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守“工匠精神”，书写上海文化的光荣与梦想

“上海文学艺术奖”旨在表彰和奖励

为促进和繁荣上海文学艺术事业做出突出

贡献的个人和作品， 是上海文学艺术界的

最高奖。 此前分别于 1991 年、1993 年、

1995年、1998年、2002年、2014年成功举

办六届，自 2014年第六届起确定每五年举

办一次。王元化、巴金、朱屺瞻、朱践耳、吴贻

弓、周小燕、柯灵、贺绿汀、施蛰存、程十发、

蒋孔阳、谢晋、方增先、吕其明、陈佩秋、尚长

荣、贺友直、草婴、徐中玉、徐玉兰、钱谷融、

秦怡、舒巧、焦晃、于本正、王安忆、陈少云、

陆谷孙、李莉、周慧珺、施大畏、赵丽宏、奚美

娟、黄蜀芹、蔡正仁、廖昌永等为中国、为上

海文学艺术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文学艺

术家，《生死抉择》《贞观盛世》《文化苦旅》

《长恨歌》《金舞银饰》等记载着上海文学艺

术的光荣与梦想的作品都曾榜上有名。

这些文学艺术领域的佼佼者靠作品

立身， 用辛勤的劳动和丰厚的创作回报

时代和人民，树立了各自领域内的标杆，

更重要的是，他们自身的人格修为、精益

求精的“工匠精神”，对后来者，对城市文

化、社会风尚都有重要的教育意义、引领

作用，更具有一种感召力。

获本届上海文学艺术奖 “终身成就

奖”的五位艺术家王文娟、何占豪、陈少

云 、周慧珺 、黄宗英都在创作中忘我钻

研，领风气之先，在生活中乐于奉献，以

自己的方式回馈社会。

王文娟把一生都奉献给了舞台和观

众，作为越剧“王派”创始人，在长达半个多

世纪的艺术生涯中，她塑造了 200多个角

色，留下众多脍炙人口的经典形象：“红楼

之魂”林黛玉、英姿飒爽的孟丽君、深情的

鲤鱼精、活泼的春香、坚贞不屈的杨开慧

……精湛的演技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她

主演的越剧电影《红楼梦》《追鱼》、越剧电

视片《孟丽君》等都是我国戏曲影视作品

中的瑰宝。 作为一名有着 62年党龄的老

党员，王文娟说，戏剧人的初心就是为人民

大众演好戏，让全国人民看上好戏。 “台上

演戏不怕复杂，要精益求精；台下做人只求

简单，要乐于奉献。 ”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被誉为“整个东

方音乐骄傲”，“哪里有中国人， 哪里就有

《梁祝》”。但《梁祝》曲作者之一、音乐家何

占豪却谦虚地表示， 这首曲子的经典，不

是因为作曲家有多了不起，而是因为向人

们喜爱的民间音乐学习。 “创作《梁祝》时

的出发点就是让更多老百姓喜欢，让老百

姓能听懂。 中国音乐是有魅力的，我们的

先辈是有创作才能的。这些美好的音乐都

是老百姓创作出来的。这部作品是中国戏

曲界、音乐界几代人的劳动成果，是集体

智慧的结晶。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口

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夸奖。 最好的评

委是人民大众。 ”《梁祝》之后，何占豪创作

了 《烈士日记》《决不忘记过去》《龙华塔》

《别亦难》《草原女民兵》《孔雀东南飞》等

一大批音乐作品，革命题材作品占据了他

的大部分创作，他希望观众在欣赏音乐之

际了解革命历程中的牺牲和付出，启发年

轻观众思考自己的责任和担当。

1996年， 怀揣麒派梦的京剧表演艺

术家陈少云接受上海京剧院邀请，举家从

湖南迁至上海，成为“新上海人”。 上海京

剧院推出一出出新创作品，陈少云也迎来

创作高峰，海派连台本戏《狸猫换太子》一

连排了三本，广受好评。此后，他又陆续主

演《成败萧何》《金缕曲》等一批新编作品。

“戏比天大” 是陈少云的艺术信条，2017

