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辰山植物园“特色夏花木本植物选育与应用关键技术研究”项目启动

2020年伊始，上海博物馆日前公布了新一年的展览计划。

其中，备受期待的唐代“黑石号”沉船出水文物珍藏展将于今年

夏天来到上海，168件精选的出水珍贵文物，将为大家揭开“黑

石号”神秘面纱，领略大唐盛世的磅礴生活。此外，上博东馆在

新的一年也将积极筹建，力争2022年10月建成开放。

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表示，2020年上博有八大展览计

划，其中两个特展是回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除了5月份推出

的唐代“黑石号”沉船出水文物珍藏展；另一个是在2020年年底

举办“瓷映苍穹：中西陶瓷交流大展”，作为亮点之一，该展将以

实景3D技术再现葡萄牙桑托斯宫那镶满中国瓷器的穹顶。

灵鼠兆丰年——上海博物馆鼠年迎春

时间：2020年1月14日至2月23日

“灵鼠兆丰年——上海博物馆鼠年迎春”目前已经开展。上海

博物馆的诸多收藏中，亦不乏对这种机敏小动物的艺术表现。上海

博物馆特别甄选五件与鼠有关的文物，首次采用分散多点式的展

览呈现方式，鼓励观众在探索中发现各个灵鼠的精彩故事。

高斋隽友——胡可敏捐赠文房供石展

时间：2020年4月3日至 6月28日

展览以旅美华人、赏石收藏家胡可敏女士捐赠上海博物

馆的文房供石为主要内容，配合陈列馆藏清代高凤翰铭“小方

壶”石及与赏石主题相关的若干古代绘画。展览将分为“慕古

追邈”“采瑰第品”“模形范质”3个单元，在介绍赏石文化的同

时，藏家的玩石心路亦得以呈现。

这是上海博物馆首次举办以传统赏石实物为主题的展

览，将在满足社会对传统赏石的欣赏需求、促进中国观赏石的

学科发展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同时，展览与国际上关注中国

赏石文化的风潮相呼应，是上海博物馆在中国古代艺术的专

门领域中讲好中国故事、宣传优秀传统文化的又一全新举动。

江南文化艺术展（暂定名）

时间：2020年4月28日至7月26日

江南地区因物产丰饶、风景优美、名人辈出令整个民族魂

牵梦萦，又以其“诗性”“自由”与“责任”在诸多地域文化中独

树一帜。上海博物馆在江南文化相关的历史与艺术方面有可

观的文物收藏和丰富的研究成果。

展览以上海博物馆馆藏品为主，兼向故宫博物院、辽宁省

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安徽博物院等17家文博

单位借展，精选珍贵文物约 200件，涵盖青铜、陶瓷、书画、玺

印、碑帖、古籍、造像、玉器、竹木牙角器、漆器等诸多门类，是

一次饱赏江南文化艺术的盛宴。

无尽意——赵朴初书法艺术展

时间：2020年5月19日至7月19日

赵朴初（1907—2000）先生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

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名誉主席、中国佛

教协会会长、中国共产党亲密的朋友、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杰

出的爱国宗教领袖。2020年 5月，上海博物馆将举办“无尽意

——赵朴初先生书法艺术展”，以赵朴初先生的书法作品为线

索，来展现他的爱国情怀、社会活动，以及艺术修养。

唐代“黑石号”沉船出水文物珍藏展（暂定名）

时间：2020年5月29日至8月30日

“黑石号”是中国唐朝时期一艘由阿曼制造的贸易商船，

满载中国货物驶往西亚，不幸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海域触礁。

该沉船是九世纪上半叶中西文化商贸交流、以及盛唐时期我

国开拓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见证。

上世纪末经过打捞，“黑石号”沉船出水器物种类繁多，

有陶瓷器、金银器、铜器、铁器、钱币、玻璃器及各类香料等。

其中又以陶瓷器的数量最多，达到了惊人的 67000多件，几

乎涵盖了唐代南北方最为出名的窑场的产品，例如越窑、邢

窑、长沙窑、巩义窑等。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出水了 3 件完整

无缺的唐代青花瓷器，有力地证实了中国的青花瓷器起源

于唐代。

荷兰倪汉克捐赠文物展（暂定名）

时间：2020年8月7日至9月6日

荷兰收藏家倪汉克先生与上海博物馆长期保持着深厚的

友谊。早在2008年，他就曾将家族世代珍藏的近百件中国外销

瓷器慷慨地捐赠给上海博物馆。2018至2019年间，倪汉克先生

又向上海博物馆无偿捐赠了两批珍贵文物，体现了他为中国文

