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宁区打响“上海文化”品牌三年行动计划 

实施情况总结和新一轮三年行动计划举措 
 

根据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关于《开展打响“上海文化”品牌

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情况和新一轮三年行动计划举措任务研究的

通知》要求，长宁区对标《全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加快建成

国际文化大都市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上海文化”品牌

建设重点项目 150例工作目标及具体内容》以及《单位责任表》，

长宁区梳理了 2018年至 2020年计划完成情况，并结合“十四五”

规划编制研究新一轮三年行动措施及任务，现将情况汇报如下： 

一、完成情况及推进成效 

（一）推动重大市区级项目落地，探索机制改革 

1.推动重大项目建成。“十三五”以来，长宁区先后建成了

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刘海粟美术馆、程十发美术馆、虹桥艺术中

心、长宁区少儿图书馆新馆等市、区级重大项目。完善四级网络，

形成覆盖全区的由 10 个市级场馆、6 个区级场馆、15 个民营美

术馆博物馆、22 个城市公共空间、10 个街镇场馆、185 个居民

区活动室组成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进一步提升了城区文化氛围。

2019 年末，区属公共文化设施面积近 19.17 万平方米，人均面

积达 0.33 平方米，较“十二五”末的 0.28 平方米增加了 12%。 

2.推动体制机制改革。一是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任务

基本完成。把社会场馆、空间、阵地纳入区属公共文化场馆总分

馆制体系，实现区域优质文化资源共建共享，“十三五”期间，

文化馆和图书馆已全部完成法人治理结构改革任务，分别成立图



书馆、文化馆联合总馆理事会，吸引各方代表人士参与决策咨询。

各级场馆均建立资产统计报告制度、服务情况年报制度、安全管

理制度并向社会公示。二是承办全国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侧改革现

场经验交流会，举办 2019-2020年上海市及长三角地区公共文化

与旅游产品采购大会，打破了地区限制，市区联手，长三角联动，

首次实现了文旅联合参展，首次实现了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全产

业链集中展示，是公共文化及旅游产品供给侧改革的全新尝试。 

（二）涵养文化底蕴，打造长宁特色文化旅游品牌 

1.大力推进虹桥路舞蹈音乐艺术群建设。围绕国际舞蹈中心

建成开放，连续举办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舞蹈诗评奖活动，

引进上海国际芭蕾舞赛落户长宁，为长宁舞蹈品牌建设奠定基础，

提升品牌国际影响力。 

2.精心布局天山路商业体剧场群。统筹天山路沿线剧场资源，

凸显“国际艺术电影交流”特色。引入优质艺术演出、戏剧表演、

电影放映等资源，开展“上海国际艺术电影巡展”项目，德国电

影大师赫尔佐格回顾展、美国艺术电影展在虹桥艺术中心落地。

上海首个影视二次元孵化基地落户缤谷二期剧场，为小微企业搭

建符合行业特点和需求的孵化平台，推动跨界融合。 

    3.着力打造虹桥海派文化圈。聚焦海派文化艺术街区，配合

推动长宁文化大厦、武夷路飞乐地块、上生新所等重大项目建设。

挖掘海派文化海纳百川、融汇中西的特点，推动中外文化交流。

连续举办国际传统艺术邀请展、“海上文博”创意设计大赛、上

海青年艺博会、中国留学德国艺术家作品展等艺术展览，打造“原

音 原力”长宁原创音乐季、育音堂原创音乐孵化基地，开展先



锋戏剧展演体验、时尚艺术演艺等活动，加强“海派艺术街区”

