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博文：四川北路的吴韵悠长
1988年，红星书场筹资改建，后来临时改作商场。

曾萦绕其间的吴韵落幕，但得其滋养而成长起来的高博
文，此时已经是上海评弹团的正式演员。

像当年红星书场让他爱上这门艺术一样，他开始向
更多年轻人讲述评弹的魅力。那条曾经繁华的四川北
路的故事，便因为这个昔日男孩的记忆，一直存在下去。

沿着长长的四川北路向北走，依次经
过红星书场、群众电影院、虹口区工人俱乐
部、永安电影院。

说书演员用惊堂木拍打案桌的声响，
从门内传出来，能叫外面经过的路人也微
微一怔、驻足片刻。

一路沿着四川北路走到这里，直听到
这熟悉的声音传到耳中，高博文整个人就
快活起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四川北路，繁华热
闹，商铺林立，但这处书场对高博文来说，
才是宇宙中心。

门帘一撩，他就能进入书场的空间。
像一个猛子扎入水中，在这里，他能整个身
心浸润在心爱的评弹世界中。这条承载了
他全部童年经历的马路，奇妙地用这个场
域，向这个男孩揭示了未来属于他的道路。

四川北路的宠儿

如今想来，他真的是被四川北路宠爱
长大的孩子。

受宠到什么程度？
就是半夜里高博文忽然想吃锅贴，外

公必定会骑着自行车出门给他去买。有时
楼下的饮食店关了门，外公就一路沿着四
川北路向南骑到武昌路给他买来。又或者
夏天天气热要吃棒冰，楼下川公路的小店
里只卖小棒冰，那高博文自然是不依的，要
一直沿着四川北路走去海宁路买到大雪糕
才罢休。

这里的外公外婆和高博文并没有血缘
关系，但并不妨碍他们把整条四川北路都
营造成宠爱高博文的乐园。

上个世纪 70年代，随着父母单位调配
房屋，高博文一家四口住到四川北路川公
路1589弄的老石库门房子士德里中。房间
小小的，只有十几平方米，至今也没有卫生
设施。父母都是双职工，工作辛苦，无暇照
顾一对小兄弟。当时高家的老人已经负责
带了哥哥，才六个月大的弟弟高博文没人
照料。妈妈抱着他，沿着四川北路一条条
弄堂找过去，打听哪家有空，可以帮忙带孩
子。就这样，住在对面弄堂的一对老人，成
了高博文童年的寄养家庭。高博文从此就
多了一对“外公外婆”。

外公外婆自己的孩子，当时在外地，老
两口就把全部的爱都倾注给了高博文。母
亲向老两口支付的贴补钱早已用光，但外
公外婆还心甘情愿自掏腰包，买来各种好
吃的给高博文补身体，让本来体弱多病的
高博文，变得强健起来。

一次回自己家，看见母亲炖了鸡汤，高
博文毫不迟疑，捧着一大碗像喝水一样灌
下去。母亲在边上急着大叫，说这是要供
全家人几顿吃的量。小高博文还很疑惑不
解，因为在外公外婆家，这么一大碗鸡汤，
向来都是他一个人的份呀。

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高博文备受
宠爱地长大了。外婆当时是居委会的一名
干部，弄堂里的向阳院电视机当时是个稀
罕物，每次播放节目整条弄堂的人都要排
队观看。作为外婆带的孩子，高博文却总
有特权坐在第一排。他跟着电视里的节目

说说唱唱，不经意间，蛰伏体内的文艺细胞
被激活了。

“买卖请到四川路”

“走走看看南京路，买卖请到四川路。”
在上海长大的 70 后、80 后，对这句宣传语
莫不耳熟能详。

作为全市著名的市级商业街之一，四
川北路商业街南起北苏州路，北至大连
路。拥有鲁迅公园、多伦路文化名人街和
虹口足球场等文化体育资源，全长 3.7 公
里。1994年的一份数据显示，四川北路区
属商业网点 401 家，营业面积 5.12 万平方
米，年营业额30亿元，占全区商业的19%。

其实早在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
工部局就开始越界延伸北四川路（武进路
以北部分）至江湾厂金家厍。1912 年至
1938年，这一区域由江湾乡划归闸北市，后
来曾属于当时的上海特别市闸北区。1947
年开始改称虹口区和北四川路区。

