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报讯 昨天 中央电视台

总编室携手 开讲啦 栏目组走进

上海中学 开展主题为 少年的世

界 未来我是谁 青年

影响力大型展演活动 这也是 开

讲啦 栏目首次走进中学校园 和

中学生与家长一起共同对话

活动主持人由撒贝宁和孙小

梅担任 开讲嘉宾为歌手林志炫

和导演王潮歌 活动开始前 开

讲啦 栏目组在上海中学进行了

问卷调查 发现上海中学学生最

大困惑和迷茫并不是想象中的

成绩与高考 青春与叛逆 等问

题 除学习和考试 他们也正在

观自我 找目标

青年影响力大型展演

活动是中央电视台总编室携手各

频道各名牌栏目以及主持人走基

层 已先后走进南开大学 武汉大

学 中央民族大学 山东大学等知

名高校

记者 杨玉红

晚报讯 松江大学园区除东

华大学以外的六所高校均在今天

迎来老生集中注册 总人数达四

万多人 相当于半个大学城学生

规模 庞大的学生群给松江大学

园区造成巨大压力 为与老生错

峰 很多高校都将新生报到日与

老生报到日错开

昨天松江大学城派出所专门

在微博上发布交通预警 建议自

驾车不要进入地图红色道路 而

是从外围进入校区停车 同时 在

文汇路上泊车请呈 度斜停 务

必听从民警或保安指挥 今天各

校也均开放供家长泊车

记者 张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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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昨晚 在陆家嘴金融

