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了标点和注释

清代尺牍
你也能看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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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稀见清代尺牍》第

一辑《青溪旧屋尺牍》《通
义堂尺牍》精装 46册新

近出版，昨天，海峡两岸
古籍界在上海图书馆齐

聚一堂，共同探讨其中的
史料价值和透露出的文

化信息。

上海图书馆众多尺
牍中文献数量大、涉及人

物多、学术含量高、文字
辨识难的原件合集之一

《青溪旧屋尺牍》《通义堂
尺牍》，是以清代乾嘉汉

学的重要分支扬州学派的学者
刘文淇（1789-1854）、刘毓崧（1818-1867）父

子为中心的珍稀资料宝库。涉及人物 460?
人，包括清代道光前后的一批著名学者，信函

3041?，字里行间记录了大量当时的社会生
活、文人交往、学界动态、书籍刊刻等信息，具

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尺牍是一种珍贵的原始文献，历来深受

学者的重视。上海图书馆有收藏名人尺牍的
传统，自 1939年顾廷龙先生主持合众图书馆

以来，高度重视手稿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出
版，经过半个多世纪来的不断征集和各方捐

赠，目前馆藏明清至民国时期的尺牍文献达
12万多通，是国内公共图书馆收藏名人尺牍

数量最多的单位。

上海图书馆研究员

陈先行谈起了一段收藏
往事，1980年，刘氏在上

海的后人因感动于上海
图书馆在特殊时期对于

文献资料的保存与最后
坚持的物归原主，特将

这批珍贵尺牍整体捐赠

给了顾廷龙先生主持下
的上海图书馆，上图当

即组织人力修复装裱、
整理编目，为日后进一
步研究整理奠定了基

础。2010年，中国台湾古籍

保护学会一行造访上海图书馆，

双方确定了整理清代尺牍的方向，并敲定标

释《青溪旧屋尺牍》与《通义堂尺牍》。之后的
八年间，海峡两岸三十多位学者为此付出了

不懈的努力，为更多了解刘氏父子以及与他
们书信来往者的生平，他们还几?专赴扬州

去探访刘氏的乡间祖屋，感受尺牍书写的现
场。“信中可以一窥嘉庆年间的文人生活全

貌，其中有生活琐事、银两花费、科举考试的

相关事宜等细节。一般出版的尺牍都是影印
本，识读行草书对一般读者来说都是考验，但

是这?出版以原件彩色图片与释文对照的形
式面世，尺牍注上了标点注释，本科生研究生

水平都能看懂。”陈先行说。
本报记者 徐翌晟

    几代人耳熟能详的歌曲《洪

湖水浪打浪》，“五一”小长假将在
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东方名家名剧

月的舞台唱响。5月 1日至 2日，
湖北省歌剧舞剧院将带着经典民

族歌剧《洪湖赤卫队》前来，经久
不衰的“洪湖水”将以全新的面貌

带领老一辈观众回忆过去，也让

年轻观众听懂悠悠几代情。

《洪湖赤卫队》剧情围绕着女

主角韩英展开。韩英是洪湖地区武
装斗争的领导者、一个完全掌握了

自己命运的成熟女性。她爱憎分
明、胆大心细、有勇有谋有大爱，散

发出一种独特的女性风采。
当年，伴随着歌剧与电影《洪

湖赤卫队》的诞生，《洪湖水浪打
浪》这首歌连同片中的英雄人物

韩英成为一代人心中永恒的记
忆。与同时期歌剧相比，歌剧《洪

湖赤卫队》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
将民间音乐个性化、戏剧化，使音

乐与故事有机地融为一体。它的

音乐以具有浓郁湖北地方风格的
荆州天沔花鼓和民间流传的小调

为素材，借鉴了西方歌剧在表现
手法上的戏剧性与音乐交响化的

优点，成为具有强烈民族个性、气
势恢宏的歌剧交响

音乐。

十年前，湖北省歌剧舞剧院
就将这部歌剧搬上了东方名家名

剧月的舞台，主演是“第三代韩

英”刘丹丽。此?将来沪登台的
“第四代韩英”是女高音歌唱家马

娅琴，而“第五代韩英”和新生代
演员也正在一??的历练中快速

成长。新老交替是舞台上的基本
规律，但无论演员怎么变，与十年

前如出一辙的是角色的真情实

感，马娅琴表示：“这?重回名家
名剧月的舞台，我们不会让观众

失望。”
与演员愈发年轻化对应的

是，《洪湖赤卫队》的音乐舞美也
进行了全方位升级。作曲家、指挥

家王秀峰对作品再?配器，在保
留精华的基础上，增强了整体作

品的交响性，使之更加符合“大歌
剧”的美学标准。而在舞美方面，

也在原先的经典场景进行了新型
布景设计，更加贴合现代年轻观

众的审美。 本报记者 赵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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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的孩子”画作引出无限创意