解放前夕，四川北路区域内共有 40条
道路。解放后拓宽四川北路永安电影院附
近瓶颈地段，并改建路面。1989年，辟通武
进路 250 弄虬江支路间长 400 米的非机动
车道，延伸了乍浦路。1990 年,拓宽吴淞
路、溧阳路。

过去，四川北路区域内居住着不少日
本人、俄罗斯人、犹太人、印度人和军政要
人，故电影院、舞厅、咖啡馆、按摩院等消费
场所较多。位于四川路海伦西路口的永安
电影院，始建于 1924 年，曾为上海歌舞伎
座。解放后，改称“永安电影院”，为虹口首
轮影院。1997年，永安电影院被改造，现为
海虹永安大厦。位于横浜桥北侧，还有一
座建于 1928年的“广东大戏院”，这里就是

“群众影剧院”的前身。群众影剧院走过
去，就是“红星书场”。

红星书场的启蒙

说不清楚，是先在四川北路上留意到
红星书场，再开始留意到评弹，还是先从
收音机里听惯了评弹，才开始注意到红星
书场。

炎炎夏日的傍晚，士德里家家户户拿
着板凳门板到马路上支起桌子乘凉。男人
们在弄堂里打赤膊、吃饭、洗澡，但高博文
不肯。他宁可躲在晒台上，衣服衬衫穿得
好好的，像去看演出一样，拿着一台收音
机，从五点到七点，一字不落地听电台的戏
曲节目。他尤其喜欢听里面的评弹，反反
复复收听，直到不需要听见念词，仅仅凭一
声叹气，就能判断出是哪位名家演出。

1982 年的一天，高博文第一次推开了
四川北路上红星书场的门。那天的演出阵
容是苏浙沪青年评弹演员汇书，那天的演
出曲目有《珍珠塔》等传统剧目。看场的门
房看到高博文年轻，以为他是误把书场当
录像厅，还特意提醒。但等到散场时，已经
有热心老观众开始向这个年轻人讲解评
弹。他们是多么开心有年轻人也喜欢这门
艺术呀。也是从这一天开始，高博文一脚
踏入这个繁花盛开的声音世界。

虹口区志显示，境内书场一般均从茶
楼书场演变而来。境内第一座茶楼书场为
1923 年在张桥路 12 号开设的长盛茶园。
接着吴淞路的通河园、天水路的奇芳居先
后开业。20 世纪 30 年代开业的有民华楼
（解放后改为大众书场）、四美轩、长森茶园
3家。20世纪40年代又有通海、天同、日升
等 13 家茶园相继开业。上个世纪 50 年代

又增加龙津、复兴 2家。1952年，原纽约夜
总会改为红星书场，此时虹口的书场总计
22家。

当时虹口地区的书场演出，南部乍浦、
吴淞、东长治等地区以绍剧、评弹为主，以
适应苏南、浙江籍等居民的需要；中部的新
港、虹镇、同心等地区以维扬评话和苏北鼓
书为主，以适应扬州等苏北籍居民的需要；
北部的江湾地区以沪书和浦东说书为主，
以适应本地籍居民的需要。不过，随着文
化需求变化，书场逐渐减少，至1966年全部
停止活动。改革开放后，茶楼书场只有天
水路奇芳居一家恢复，不久停业改行。正
式书场只有红星书场一家。

有趣的是，上个世纪 80 年代，正是港
台流行文化在沪上青少年中最风靡的时
候。高博文喜欢评弹，也喜欢“四大天
王”。同学给他弄来一瓶“摩丝”，他用它梳
了头发，晚上连睡觉都舍不得侧身，就怕把
发型压扁了。还一直求着爸爸，帮他翻录
磁带。爸爸皱着眉头，一脸嫌弃，但还是帮
他翻录了港台劲歌金曲，也翻录了评弹。
磁带翻磁带，声音变得越来越轻微，就像那
个渐渐远去的年代，许多东西都随着岁月
逐渐消逝。

