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一节课下来一节课下来
酵素肥皂就能完成酵素肥皂就能完成。。

▼▼ 绿色账户绿色账户，，让让
居民们逐步融入生态居民们逐步融入生态
环保行动中来环保行动中来。。

垃圾分类也能这么好玩

冬季养生拉开序幕 岳阳医院膏方门诊预约逾万人次

利用多余材料手绘环保袋、带居民参观
“大熊猫”衣物回收的后续、利用瓜皮酿造酵
素肥皂……爱易青年公益服务社在虹口社
区进行了多项尝试，垃圾分类源头减量是公
益服务社最近的一项目标。

负责人杨园说，把垃圾分类变得有趣，才能
吸引更多人参与，实现垃圾减量从源头做起。

瓜果蔬菜都能变废为宝

化妆品、药片、洗衣液、温度计、电池光
盘属于有害垃圾，报纸箱子、塑料瓶、手册、
易拉罐属于可回收垃圾……今年 9 月 9 日

“公益伙伴日”，上海爱易青年公益服务社和
虹口江湾镇街道一起开展了“绿色江湾，益
起行定向赛”活动，沿着万安路、河湾西路、
公安街、新市北路，统一着装的参赛者们一
边宣传垃圾分类，一边合影求关注，共同宣
传“绿色江湾”倡议。

这是爱易青年公益服务社在虹口社区
进行的多项尝试之一。根据不同人群的特
点，“爱易”已经开展了“爱易低碳易物公益
市集”“爱奉线·毛线再生爱心编结行动”“爱
易暖冬·公益行动”等活动，并承接了市政府
实事项目的“虹口绿色星期六——社区资源
回收日”活动、虹口社区废旧物品定点资源
化回收行动等项目，目前正在筹备“爱蓝卜
客·绿色公益阅读计划”和“爱不闲置·爱心
帮困计划”，力争以项目为纽带，打造一条

“低碳公益链”。
学做环保酵素，是爱易青年公益服务社

的另一个特别活动。果皮蔬菜通过时间的
发酵成为环保产品，在此基础上，“爱易”还
带动社区妈妈们开始做各种各样的酵素肥

皂。闲置的毛衣也有了特殊的价值，在“爱
易”的组织下，搁置在居民衣柜中的一件件
毛衣，通过拆线、消毒，再由社区里的爱心妈
妈重新编织。目前，“爱易”已经向安徽省长
丰县朱巷镇坚朗希望小学捐赠了200件由爱
心妈妈利用废旧毛线编织的毛衣。

此外，爱易青年公益服务社还尝试在社
区公共场所设置无人管理、实行“放进一本
书，带走一本书”自主交换规则的“微图书
柜”，倡导诚信书香生活，并率先在江湾镇社
区图书馆建立了微图书柜。

环保从公益集市开始

“海归”杨园欣喜地发现，自己和志愿者
们的这份对环保的执着，正逐步显现效果。

2012年，刚刚回到上海的杨园还有些不
习惯，不少家庭对于闲置物品直接扔掉的处
置方式，实在太可惜了，“实际上不少物品都
可以进行二次利用。”

于是，杨园和社区里的一些妈妈们一起
开始了公益集市的设想，开设对社区居民完
全免费的“以物易物”的公益集市，主要目标
是在虹口区内开展社区居民的物物交换活
动，旨在发动居民互相交换闲置物品，倡导低
碳生活的理念。妈妈们还为这个活动起了个
洋气的名字——爱易（Iexchange）低碳易物公
益市集。杨园说，取名“Iexchange”，就是希望
提倡“以爱易爱，共享共益”的理念。

这一公益市集很快得到了虹口区的支
持，成为虹口区社会组织公益服务扶持项

目。为了做好公益市集，杨园在2013年注册
了上海爱易青年公益服务社，立志做一家低
碳环保型的公益组织，专门从事低碳环保、
资源循环再利用等领域的公益慈善活动，做
好低碳公益链上的“螺丝钉”，致力于推动低
碳公益、爱心慈善与社区营造的融合。

