社会各界关注的
重点。
据了解，《金牌体育课》历时一年精心筹备、
策划、制作，特邀王励勤、诸韵颖、王仪涵、庞佳
颖、眭禄、汤露、孙吉、罗汉琛等著名运动员担任

节目嘉宾，出任
“
金牌体育老师”。
教授项目则涵盖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
羽毛球、网球、田径、游泳、体操、武术、跳绳、基
础体能等，为上海青少年送上12集趣味十足、可
学可玩、寓教于乐的体教节目。
课程每集内容设置体育精神、项目文化、
“
技术解析、高手过招等板块。 ”上海教育电视台
台长孙向彤介绍，通过运动技能教学、项目文
化讲解、学生挑战游戏等形式，向青少年普及
体育项目文化及技能，号召更多的青少年健康
动起来。
在
“
金牌体育课”上线仪式举行的同时，体
荟魔都
“
以体育人”圆桌会邀请了学校校长、体
育老师、家长，以及体育培训机构、体教领域专
家学者、媒体人士共聚一堂，畅谈通过体育促进
青少年健康发展的做法与想法。
在8位圆桌论坛嘉宾看来，
“
金牌体育课”以
全媒体视野传播青少年体育的价值和意义，资
源共享、优势互补；不仅展示体育技能、竞技本
领，更着力传播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以体
育智、以体育心，更好地发扬体育育人的功能，
在学校体育课程之外， 成为了一种体育教育的
良好补充，让体育成为青少年最好的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