在四川北路上，高博文长大了。四川
北路也不断变化。1988年，红星书场筹资
改建，后来临时改作商场。曾萦绕其间的
吴韵落幕，但得其滋养而成长起来的高博
文，此时已经是上海评弹团的正式演员。
像当年红星书场让他爱上这门艺术一样，
他开始向更多年轻人讲述评弹的魅力。那
条曾经繁华的四川北路的故事，便因为这
个昔日男孩的记忆，一直存在下去。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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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本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优化全
市医疗资源配置，市卫生计生委发布医疗机
构的“十三五”规划。规划显示，不少区都计
划新建一批医院，全市还将设置58个医疗服
务圈；同时，为老年人、儿童提供更多的床
位；还将鼓励社会力量办医疗机构。

加强中医医疗机构建设
鼓励社会力量办医疗机构

据介绍，医疗服务圈作为资源配置的基
本单位，均衡配置各级医疗机构数量和床位
规模，满足本服务圈内居民常见病、多发病
的基本需求。

据悉，58 个医疗圈分布图具体为：黄
浦、徐汇、长宁、虹口、杨浦、奉贤、金山区各
设置 2个医疗服务圈；静安、普陀、青浦区各
设置3个；闵行、松江、崇明区各设置4个；嘉
定区设置5个；宝山区设置6个；浦东新区设
置12个。

医疗服务圈将由区域医疗中心——主
要由三级乙等、二级甲等和医疗资源稀缺地

区的二级乙等综合医院组成，规划期内郊区
新建三级医院承担部分区域医疗中心职能。

区域医疗中心必须设有急诊科、内科、
外科、妇产科、儿科、中医科、眼科、耳鼻喉
科、口腔科、皮肤科、传染（感染）病科、精神
病科、麻醉科、预防保健科、康复医学科、老
年病科，提供血液透析等医疗服务，有条件
的应当设立老年病区。

规划期内，全市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医院
床位按每千人口0.5张配置。

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中医资源布局，加强
以崇明、金山、嘉定、奉贤、浦东、闵行等郊区
为重点的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医院建设，推进
部分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医院迁建或改扩建。

加强综合医院、专科医院和妇幼保健机
构中医临床科室建设，综合医院应设置中医
临床科室，中医病床床位数不低于医院标准
床位数的 5%，鼓励中医临床科室与其他临
床科室探索建立形式多样的临床协作。

进一步完善基层中医药服务网络，根据
城乡一体化建设进展，同步推进大型居住社

区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中医药服务设施设
备配置和人员配备。全面开展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中医综合服务区建设。

此外，市、区两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按
总床位（含治疗和长期护理床位）和新增治
疗床位的 25%为社会办医疗机构预留空间，
各区新增床位应优先满足社会办医需要。

推进儿科门急诊建设项目
加快老年医疗护理机构建设

儿科医疗服务体系由儿童专科医院、综
合医院儿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妇幼保健
机构等组成。医疗机构儿科床位按照每千
名儿童（0－14岁）2.2张配置。

落实儿童专科医院和优势医院建设任
务。加强危重新生儿救治能力，妇产医院必
须设立新生儿床位。

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必须提供儿科门诊
服务，三级综合医院和承担区域医疗中心任
务的二级综合医院必须提供儿科急诊服务，
并设立儿科床位，床位数原则上为医院核定

床位的 5%，最低不少于 30张。加强儿科门
诊建设，推进全市50个标准化示范儿科门急
诊建设项目。

鼓励社会资本举办儿童医疗机构，逐步
形成多层次的儿童健康服务体系。

加快建设集老年医学治疗、康复、护理、
教学、科研、公共服务、行业指导等功能“七
位一体”的市老年医学中心（闵行区）。规划
到“十三五”期末，本市长期护理床位将达到
户籍老年人口的0.75%（约每千人口1.6张）。

鼓励三级医院发展老年医学专科；加
强区综合医院老年科建设，鼓励公立二级
综合性医院设置长期护理床位；鼓励部分
二级医院和社会办医疗机构转型为老年护
理院，规划新建老年护理院优先由社会资
本兴办。

支持医疗机构设立养老机构，整合医
疗、护理、养老资源，开展一体化的健康和养
老服务。支持社会力量举办规模化、品牌
化、优质化的护理站，提供上门访视和社区
护理服务。 来源：东方网