贸易区现代化楼宇环绕下 东方

明珠城市广场奏响首届上海市民

文化节 上海 秋之韵

城市景观交响音乐会 为在这片

钢筋水泥的城市森林里增添一份

绿荫的惬意

记者在现场看到 今年东方

明珠广场上特别铺设 多平

方米的环保草坪组合以高低错落

的灌木乔林 让市民以更放松休

闲的方式感受音乐和自然的完美

融合

王

晚报讯 昨晚 中侨之夜

上海金山国际沙滩音乐烟

花节暨金山旅游节在浪漫的金山

城市沙滩拉开帷幕 首场表演分

别来自芬兰和中国 绚烂的烟花

与 美 妙 的 音 乐 互 动 交 融 近

名观众在近一小时的时间

中 欣赏了海水 音乐 烟花共同

融合的美妙之夜

记者 孔同

记者 张骞

晚报讯 今天上午 复旦大学联合

上海交通大学 同济大学 华东师大等

沪上各高校 共同发起 混合式教学模

式下的教师教学发展 上海研讨会 来

自全市 所高校的骨干教师 教学管

理者 教师教学发展专业工作者 教育

技术与信息化服务工作者共 余人

集聚复旦 共同探讨高校优质教育资

源的开放与共享 会上透露 本市将进

一步把高校共享课程推向基础课 拟

推出混合式教学模式下的思政类和大

学物理类课程

慕课英文为 其中

代表 大规模 指的是课程注

册人数多 每门课程容量可达数万人

最多一门人数 万学生 代表

开放 指的是学习气氛浓厚

以兴趣为导向 凡是想学习的 都可进

来学 第三个 代表 在线

指的是时间空间灵活 使用客观 自动

化的线上学习评价系统 像是随堂测

验 考试等 而且还能运用大型开放式

网络课程网路来处理大众互动和回

应 自我管理学习进度 自动批改 相

互批改 小组合作等 保证教学互动

提出问题后能及时得到反馈 在慕课

模式下 大学的课程 课堂教学 学生

学习进程 学生学习体验 师生互动过

程等被完整地 系统地在线实现

从 年起 上海市教委率先

布局 创建上海市高校课程中心 率

先开展混合式教学模式探索和实践

首批推出的七门共享课程可供全市

多所高校学生选修 约 的学生

拿到 优秀 约 的学生没有坚持

下来 今年第二批将开 门课程 主

要是各校的特色课程

本市将新推两类高校共享课程
晚报讯 昨天 中国青少年

发展基金会携手洲际酒店集团旗

下的智选假日酒店 在世纪公园

举行慈善健康跑活动 五百余名

身穿白色 恤的选手参加了全

程两公里跑步 现场还设立了爱

心义卖台 展示了来自河北承德

希望小学的学生作品 参赛者和

观赛者均纷纷慷慨解囊 所筹集

到的总计 万元善款将用于兴

建一所新的 同洲共际智选假日

希望小学 记者 陈焕联

慈善健康跑
筹集 万元

记者 朱蒙雪

晚报讯 今天上午 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 全

球儿童安全组织联合在上海月星环球

港举行大型儿童步行安全宣传活动

以此呼吁全社会关注 预防儿童步行

交通伤害 市疾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

年和 年全市 岁青少

年儿童死亡中 交通伤害是首位原因

目前 上海市儿童步行安全项目已在

普陀区正式启动

儿童伤害是一个日益加剧的全球

性公共卫生问题 其中 道路交通伤害

是造成儿童残疾的首位原因 根据世

界卫生组织全球疾病负担报告 全球

每年有 万人死于道路交通事故

至少 万人受到伤害或致残 约有

的道路交通死亡者是儿童 市疾

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 年和

年全市 岁青少年儿童死亡中

交通伤害是首位原因 约占该年龄段

全死因的三分之一 疾控专家指出 儿

童是弱势道路交通使用者 步行是其

主要出行方式 因此儿童需要格外关

爱和保护

活动现场设置了丰富多彩的步行

安全互动体验项目 包括两车间过马

路 酒驾体验 分散注意力测试 步行

者可视性体验等 旨在通过模拟体验

各种交通安全危险行为 提高公众道

路交通安全意识 并引导其采取正确

行为

儿童步行安全项目正式启动

本市青少年死因三分之一系交通伤害
金山国际沙滩
音乐烟花节开幕

东方明珠昨奏响
城市景观交响乐

晚报讯 时值 月 上海的气

温总体开始走下坡路 最近三天

的气温都不高 早晚还有些凉 不

过气温仍在上下起伏的过程中

明后天又将突破

今早上海的天空略显阴沉

太阳也躲在了云层之后 预计今

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零星小

雨 最高气温 明天为多云

的天气 最高气温将回升至

而下周二到周三 上海将有

次降水过程 下周二的最高气温

将升至 左右 下周三又将跌

回 附近 下周末上海仍将还

有一次降水过程

未来一周 上海云系较多 气

温起伏不定 市民还需多加注意

记者 孔同

申城明后天
重回

松江大学园区
迎 万学生报到

央视展演栏目
首次走进中学

名壶收藏越炒越热

近几年 紫砂壶悄然成为藏友的

心头好 一把名家紫砂壶均要数万元

数十万元 记者从本次展览的主办方

了解到 素有 壶艺泰斗 之称的已故

顾景舟先生的 仿古壶 目前市场价

值普遍在 多万元 此前一把 座有

兰言 仿古壶 市场价格已超过千万

元 本次展出的仿古壶呈扁腹状 直

口 短颈 上海工艺美术学会紫砂专业

委员会会长蒋国兴告诉记者 这把仿

古壶是顾景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制

作 市场价在五百万元以上

那么 这把壶何以价值甚高 据主

办方透露 紫砂壶是纯手工制作的 不

仅需要高深的艺术设计水平 还要有

精湛的手工技艺 一把壶从选料到制

作完成 通常花费两三个月的时间 而

名家每年只制作几件作品 因此名壶

数量不多 一壶难求 此外 顾景舟的

作品近十年来备受收藏市场追捧 在

拍卖场上屡屡突破纪录 年的北

京保利秋拍中 顾景舟的一套组壶更

是创造了 万元的天价 近来

沾顾 的紫砂作品呈现价格高涨的趋

势

此次参展的作品还有海派紫砂前

贤王寅春 蒋蓉等的扛鼎之作 如蒋蓉

的 牡丹壶 堪称珍贵文物 只此一

把 为其后人珍藏 如拿到市场估价

价值在千万元以上 同时展出的还有

许四海大师收藏的清康熙至民国年间

十多件紫砂壶品 造型奇特 极为罕

见 价值难以估计

海派紫砂由来已久

紫砂壶作为中国传统的工艺品

类 与奇石 兰花一起被古人并称为

文人三雅 据展览承办方 上海工艺

美术学会紫砂专业委员会介绍 海派

紫砂得江南文化先天滋养 年前

的 崧泽文化 时期便有兴盛的陶业

到明清时期 上海先于各地出现了近

代陶业的雏形

作为陶瓷中的精品门类紫砂业

早在清末 上海滩便涌现出一批制壶

名家 他们是海派紫砂的先驱 其中翘

楚有多才多艺 诗词 书画 篆刻 赏鉴

无一不工 自号 壶公 的瞿应绍 制壶

大家陈鸣远的母亲也是上海人 蒋国

兴说 世纪初的海上开埠潮中 上

海便涌现出一大批经营紫砂的商号和

紫砂艺术鉴赏家 收藏家 其中较著名

的有铁画轩 吴德盛 陈鼎和 利永公

司 葛德和等 他们一边赴宜兴订货

一边延揽了几乎所有顶尖的宜兴紫砂

艺人来沪 收藏明清名家名壶的同时

组织仿制明清名壶 并在此基础上不

断推陈出新 海派紫砂传承展 除了

展示名品 将着重凸显时代的变化 让

观赏者能切身体验到了海派紫砂艺术

的魅力

一把紫砂壶的价值 除选料材质

外 主要体现在造型 工艺和名气上

记者在现场看到 此次参展的作品也

有多位当代紫砂艺术大师的代表作

品 并且推出一批优秀的新人新作

本次展会到 月 日闭幕 历时

天

海派紫砂传承展上午开幕 免费供市民游客参观

价值千万元 牡丹壶 亮相
晚报记者 王楠 报道

最近几年 紫砂壶拍卖行

情节节高升 尤其是名家画壶

题壶 刻壶的作品 备受青睐

素有 壶艺泰斗 之称的顾景舟

先生的 仿古壶 一把壶动辄

拍出四五百万元 甚至创造了

千万元的天价 今天上午 作为

年第三届浦东文化艺术节

的特色展览 海派紫砂传承

展 首次在陆家嘴吴昌硕纪念

馆隆重开幕 近 把做工精美

的紫砂壶收藏品将免费供市民

及游客参观

价值千万元的 牡丹壶 吸引了许多市民围观 晚报记者 龚星 现场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