年，他演出《黑旋风李逵》时三根肋骨断

裂，仍坚持完成演出。陈少云获奖无数，依

旧淡泊。他说，掌声喝彩是演员追求的，但

这还不是终极目标。现在他尽可能多地把

自己掌握的传统剧目传授给学生和年轻

演员，希望挖掘更多优秀的好苗子，让更

多的年轻观众走进剧场。

书法家周慧珺自我评价说：“我的一

生很简单，简单到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

是书法。 ”早在上世纪 70年代，她就因首

本字帖《鲁迅诗歌选行书字帖》名满大江南

北。 但她从未停止过锐意进取、不断探索

的步伐，之后推出的十余种字帖，呈现出不

断超越自我的进程，对海派书法的传承和

弘扬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在艺术创作

之外，她持续地回馈社会：2003年抗击“非

典”， 她个人捐款 20万元；2008年汶川大

地震后，书协组织募捐活动，她捐款 30万

元，她还匿名资助生活困难的名家遗孀及

帮助困难青年入学， 资助残障人士等。

2017年初，她捐出 2500万元个人资金，成

立“周慧珺书法艺术基金会”，激励中青年

作者为振兴海派书法而努力拼搏。

在中国电影史上， 黄宗英曾是令人

难以忘怀的银幕“甜姐儿”，同时她又是

终身与写作为伴的文学人。她在《追》《幸

福狂想曲》《丽人行》《鸡鸣早看天》《街头

巷尾》《乌鸦与麻雀》 等影片中出演重要

角色。同时她也从未放下过手中的笔，她

说， 相当数量的优秀文学作品及其中的

人物 ，“伴着我走过坎坷曲折的人生道

路， 敦促我为文学艺术尽心尽力做些微

贡献”。 1954 年，她创作电影剧本《平凡

的事业 》；1960 年 ，担任电影 《六十年代

第一春》编剧；1965 年后，她专门从事文

学创作， 连续三次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

奖， 著有报告文学 《大雁情》《美丽的眼

睛》《桔》《小木屋》等，随笔集《故我依然》

《上了年纪的禅思》等。 她认为，一个作

家，要发出该发的声音。 “我们都很‘傻’

地走在这样一条路上： 我们是知识的奴

隶、智慧的信徒。 任是风风雨雨，我们都

是心甘情愿，情愿甘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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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本届上海文学艺术“杰出

贡献奖” 的五位艺术家辛丽丽、

张静娴、陈燮阳、茅善玉、韩天衡

都处于各自艺术创作的巅峰期，

肩负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

任， 在攀登艺术高峰的征途上，

他们的感悟和追求，启迪着更多

投身文艺事业的后来者。

上海芭蕾舞团团长辛丽丽

表示，今年上海芭蕾舞团 40 岁

了。40年来，一代代舞蹈家挥洒

汗水， 探索创新， 先后推出了

167 部原创芭蕾作品。 下一个

40年， 新一代上芭人还要继续

奋斗，培养更好的人才，推出更

好的作品， 提升中国芭蕾的世

界地位。 芭蕾是优雅的，而芭蕾

人却是艰辛的。 只有那些饱尝

艰辛而仍立志献身于芭蕾事业

的人， 才是用自己优美的舞姿

表现人间美好的创造者。

昆剧表演艺术家张静娴

说，对于传统的戏，她一直要求

“冷戏要热演， 好戏要精演，熟

戏要生演”，对于新戏，除了要

想清楚“新”在哪里，还要给观

众一个真正新的面貌。

上海交响乐团名誉音乐总监、 中国国家交

响乐团特邀指挥陈燮阳表示，会继续在指挥家这

个岗位上一直工作下去，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在全国各地的舞台上，为观众奉献精彩的中外交