2013年至 2015年间，爱易青年公益服
务社在社区共开展160场活动。互动性强的
手工制作活动、趣味性浓的低碳易物活动，
以及竞争性强的定向赛等都吸引了许多社
区居民的参与。通过这些活动，社区居民们
慢慢开始有了闲置物品再利用的意识，一些
居民还主动将闲置物品捐赠给社区里的孤
寡老人，社区居民间的交流互动平台也由此
逐步搭建。

垃圾减量从源头做起

从公益集市开始，爱易青年公益服务社
在社区中慢慢打响了知名度。在全市推行
的“绿色账户”推广行动中，“爱易”正尝试组
织社区志愿者实施干湿垃圾分类投放积分
兑换，倡导居民开展垃圾分类。在环保实践
中，杨园认为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工作应进入
到由处理设施集中建设向全过程精细化管
理过渡的阶段，关于生活垃圾处理的相关法
规条款也应从“鼓励参与”“宣传动员”的引
导型转变为约束型。

让杨园没有想到的是，市人大城建环保
委正在进行的垃圾分类减量立法调研，听取
了他们对于社区垃圾分类多样化的做法。
她期盼尽快制定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机
制的相关条例，为城市垃圾清运和循环利用
提供法律约束和监督保障。 来源：文汇报

由文化部外联局、上海市文广局主办，中国上
海国际艺术节中心、上海市戏剧家协会承办的第
十九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戏曲论坛11月1日在
上海文艺会堂举行。本次论坛以“良辰美景，姹紫
嫣红——中华戏曲在当代的传播”为主题，聚焦中
华戏曲在当代的传承与发展，解析“中华戏曲”在
当代社会的生命力，探讨新时代背景下戏曲发展

“新征程”。

名家名角话弘扬

上海戏曲中心总裁、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以
“紧抓潮流接触点寻找戏曲发力点”为题进行开题
演讲，她谈到“戏曲是集各艺术于一身的综合性审
美艺术，它既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审美特点，也
是中华文明的代表”，更以近年来上海戏曲“走出
去”实例，分享中华戏曲在当代传播的重要意义。

即将开展京剧清新会《老生常谈》巡回演出的
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在传承与传播京剧的道路
上，“吸粉”无数。在演讲中，她以个人所见、所感、
所思，分享了京剧传播探索的故事。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东西方交
流也迎来了新高度，剧作家王仁杰对此掷地有声，
他谈道：“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走着完全不同的发
展路径。只有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心，继承与弘
扬民族戏曲的艺术特色，又能包容世界优秀文化
成果，返本开新，才是戏曲走向世界的‘王道’。”

从“交流”到“名片”

刚刚结束美国大都会海外演出的著名京剧表
演艺术家尚长荣在论坛上谈道：“要走出去，如果
亦步亦趋按照西方的模式、西方的口味、西方的价
值观去改良，是走不通的。我们要寻找自己的路，
要有足够的文化自信和文化担当，传播真善美，讲
好中国故事！”

京剧一直以来都是中国重要的“文化名片”，
同样致力于京剧交流的戏曲名家魏海敏带来了她

的故事。2009年魏海敏与世界艺术大师罗伯特·
威尔逊合作《欧兰朵》，交流与碰撞让东西方文化
浑然一体。更让她深切体会到国际影响力的同行
是我们的影响力放大器，也是极好的助力；东西方
文化的直面碰撞由此产生不可替代的相互了解、
相互启迪之作用。而另一方面，中华戏曲‘走出去
’需时宜有成套的文化事件策划，由专业策划人规
划执行，以帮助当地观众更好地了解演出所蕴涵
之中华文化。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组委会执行副秘书长、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总裁王隽，也以丰富的
文化交流经验为讲述这些年“中华戏曲”走出去的
故事。而另一位致力于戏曲国际交流的重要嘉
宾，北京戏曲评论协会会长靳飞则以“‘足够的文
化自信’‘足够的准备’‘足够的尊重’‘足够魅力的
个人或作品’”全面诠释了走出国门的中华戏曲需
要具备的条件。