打造。 

    4.持续提升公共文旅活动品牌。举办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天

空、上海世界音乐季、上海旅游节长宁区活动暨虹桥文化之秋艺

术节、“建筑可阅读”长宁微旅行、“上海话上海情”沪语大会、

长宁星期音乐会、戏曲欣赏季等艺术品牌活动，进一步凸显长宁

精品精细、时尚活力的文化特色。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品牌建

设，持续举办“长宁区读书节”，开设长宁“阅空间”。围绕少儿

图书馆新馆建成开放，打造“长耳兔阅读俱乐部”少儿阅读推广

品牌，进一步扩大了活动品质和社会效益。 

（三）提质增效，完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1.提升公共文化场馆服务效能。区级层面，长宁文化艺术中

心、长宁民俗文化中心、长宁区图书馆、长宁区少年儿童图书馆

等区属公共文化场馆均被国家文化部评为“一级馆”。长宁民俗

文化中心作为全市唯一的区级非遗传承保护中心，纳入上海市政

府推荐旅游景点，年均接待中外游客 20 万人次。街道层面，10

个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中 4 家被被评为上海市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示范中心”，6家被评为“一级中心”，是全市“示范中心”比

例最高的城区；4 个街道图书馆获“示范馆”称号。天山街道图

书馆获“全国最美基层图书馆”称号。 

    2.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优质均衡发展。创新工作机制，率先在

全市建立公共文化资源配送征集机制，设立每年 200 万的专项资

金，2018-2020 年期间每年配送演出、讲座、电影、活动 1000

余场，社区文艺指导员下基层 1600 余场次。建立公共文化产品



内容供给线上服务平台，实现供需双方更加便捷精准的“菜单式”

“订单式”“订制式”服务。成立社会化、专业化运作的第三方

巡查队伍，跟踪测评供给主体质量，反馈基层需求。建立

“200+10+1”服务标准，即居民区活动室面积 200 平方米，涵盖

10 项功能，每年配备 1 万元经费，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

公里”。主动与对口帮扶的云南省红河州绿春县、金平县结对，

多次走出去、请进来开展“春雨工程”、“送欢乐艺术团”等文化

扶贫、文化走亲活动。 

3.全力打造文科融合数字平台。在区公共图书馆开辟 24 小

时无人值守图书馆、微型智能图书馆、智能预约借书柜等多媒体

智能服务系统，向社区、园区、校区、楼宇、医院、商场等公共

空间配送 25 台 24 小时数字借阅机。全部建成全国文化信息资源

共享工程数据库，实现公共图书馆“一卡通”、公共文化服务场

所无线网络全覆盖。在北新泾街道率先建成上海市首家以人工智

能 5G 深度应用为特色的“AI+社区”（人工智能社区）——“乐

爱家”居民区综合文化活动室，拥有智慧书房、智慧社区体验厅

等功能，并在 2019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展示。完成“长宁文化

云”独立网站及手机 app 软件的开发，实现“十万观众进剧场、

百万观众在现场、千万观众在线上”。 

4.繁荣文艺创作和群众文化活动。依托各类公共文化场所每

年开展 5 万余场次文艺演出、展览展示、讲座讲演等各级各类群

众文化活动，约 200 万人次参与，不断提升长宁市民享受公共文

化服务的覆盖面，为百姓搭建文化展示的舞台。长宁沪剧团、李

军京剧工作室等以先进典型人物为原型，创作了沪剧《赵一曼》



《青山吟》《小巷总理》、现代京剧《社区仁医》等作品，引起社

会巨大反响。重视培育群众文化团队，积极开展群文创作，“十

三五”以来，长宁区共有 24 个作品在“上海之春”群文新人新

作展评展演中获奖，相比创建前有大幅提升，其中器乐作品

《和·鸣》荣获中国艺术节第十八届群星奖，实现历史性突破。 

5.深入宣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开展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主题宣传教育。围绕“我和我的祖国”主题，开展“升