6月 13日，2017年全国低碳日·上
海主题宣传活动在黄浦区 8 号桥创意
园区举行。上海市首批低碳发展示范
区、首批低碳社区、第二批低碳发展实
践区以及首批能效领跑者获奖单位被
授牌。此外，活动现场还发布了全国
首张以低碳为主题的行政区地图——
上海低碳地图。

今年的主题宣传活动举办地黄浦
区 8 号桥，是由旧厂房改造的创意园
区，而此次活动也聚焦绿色建筑领
域。活动现场，黄浦低碳发展实践区、
上海市城投置地（集团）有限公司以及
低碳达人从区域层面、楼宇层面和个
人家庭层面，就低碳建筑建设和运营
等进行了经验分享。

此外，虹桥商务区、金桥经济技
术 开 发 区 、长 宁 虹 桥 地 区 、黄 浦 外
滩-滨江地区、徐汇滨江地区、崇明
区、奉贤南桥新城、临港地区等首批
上海市低碳发展示范区，徐汇区凌云
街道梅陇三村、虹口区凉城新村街道
凉城新村、杨浦区四平路街道鞍山四
村、普陀区曹杨新村街道南梅园社区
等首批上海市低碳示范社区，以及杨
浦区延吉新村街道延吉七村等 7 家
首批上海市低碳社区被授牌。上海
外高桥第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西郊宾馆、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等
21 家单位获得本市首批“能效领跑
者”称号。

此外，本次主题宣传活动还专门
发布了全国首张以低碳为主题的行政
区地图——上海低碳地图。该地图作
为一个信息平台，将囊括本市与低碳
相关信息，包括低碳科普展览馆、绿色
建筑、本市低碳发展示范区、实践区、
低碳社区等信息，并在未来逐步增加导航、开放信息添加
等功能。

近年来，上海市全面贯彻国家部署，积极推动绿色建
筑发展。发布《上海市绿色建筑三年行动计划（2014－
2016）》，对本市绿色建筑发展做出了总体部署和要求；发
布《上海市建筑节能项目专项扶持办法》，对高星级绿色建
筑实施财政专项资金扶持；发布《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等绿
色建筑地方标准，创建“3+3”的绿色节能标准体系。截至
2016年底，全市累计 398个项目参评并获得绿色建筑星级
标识，建筑面积 3423万平方米，其中高星级绿色建筑占比
超过 80%。此外，上海还积极开展绿色建筑示范工程和绿
色建筑创新奖申报工作，截至 2016年底，共有 12个项目获
得国家绿色建筑创新奖，其中获得一等奖的 4 项，在全国
处于领先水平。

来源：青年报

报高价收购文玩，再以宝物鉴定为幌子骗取被害人钱
财，短短月余有100余人受骗，案值达160万元。近日，上海
市公安局嘉定分局经缜密侦查，成功捣毁一个以艺术品交
易为名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摧毁四个位于嘉定、普陀、虹
口、杨浦的犯罪窝点。记者6月11日从上海警方处获悉，目
前，55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
侦查中。

今年 4月以来，嘉定警方连续接到多起“鉴宝诈骗”的
报警。被害人均称自己的藏品接到一家名为贵垚文化的文
玩公司高额收购报价，对方诱使自己支付数万元不等的鉴
宝费后又最终以藏品达不到收购要求被中止交易。

警方侦查发现，贵垚公司不久前刚搬到了嘉定区爱特
路上的一处经营场所，该公司与位于普陀区的永禧艺术品检
测鉴定技术有限公司、虹口区的迎宝鉴定中心以及杨浦的典
垚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有着频繁的业务往来。为了进一
步摸清情况，固定犯罪证据，侦查员伪装成希望出售艺术品
的文玩爱好者与贵垚公司的业务员进行接触。

当侦查员带着“藏品”来到贵垚公司时发现，该公司办
公区域足有 1000多平方米，里面的装修看起来十分气派，
交易大厅工作人员也呈office办公，外面收藏品展区还有各
种各样的藏品。所谓的“鉴定中心”也被大肆包装，放置显
微镜、检测箱、标尺等看似专业的工具，出具的鉴定报告还
被神秘地要求不得当场拆阅。侦查员发现，这个诈骗团伙
分工明确，有老板、业务员、鉴宝师，当诈骗过程中被害人表
现出犹豫、动摇时，还会有所谓“权威专家”出面，与业务员
配合花言巧语诱使被害人支付费用。