物的回流所付出的巨大心力。作为对中国文博事业作出了重要

贡献的外籍捐赠人，倪汉克先生还于2012年和2014年先后获

颁“上海市白玉兰纪念奖”和“上海市白玉兰荣誉奖”。

本次展览集中展示了倪汉克先生近两年来向上海博物馆

捐赠的陶器、青铜器和牙雕精品等珍贵文物43件/组。其中，青

铜器和陶器的时代主要为商周及汉代，牙雕佛塔为清代的作

品。这批文物具有一定的艺术、历史和学术研究价值，进一步

充实了上海博物馆的馆藏并填补了相应门类的空白。

瓷映苍穹：中西陶瓷交流大展（暂定名）

时间：2020年10月30日至2021年1月31日

16世纪开始，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与成熟，中西贸易与交

流日渐频繁，中国货品源源不断地输入欧美，瓷器便是其中最

重要的商品之一。

本次展览不仅汇聚明清贸易瓷中的名品及罕见沉船出

水瓷器，展示中国瓷器风靡欧洲的盛况，更将以全新视角，

透过多幅珍贵油画与欧洲改装瓷器，呈现中国器物在西方

被接受、使用，乃至被重塑、改造以适应西方器用与审美的

历史。

意大利博尔盖塞博物馆珍藏油画展（暂定名）

时间：2020年12月4日至2021年2月28日

意大利博尔盖塞博物馆位于罗马城平恰纳城门附近，

1613年由博尔盖塞家族宅邸改造而成，自18世纪起成为美术

馆。其所藏之物均为美术史上重要的作品，是罗马馆藏最丰富

的博物馆之一。

除巴洛克艺术大师贝尼尼的雕塑作品外，博尔盖塞博物

馆还珍藏着大量名画作，包括拉斐尔、提香、鲁本斯等。其中，

卡拉瓦乔的画作最具影响力。卡拉瓦乔（1571—1610）是继达·

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之后的著名现实主义画家，对巴洛

克画派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他创立的卡拉瓦乔主义在当时

影响了整个欧洲的画坛，把现实主义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阶

段。他的作品将下层平民的形象引入到宗教画中，将神圣的宗

教题材画当作日常生活的风俗画来描绘。

本报讯（记者 王毅俊）2010年7月5日，中国航

海博物馆在临港开馆，成为这片热土上的文化新地

标。今年，中国航海博物馆即将迎来开馆10周年，这

一年也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基本建成之年。在这样

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度里，中国航海博物馆聚

焦航海与航运业态，立足上海本土特色，将打造“海

与城——近代上海的城市与港口”“中国航海火器文

物展”“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成果大展”“中国航海

百物展”等四大原创展览，为观众呈现文化盛宴。

“海与城—近代上海的城市与港口展”将于2020
年5月开展，分为“江海通津”“航运巨埠”“风气之先”

3个单元，从航运、经济、文化、城市建设、市民生活等

多维度展现航海对上海这座城市产生的深远影响。

“中国航海火器文物展”将于 2020年 7月开展，

通过“火器溯源”“威名世界”“中西汇流”“曲折前进”

“走向复兴”五个板块讲述数千年来中国航海火器发

展的历史面貌，让观众感悟古代中国科技辉煌，牢记

近代中国历史教训，携手推进当代中国伟大复兴。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成果大展”将于 2020
年 7月在上海北外滩白玉兰广场开展。该展在回顾

上海港自唐代青龙镇以来发展历程的基础上，重点

展示改革开放后，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在硬件、软

件两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展览将以图文为基础，

辅以大量实物展品，以及视频、图表和展项，通过不

同视角生动展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成果的“昨

天”“今天”和“明天”。

“中国航海百物展”将于2020年12月开展。该展

由中国航海博物馆牵头，联合国内多家博物馆，聚集

百余件珍贵航海历史文物，再现中国航海发展辉煌

历程，助力新时代航海文化复兴。

本报讯（记者 吴苡婷）近期，一场意义非凡的实践展

示活动在上海市久隆模范中学举行。学生们用歌曲、舞

蹈、朗诵、说唱等精彩节目，展现了他们以上海地方志普

及读本系列《上海六千年》为导览，参与“寻根”之旅的丰

硕成果。

第十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市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