旗仪式、主题图片展、吃国庆面、主题宣讲、群众庆祝活动”等

“五个一”系列活动，承办“与文明合影”文明旅游公益随手拍

活动，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列活

动。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坚持开展“季度推评长宁好人、

年度推评十佳好事、双年度推评道德模范”的长宁身边典型梯度

推评活动，累计推评全国道德模范（含提名）2人、中国好人 15

人，评选产生区道德模范 40 人、“长宁好人”80 人，开展区道

德讲堂（总堂）活动 120 余场。推动市民修身系列活动。开展愚

园路历史风貌街区国际钢琴音乐节系列活动（该项目被评为市市

民修身特色项目）；推出“愚园路老洋房的红色印记、番禺路-

延安西路城市更新、虹桥路海派文化、西郊民俗文化体验”4条

“申城行走、人文修身”特色路线；举行“辉煌 70 年，修身新

时尚——市民修身嘉年华长宁专场”，开展 50场修身讲座。开展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系列教育实践活动。在全区广大中小学

校广泛开展“经典诵读”修身教育，培养中小学生从小“学经典、

知经典、用经典”。深入开展“艺术大家进校园”“交通安全伴成

长”“文明旅游大讲堂进校园”“社会实践小活动家”等修身主题



实践活动，累计吸引 9.6 万余名中小学生参加。 

（四）聚焦重点，大力营造文化产业发展氛围 

1.加强政策引导优化营商环境。出台并修订《关于进一步推

进长宁区文化繁荣发展的若干政策》，设立“长宁文化发展专项

资金”，通过加强顶层设计，成为全市率先推出的兼顾文化事业

和文化产业“双轮驱动”的文化专项扶持资金。2018至 2020年，

先后对 157个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项目进行了扶持，扶持资金达

4946万元。 

2.聚焦重点领域扶持特色产业发展。聚焦区域性数字内容的

新媒体、文化艺术的特色会展、高新科技的影视服务等产业，按

照专业化、品牌化、特色化的总体目标，通过政策引导、要素聚

集以及模式创新，不断集聚重点企业，提升文化创意产业能级，

扶持了上海青年艺术博览会、星空传媒等文化艺术类品牌项目和

企业。制定颁发《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实施意见，梳理区域内

2033 家艺术品经营单位，加强走访管理，促进区域性艺术品市

场健康有序发展。 

3.文商融合促进文化消费。打造“活力虹桥▪ 艺术商圈”系

列活动，在金虹桥、南丰城、新虹桥中心花园等商业中心和绿地

引入高品质文化艺术活动，建立由政府牵线、政策保障、商家主

导、社会组织运营的商业文化运营平台，逐步形成高岛屋雅乐共

赏、金虹桥戏剧天地、南丰城亲子趣玩等特色主题鲜明的文化消

费空间，先后鼓励和引导各项艺术商圈系列活动近 1600 场，助

推重点商圈发展。 

（五）传承开发，加大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力度 



1.推动文物保护工作规范开展。完善长宁区文物保护信息库。

完成长宁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公布长宁区文物保护点。

目前全区共有 72 处文物保护单位（2 个国家级、15 个市级、3

个区级、52 处文物保护点）。做好文物保护修缮、监管，完成中

共中央上海局机关旧址修缮和对外开放。定期开展联合执法，确

保文物安全。传承文化底蕴，开展“文博宣传月”宣传活动，实

施“建筑可阅读”二维码导览项目，加强统筹宣传。制作宣传片

《遇见愚园》《寻踪武夷》《焕彩新华》。 

2.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提升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体验中心功能，完善“八有”传承保护计划（有体系、有展