响乐作品，尤其是发扬光大中国的交响乐作品。

近年来，上海沪剧院院长茅善玉不断跳出

窠臼，陆续创排《邓世昌》《敦煌女儿》，拍摄戏

曲电影《雷雨》。 她表示，《敦煌女儿》等剧目的

艺术创新，改变沪剧擅长表现小儿小女小情调

的原有格局，呈现出大漠、石窟的大格局、大情

怀，视野更为开阔，手段更为丰富，艺术更具感

染力。在打造精品的路上，要不满足于现状，力

求抓住机遇，继续往高处攀登。

韩天衡是我国当代公认的兼擅书法、国

画、篆刻、艺术理论及书画印鉴赏的通才，作

为当代海派艺术的领军人物， 他不仅将弘扬

海派艺术文化视为己任， 更致力于文化的传

承与创新。他心怀公益，将一生钟爱的历代艺

术珍品和自己创作精品共 1136 件，图书一万

多册无偿捐赠给国家。 2013 年，韩天衡美术

馆在上海嘉定正式开馆，供社会大众观赏。他

又将国家奖励给他的 2000 万元捐献出来创

立“韩天衡文化艺术基金会”，用于发展公益

文化事业，不断支持文化艺术活动，并开办天

衡艺术教育基地，进一步推广传统艺术。

而出现在本届 “青年文艺家培养计划”的

三十张年轻的面孔，则代表了上海文艺事业的

未来，入选该计划的年轻文艺工作者，将是上

海文艺的重要后备力量。 他们朝气蓬勃、佳作

迭出，将给上海的文化发展与繁荣带来更多腾

飞向上的活力。

一座城市的文化薪火， 就这样守望相传，

延绵不绝。

文化薪火，守望相传
本报记者 金莹 李凌俊

第七届上海文学艺术奖获奖名单揭晓，十位艺术家分获“终身成就奖”和“杰出贡献奖”

大幕拉开，掌声响起。 在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的时刻，第七届
上海文学艺术奖获奖名单揭晓。

王文娟、何占豪、陈少云、周慧 、黄宗英（按姓氏笔画排序）被授予“终身成就
奖”；辛丽丽、张静娴、陈燮阳、茅善玉、韩天衡（按姓氏笔画排序）被授予“杰出贡献
奖”；丁阳、王占黑、王们书、王丽君、王佳俊、王音睿、王玺、王婉娜、王维维、包慧
怡、刘丽婷、刘炜、刘鹏、李诗忆、杨扬、甫跃辉、吴睿睿、张丰、陆轶文、罗陵君、罗晨
雪、周涛、周嘉宁、项静、秦雯、唐嫣、戚冰雪、韩延、谢欣、雷小雪（按姓氏笔画排序）

等 30人入选“上海青年文艺家培养计划”。

作为上海文学艺术类的最高奖项，上海文学艺术奖的意义不仅在于表彰那些
为文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文学家、艺术家，表彰包含在成就中的信念与风范，为
后来者指引前行的方向，也是上海文化实力的整体展现，为这座城市树立文化精
神的标杆。同时，奖项也是充分彰显上海文化的标识度，打响“上海文化”品牌的重
要举措，从而更进一步推动城市精神融入城市血脉、提高城市品质、形成城市标
识，彰显上海城市的文化特质、精神品格和胸襟气度。

一次又一次擦亮“上海文化”金字招牌

2014年，上海文学艺术奖时隔 12 年

重启， 并启动上海青年文艺家培养计划，

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

重要讲话精神的贯彻落实， 扩大文艺高

原，造就更多高峰，从而更好地繁荣文艺

创作。 以这次评奖为契机，上海进一步细

化各项配套措施， 不断放大上海文学家、

艺术家的集群效应。

2014年至今的五年中， 关于文化事

业的光荣与梦想在浦江两岸延续，上海文

艺创作迎来丰收———在第十四、十五届精

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评选中，电影

《我是医生》《我不是药神》、电视剧《彭德

怀元帅》《平凡的世界》《大江大河》《黄土

高天》、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歌曲《幸

福少年》《一路走来》、图书《布罗镇的邮递

员》《战上海》榜上有名，上海市委宣传部

两次获组织工作奖；长篇小说《繁花》获第

九届茅盾文学奖；小白、陈思和获第七届

鲁迅文学奖；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获第

十六届文华奖……这些代表上海文化品

牌建设成果、从高原迈向高峰的诚意之作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扎根现实

生活，反映人民关切。

艺术家的心与人民共振， 同样也获得

了人民发自内心的点赞：《我不是药神》票

房突破 30亿， 位列 2018年中国电影市场

票房第三位；《平凡的世界》《大江大河》收视

口碑双丰收；《永不消逝的电波》 成为年度

“爆款”，在全国各地巡演，掀起观剧热潮，一

票难求。 这些优秀的文艺作品，一次又一次

擦亮“上海文化”金字招牌，也令“上海制造”

始终在新中国的文艺星空灼然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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