王荣华，市教卫工作党委副书记、市教委副主任李昕，上海

市地方志办公室一级巡视员王依群等领导与市教委相关处

室负责人、各区教育局及相关学校 100余名代表共同见证

了以“寻根问道 育情铸魂”为主题的实践活动展示。

2018年 12月，第十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市教育

发展基金会理事长王荣华代表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向全

国第一所公办全免费制中学——上海市久隆模范中学捐赠

千套《上海六千年》图书，由此在久隆师生之间拉开了“阅读

上海历史，打造书香久隆”等系列读书活动。然而，这一本书

所引发的活动并不止于阅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

行合一”是育人的有效路径。继《上海六千年》之旅阅读活动

后，在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的倡议、资助下，在上海市教

育委员会、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复旦大学、上海天文台、上

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等多方的指导和支持下，上海市久隆模

范中学从2019年5月起，以上海地方志普及读本系列《上海

六千年》为导览，围绕“寻上海文化之根、育爱国主义之情、

问模范公民之道、铸理想信念之魂”主题，精心策划了10站

“上海六千年”之旅实践活动。

全校近两百名师生从“上海之根”出发，历时数月，循着

《上海六千年》书中提及的“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红色文

化”3条路线开展实践之旅，重点探访了广富林文化遗址、

陈望道故居、上海天文台及犹太难民纪念馆等10座场馆。

在展示活动现场，久隆学子围绕“江南文化”“海派文

化”和“红色文化”等主题，呈现了舞蹈《江南韵》、歌曲《夜空

中最亮的星》、朗诵《共产党宣言（节选）》、说唱《我是小小红

领巾》等精彩节目，生动展现了参与“上海六千年”之旅实践

活动的成长和收获。在主持人印海蓉的邀请下，上海天文台

台长沈志强，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一级巡视员王依群，上海

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健，《上海六千年》著者、华东

师范大学教授仲富兰等嘉宾就“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时代新

人”展开沙龙讨论，台上台下互动热烈。

市教卫工作党委副书记、市教委副主任李昕表示，社会

实践教育对于提振学生的实践能力、责任担当、创造意识等

有着巨大的帮助作用，对于提升和促进学生的知行合一有

着巨大的牵引作用。他强调，爱国主义教育必须筑牢一块

“阵地”，这块阵地就是社会实践基地。它们既是承载初心使

命的精神阵地，也是激励我们一步步发展创新的动力源泉。

上海要发挥好社会实践基地立德树人、铸魂立根的辐射作

用，使其成为一面引领奋发前进的旗帜。

《上海六千年》是由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主编、上海通

志馆承编，由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市民俗学会会长仲富

兰编著的上海地方志普及读本。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参

与策划和资助《上海六千年》的编写、出版。《上海六千年》讲

述上海故事、彰显上海精神，以上海建设成为卓越的全球城

市为切入点，以上海历史演进和发展为脉络，突出体现了红

色文化、海派文化以及江南文化，是一部反映上海时代特点

和地域特色，主要面向中学生进行乡史乡情教育和爱国主

义教育的重要读物。
本版责任编辑 王毅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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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博2020年8大展览公布 “黑石号”文物首次来华

“上海六千年”之旅实践活动展示举行

寻上海文化之根寻上海文化之根 育爱国主义之情育爱国主义之情

本报记者 王毅俊

早梅花开了早梅花开了 早春的樱花也开了早春的樱花也开了

上 海 动 物 园 长 颈 鹿上 海 动 物 园 长 颈 鹿““ 借 光借 光 ””垃 圾 分 类垃 圾 分 类
本报讯（记者 王毅俊）自《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以