    4月 7日，上海市老干部大学

慈善志愿服务大队成立。在上海青
松城内举行的授旗仪式上，市老干

部大学与市慈善基金会签订合作
备忘录。市慈善基金会理事长钟燕

群出席活动并讲话，名誉理事长陈
铁迪出席活动并为市老干部大学

慈善志愿服务大队授旗。

上海市老干部大学慈善志愿
服务大队的成立旨在把志愿者工作

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事业，
拓展离退休老干部学员志愿服务领

域，对学校提升办学水平也具有重
要意义。今后，学校将组织离退休老

干部志愿者参与“安老、扶幼、助学、

帮困”等慈善活动，作为学党史、悟思
想、办实事、开新局的重要内容，为推

动上海慈善事业发展作出老干部们
的贡献，庆祝建党 100周年。

2020年 12月，陈铁迪在上海
市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办公会议上

提出要积极探索与上海市老干部

大学开展合作，协同发展申城慈
善事业。市老干部大学慈善志愿

服务大队成立后，双方签署《上海
市慈善基金会与上海市老干部大

学项目合作备忘录》，建立合作工
作机制，设立老干部大学“爱心窗

口”工作站，开展五项慈善合作。

据悉，早在今年元旦、“三八”
妇女节以及 3月“至爱小记者”主

题活动日，多名志愿者积极参加
“凡人善举丨爱心窗口”志愿服务，

接待爱心人士的上门捐款及咨询，
为爱心人士记录留存影像资料并

制作公益视频。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副理事长
谢玲丽、施南昌、周珊珊，上海市

老干部局副局长、上海市老干部
大学副校长龚怡，上海市老干部

大学副校长周鸿刚、查正和等参
加授旗仪式。 李一能

老干部大学慈善志愿服务大队成立
    4月 8日，西上海(集团)有限

公司向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捐赠善
款人民币 1000万元，设立“西上

海”专项基金，定向用于慈善助老、
慈善助学以及中西部振兴等领域

的慈善公益类项目。上海市慈善基
金会理事长钟燕群、荣誉理事长冯

国勤等出席捐赠仪式。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副理事长
施南昌、周珊珊；上海市慈善基金

会嘉定区代表处会长刘海涛；嘉定
区民政局党委书记、局长赵志坚；

西上海(集团)董事长曹抗美，党委
书记、总经理吴建良，党委副书记、

常务副总经理潘厚泉，工会主席朱

元栋等参加仪式。
西上海(集团)有限公司是第

九届上海市“慈善之星”，多年来公
司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在

解决就业、扶贫帮困、支教助学、抗
震救灾、尊老就医等方面做出了积

极的社会贡献。公司内部设有三个

公益基金，即“西上海助学基金”、
“西上海助老基金”和“西上海嘉定

一中助学基金”，同时还与云南楚
雄结对。截至目前，公司累计捐赠

各类善款逾 5400万元。
李一能

西上海集团设基金支持慈善

    4月15日，第四期“公益中国”暨

2021Nancy“新新相惜”社企对接项
目展示会在兴业太古汇举行。近百

位来自全国及地方主流媒体采编人
员、南京西路街道辖区的企业及相

关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由上海市慈
善基金会资助、上海市慈善教育培

训中心开展实施的“牵手艺术彩虹

献给未来地球”受邀参加展出。

在底稿上二次创作
公益也需要全民化参与，这也

是社会组织主要的业务之一。上海

市慈善教育培训中心作为其中的

一个社会公益组织，开展了三种不
同类型的体验活动，吸引了在场人

们的青睐和参与。在创意艺术纸伞
画体验活动中，人们纷纷拿起画

笔，给纸伞上各种图案上色，一幅
幅五颜六色的纸伞如盛开的花朵

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在创意艺术彩铅明信片填涂
活动中，人们可以根据“星星的孩

子”所创作的作品底稿进行二?创
作，极富趣味性。在纸飞机折叠及

飞行体验活动中，参观者纷纷被折

叠歼-15仿真纸飞机所吸引。在随

后的飞行环节中，大家饶有兴味地
调节飞机的机翼，以使飞机应对现

场风向等因素干扰，最终将歼-15

仿真飞机飞到“辽宁舰”平面图上

的伙伴获得纪念礼物。参加者表
示，游戏看起来简单但其实是个技

术活，有助于青少年动手动脑、手

脑并用地实践。

义卖公益文创产品
此外，现场还进行“牵手艺术

彩虹 献给未来地球”项目衍生产

品的义卖和展示，这些产品来自

“星星的孩子”的画作，经过诸多爱
心企业的深化设计，各种公益文创

产品出炉：晨光文具、反复水洗30

?依然可以防护98%?毒的口罩

等产品吸引来宾驻足询问。当天除
去成本的义卖所得，将奖励给创作

这些文创产品的自闭症青少年们

以及继续投入实施项目。
在一下午的时间里，参观者们

打卡体验了上海社会组织的活力
和多元。通过参与南西街道社会公

益组织形式多样的项目，可以更直

观地了解到社区的变化和为共建

更美好社区所做的努力，也了解到
当下社会组织的使命愿景，如何更

好地为社区共同体建设助力，让社
区更和谐更有温度。

“牵手艺术彩虹 献给未来地
球”创意艺术慈善教育项目作为上

海市慈善基金会的品牌项目，多年

来为广大青少年尤其是患有自闭
症等特殊青少年，提供了参加创意

艺术慈善教育培训，参加创意艺术
作品大赛，在世界和国内、上海各

种展览中展示作品成果的平台，帮
助他们提高了能力，增强了自信，

成为了创意设计的后备人才。而且
已有一些优秀创意作品经过爱心

企业的运用，转化为市场销售的商
品，成为促进支持产业发展和反哺

慈善事业、关爱自闭症青少年的新
途径。 李一能

“牵手艺术彩虹”亮相公益中国社企对接项目展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