4月20日，嘉定警方组织警力在四个地点同时行动，成
功捣毁这一犯罪团伙，当场查获大量用于装点门面的假文
玩、假鉴定报告。经调查，该团伙通常在网上发布高价收购
文玩的信息，诱骗全国各地受害人带着手中的藏品到上海
进行交易，随后进行所谓的鉴定。警方在永禧鉴定公司发
现上百张pose机支付签单，受害人来自全国各地，许多受害
人被骗后竟然带着鉴定公司出具的鉴定证书，至今还蒙在
鼓里没报案。在与众多被害人取得联系后民警发现，骗子
之所以屡屡得手，与被害人存在“一夜暴富”的想法有关。
比如一位来自四川的被害人，收藏的天珠被贵垚公司报价
240万元，而在当地仅获得最高不到万元的报价。最终，该
被害人反而被骗2.2万元“鉴定费”。 来源：上海法治报

高价收购文玩为饵骗财

记者从市住建委获悉，按照市委、市政府城市更新“留、
改、拆并举，以保留保护为主”的决策部署，本市各级相关部
门结合小区综合治理，加快推进本市保留保护的各类里弄
房屋修缮改造工作，以进一步保护历史风貌,传承历史文
脉，尽最大努力建立机制、创新办法。

据悉，本市各类里弄房屋修缮改造将遵循“居民自愿、
政府主导、因地制宜、分类改造”的原则，按照“确保结构安
全、完善基本功能、传承历史风貌、提升居住环境”四方面要
求，切实提高居民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同时，积极开展试点，目前正积极推进虹口区春阳里内
部整体改造工程。里弄房屋修缮改造的推进工作对照最新
里弄房屋修缮标准，以消灭“拎马桶”为前提，并积极开展内
部整体改造、抽户改造、局部拆除重建等各类试点。

目前，中心城区各区积极行动，针对本区域里弄房屋实
际情况，形成符合各区实际的工作机制，落实具体工程项目。

截至目前，本市中心城区初步排定各类里弄房屋修缮改
造共计119万平方米，涉及受益居民约3万户。 来源：劳动报

沪中心城区拟修缮改造
各类里弄房屋119万平米

上海市特奥滚球比赛日前在
嘉定体育中心举行。上海 16 个
区的 96 名特奥运动员选手参赛，
竞赛项目分为四人团体混合赛和
男女个人赛，最终崇明区、虹口
区、杨浦区、徐汇区分获团体 A、
B、C、D 组的第一名。东道主嘉
定区特奥运动员分获男子D组第
一名、M组第一名、S组第一名、R
组第二名、女子 D 组第二名的好
成绩。 来源：新民晚报

上海“十三五”将设58个医疗服务圈

高博文，上海
评弹团一级演员，
现任上海评弹团
副团长，中国曲艺
家协会理事。

四川北路四川北路

2017年高考刚刚落下帷幕，各高校的自主招生选拔紧
跟其后。上周末（6月10日、11日），清华、北大、复旦、上海
交大、同济、华东师大、上外、上海财大等多所高校的自主招
生选拔分头进行。

由于高校自主招生“撞车”举行，考生虽然赶场奔波，但
更多的也要有所取舍。

10日，全市多名考生冒着大雨参加了清华大学、华东
师大的自主招生选拔。同一天，报考复旦大学“望道计划”
和“博雅杯”两个项目的学生，开始了为期 5天的复旦大学
体验营生活。

11日，包括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
等多所高校也举行了自主招生笔试或面试。

据悉，各自主招生试点高校将于本月底前确定入选考
生名单、专业及优惠分值，之后报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公
示。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高考成绩后，组织本省（区、
市）考生单独填报自主招生志愿，原则上在本科第一批次录
取前完成自主招生录取并进行公示。 来源：新闻晨报

多所高校自主招生上周末“撞车”

上海警方捣毁一诈骗犯罪团伙

申城举办特奥滚球比赛申城举办特奥滚球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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