来，可回收物的分出量与之前相比大幅提升，上海动物园的小动物

们也“借光”了。原来，工作人员充分利用生活垃圾中分出的可回收

物，对动物生活区进行了创意改造。

谈道动物在动物园的生活，首先要了解“丰容”一词。“丰容”是

提供动物福利的一项重要技术工作，顾名思义可以通俗理解为：

“丰富动物的日常生活内容，排解动物的无聊。”丰容是根据动物的

生物学特性和原栖息地环境特点，通过采取食物、环境等不同形式

的刺激，使动物展示出更多自然行为，恢复其原有的天性。

随着去年7月1日上海生活垃圾分类的全面推行，上海动物园

开始探索，在长颈鹿丰容课题上创新突破，用天然物材和生活垃圾

中的可回收物对长颈鹿进行居住场所丰容。工作人员把旧水管做

成取食器，还根据长颈鹿舌头长这一特点，用矿泉水瓶、塑料桶、纸

箱、铁篓子等可回收物设计了不规则的取食洞口。在环境丰容方面

提供了稻草、水泥地面、绿植、沙石、红土共5种地表垫料供长颈鹿

自主选择，在笼舍地面放置人造水池，还原动物野外饮水习惯。

上海动物园的展区环境模拟自然的生态环境，为动物提供生

育筑巢、躲藏、栖息隐蔽之处，给予动物安全感，为动物提供更多的

选择权和主动权。同时，尽量使用自然界的原始材料，制作成不同

种类的丰容物品，既低碳环保，又零成本。

扎实推进课题研究进展扎实推进课题研究进展 高度重视项目成果展示高度重视项目成果展示

本报讯（记者 王毅俊）在上海大力推进科创中心建设及绿化

“四化”推广背景下，上海辰山植物园城市园艺联合实验室申报的

《特色夏花木本植物选育与应用关键技术研究》课题获得立项，课

题属上海市2019年度“科技创新行动计划”社会发展领域项目，目

标通过对夏花植物资源的科研集成、应用展示，进一步牵动产业成

型和提高对民众高品质生活需求的显示度。

2020年1月9日，在上海市科委的支持下，上海辰山植物园作

为项目承担单位联合上海上房园艺、上海绿化管理指导站、杭州园

林股份，召开课题项目启动会。会议由辰山植物园胡永红园长主

持，各子项目单位对所承担的项目任务、工作进度等内容进行了汇

报，汇报结束请多位行业资深专家把关提意见和建议。作为项目主

持人，胡永红对项目启动会进行总结，提出在面向上海绿化“四化”

建设要求下，一方面将已有的成果进行应用，以中国重大节日活动

为契机，提升上海市绿化品质，提高民众感受度，另一方面要从长

远角度考虑，要尽早储备资源、储备技术，为新一轮中国城市化建

设做提前谋划。各家子项目单位以这个课题项目为抓手，将高质量

的植物资源整合、调配，应用到上海辰山植物园、世博花园、上海市

特色街区等，通过这些窗口提高民众感受度。

目前上海辰山植物园正紧紧围绕生态文明建设中高质量发展

和民众期待的高品质生活需求方面，以华东区植物资源收集、保护

与开发利用为基础，以攻克绿化“四化”中技术瓶颈为重点，在基础

学科及其他综合交叉学科研究领域探索与创新，将研究成果逐步

体系化、产业化，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旧水管变身取食器

在上海植物园，樱花悄悄开了。

在蔷薇园河岸边，可以观察到4种绽放中的樱

花，分别是寒樱、钟樱花、福建山樱花和冬樱。

最早的是寒樱，伞形花序，2-4朵，先花后叶；

花淡红色，花瓣5；是目前华东地区花朵密集、观赏

性较好、花期最早一种樱花，由钟花樱和大岛樱杂

交而来。上海植物园曾二次引种，现存2株，遗憾的

是相对花期稍晚的椿寒樱、大寒樱等姐妹品种，寒

樱长势较弱，影响了其在园林绿化方面的应用。

花期同样较早的冬樱花，又称为高盆樱桃，是

分布于我国云南、西藏和尼泊尔等地的原生樱花，

当地花期在 10-12月。上海植物园于 2014年试验

性引种4株，目前存活3株，有单粉色花和淡红色花

两型，其特点是花叶同开，唯一不足的是抗寒性欠

佳，上海花期在一月中旬左右，常因冰冻雨雪天气，

导致花朵受冻或不能正常开放。

蔷薇园河岸边还有一种冬樱，源于日本的杂交品

种，是一种冬春两季开花的品种。实际上，冬春会一直

有零星花开，几乎不间断，最近可能因气温、雨量适宜，

开花量再次增加，也为动人的河岸增色几分。王毅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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