以“端点”带“全面”

从“戏曲春晚”到《喝彩中华》，戏曲的宣传形式
由“节目展示”变成了“全民参与”。新媒体时代，人
人可参与，人人能宣传。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卫视
中心副总监、副总经理张颂华提到，除了广播电视
等传统媒体，还应努力探索新媒体传播方式，构建
线上线下的互动传播格局。从受众出发、从欣赏习
惯出发，政府、媒体、自组织、校园几方合力，推动当
代戏曲的传播与传扬。另一方面，同样致力于戏曲
传播的媒体人，记者认为，在探讨戏曲在当下该如
何传播之前，其实我们可以先好好思考，戏曲传播
的对象究竟是谁？不管戏曲传播希望实现怎样的
传播效果和层面，都应该有合适的传播素材，精心
设计的内容和角度，以及合适的渠道。

戏曲黄金年代，编创团队在规范创作中，提前
植入，借助当下“时髦”的宣传口径，在不失剧目主
题引领性的同时，让剧目自身带有传播性元素。最
近新编京剧《大宅门》成了戏曲圈的“头条王”，作为

该剧的编剧、导演，北京京剧院青年编导李卓群提
到：“我们的戏演什么？从哪里来？演给谁看？这
是作为一个编剧、导演、制作人，在创作之初明确的
概念。写戏导戏演戏做戏，只要是给观众看的，就
须顾及‘座儿’的感受与共鸣，这绝不是艺术家的借
戏抒情与自娱自乐。”“创新是否只涉及艺术本体的
新故事、新音乐、新技艺？传统戏曲本身的艺术教
育是否尚未开发完全；是否能以创新多变的角度重
新引导观众审视传统戏的故事、人物、技艺；是否可
以从观演习惯、时代审美、传播借力等外延范畴切
入思考？”长期致力于传统戏曲的当代传播，京剧演
出制作人魏乔也提出了她的看法。

舞台从“剧场”到“校园”

上海沪剧院院长、上海戏曲艺术中心艺委会
副主任茅善玉不仅引领上海戏曲刮起“海上风”，
还将这股“文化之风”吹进了校园。她认为，戏曲
进校园，既要“走进去”也要“请进来”，现场还以实
例凝练近年来“沪剧”进校园的宝贵经验。

近年来，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成了全国戏曲
爱好者必去的“打卡点”，很多演出甚至一票难求，
面对这样的新气象，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管理部
主任刘寿安谈到，百周年纪念讲堂作为北大文化
艺术中心，秉承北大艺术教育传统，自觉肩负艺术
普及与传承责任，深化与国内各艺术院团的合作，
不断将优秀的戏曲作品带给北大师生，影响力辐
射周边高校和地区，在国内院校同类场馆中发挥
了良好的示范引领作用。

相较大学校园的欣欣向荣，中小学校的校园
推广也是有声有色，这里不仅充满了生命力也包
裹着孩子们的好奇心，戏曲进校园在他们心中播
种下“中华戏曲”的种子，与孩子们一起成长。上
海市光明中学校长穆晓炯和上海市虹口区教育学
院实验中学校长兼党支部书记胡珍两位嘉宾分别
以实例分享“戏曲进校园”在各自学校发生的故事
和经验。 来源：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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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口紫铜锅开炉，经过 6个多小时浸
泡的第一批膏方药材入锅煎煮，药工在热气
腾腾的火炉边不断搅拌，黑色汤汁在锅里翻
滚跳跃，浓郁的药香扑面而来。随着炉火越
来越旺，室内温度达到40℃……11月7日上
午，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
院拉开了冬季养生序幕。

冬季养生，膏方是不变的“主角”。岳阳
医院是上海唯一具备膏方独立制作加工能
力的中医医院，膏方制作室里，近40年工龄
的老药师陈伟明，正在用竹搅片翻着紫铜锅
里的药材，大颗汗珠从脑门滴落。“很多医院
的膏方都是流水线上操作，电脑控温，一体
成膏，效率是高了，但老中医的传统也慢慢
流失了。”陈伟明从当学徒工起，医院就坚守
传统工艺，用紫铜锅煎煮，分为七个步骤：配
方、浸药、提取、浓缩、收膏、分装、晾膏，这七
个步骤需要一天半到两天时间，最终出炉的
是一人一方、原汁原味的膏方。

“每一个步骤都有严格的规范，处方跟
着药材走，确保质量安全。”上午11时30分，

“头汁”煮好了。陈伟明说，取出药汁后，再

继续煎煮提取“二汁”，压出药渣后，药汁并
入药液，放置在容器中沉淀。为什么要压
渣？老法师娓娓道来，“很多有效成分都含
在药渣里，只有榨得干干净净，才对得起定
制者花的钱。”浓缩至稠膏后，即可得到传统
的清膏。

11 月 8 日，第一批膏方就可进入收膏
阶段。收膏前，药师还会按照处方，依次兑
入阿胶、鳖甲胶等胶类、黄酒和糖类，还有
各种珍贵的细料，如虫草、枫斗等。考虑到
细料昂贵，若过早加入，有效成分会被药渣
吸收，所以要在收膏即将结束前再加。文
火熬制中，黑色膏体逐渐变稠，用竹板挑起
膏体检查，能滴下成片，也就是“挂旗”，才
算收膏完成。随后，经过分装和晾膏，就大
功告成了。

今年，岳阳医院膏方门诊预约已过万
人次。院长房敏说，膏方门诊历经了几代
中医人薪火相传，形成了特有的中医特色
品牌，现在每年要制作 2万多料。做好膏
方，能发扬中医养生保健的特殊功用。

开炉后，这间制作室将成为医院整个冬
天最忙碌的
地方之一，
高峰期间，
里 屋 的 20
口备用锅也
得用上。医
院争取在冬
至之前，将
汇聚药材和
手艺精华的
膏方如约送
到定制者手
中。

来源：
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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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举行国际艺术节戏曲论坛

解析中华戏曲当代生命力
咕嘟咕嘟，百口紫铜锅开炉熬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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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记者从市公安局交
警总队获悉，近日，本市交警加大
对非机动车“上桥入隧”“闯红灯”

“无牌无证”“逆行”等各类交通违
法行为的整治力度，并曝光了一
批违法当事人。

记者从交警方面提供的公示
榜上看到，在处罚非机动车“上桥
入遂”违法行为方面，11月7日11
点10分，长宁交警在新华路杨宅
居东约20米处，对违法当事人李
某某实施的“非机动车违反禁令
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处以 50
元罚款。

11月6日9时50分，杨浦交警
在杨树浦路定海路西约10米处，
对违法当事人王某某实施的“在未
设置非机动车信号灯的路口，非机
动车不按机动车信号灯表示通行”
的违法行为，处以50元罚款。

在处罚非机动车逆行违法行
为方面，11月6日15时9分，金山
交警在朱吕公路溪北路路口，对
违法当事人范某某实施的“非机
动车逆向行驶”的违法行为，处以
50元罚款。

11月6日16时23分，长宁交
警在江苏路近延安西路西北约40米处，对违法当事人但某
实施的“非机动车逆向行驶”的违法行为，处以50元罚款。

11月6日16时38分，虹口交警在周家嘴路大连路南约
20米处，对违法当事人夏某某实施的“非机动车逆向行驶”
的违法行为，处以50元罚款。

在处罚非机动车无牌行驶违法行为方面，11月 6日 9
时，嘉定交警在霜竹路嘉行公路路口，对违法当事人刘某实
施的“非机动车未依法登记上道路行驶，情节轻微、未造成
严重后果”的违法行为，处以50元罚款。

11月 6日 10时 6分，徐汇交警在中山南二路漕溪路路
口，对违法当事人黄某某实施的“非机动车未依法登记上道
路行驶，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的违法行为，处以 50
元罚款。 来源：上海法治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