示、有项目、有培训、有普及、有传人、有作品、有产品）。培

育扶持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项目和传承人，2018年以来，新增

2 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4 名市级非遗传承人、区级非遗项目 2

项。目前，长宁区有非遗保护名录项目 27 项，其中国家级保护

名录 1 项（古陶瓷修复技艺）、市级保护名录 10 项；“非遗”名

录代表性传承人 13名，其中国家级“非遗”名录代表性传承人 2

名（沪剧传承人陈甦萍和古陶瓷修复技艺传承人蒋道银），市级

“非遗”名录代表性传承人 4名，建立长宁区非遗新虹桥花园分

中心和 3个大师工作室。 

二、关于新一轮三年行动计划举措任务 

（一）继续深化“一区两群三圈”建设 

继续围绕环东华时尚创意产业集聚区、虹桥舞蹈演艺集聚区、

海派文化艺术街区，拓展“时尚金三角”。  

一是拓展“一区”环东华时尚创意产业集聚区功能。上海虹



桥时尚创意产业集聚区建设成为上海时尚之都的标杆性区域之

一，固化时尚产业策源地；深化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承载区，

进一步拓展时尚设计、新媒体、影视服务、娱乐演艺、会展等特

色产业，提升时尚创意产业税收；继续打造上海时尚创意人才集

聚的高地，进一步汇聚国内外高端创意人才和设计人才。 

二是深化“两群”天山路-虹桥路文化演艺群内涵。进一步

集聚天山路、虹桥路沿线上海国际舞蹈中心、虹桥艺术中心、长

宁体操中心、可当代艺术中心、缤谷二期小剧场、“猫悦上城”

演艺新空间、长宁民俗文化中心剧场、临空 SOHO 影剧院等影剧

场资源，进一步打造天山路-虹桥路演艺功能带。以打造长宁舞

蹈、音乐品牌为主要内容，形成承载各类文化演艺形式的集聚效

应。 

三是进一步挖掘“三圈”——中山公园红色文化圈、虹桥海

派文化圈、新泾江南文化圈内涵。 

一是深挖“开天辟地——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进一

步修缮《布尔塞维克》编辑部旧址、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旧址，

加强建党时期相关资料的收集、扩展及研究，为丰富上海“党的

诞生地”内涵提供详实内容。继续发挥上海凝聚力工程博物馆、

省吾中学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功能，强化红色文化革命教育。深

化愚园路—江苏路红色旅游线路，使中山公园区域成为展示红色

文化、传承红色记忆的先锋地。 

二是积极推进长宁文化大厦、武夷路城市微更新、上生新所

二期等重大项目建设。进一步勾连刘海粟美术馆、程十发美术馆、

上海油画雕塑院等场馆资源，进一步挖掘海派艺术大师、艺术专



业机构在书画创作、艺术教育等方面开风气之先的海派艺术理念，

加强与国际国内美术馆、艺术中心的文化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打

造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海派艺术街区。  

三是继续依托长宁民俗文化中心国家级文旅融合以及全国

首家民俗为主题文化馆的先发优势和新泾镇“民间艺术之乡”特

色，不断健全长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建设，提升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水平。推动长宁沪剧、古陶瓷修复、西郊农民画、江

南文人香事、面塑等国家、市、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积极依托上海国际传统艺术邀请展等国际性

交流平台走出国门，加大中华文化走出去力度。积极打造新泾地

区民间艺术技能培训、民族技能保护、民俗文化研究等多功能传

承基地。  

（二）主要任务 

1.持续打造时尚新地标。继续支持上生新所二期全面改造提

升，形成融办公、经营、活动、酒店、购物为一体，汇集科技、

文化、时尚、创意、媒体等优质企业的集聚地。加快海派艺术街

区打造，推进文化大厦、南丰城秩美术馆建设，联动刘海粟美术

馆、程十发美术馆、上海油画雕塑院，打造专业展览展示中心、

时尚活动中心和艺术品交易中心。 

2.促进时尚创意产业发展。继续推进上海虹桥时尚创意产业

集聚区建设，逐步形成以创新孵化、咨询服务、会展贸易、文化

传媒、网络营销、消费体验等板块构筑的时尚创意产业链。持续

举办时尚上海活动（环东华时尚周）、上海青年艺术博览会、“海

上文博”上海创意设计大赛、上海时装周 MODE 上海服装服饰展



等时尚创意品牌活动。支持上海影城进行整体改扩建，发挥影城

周边幸福里、映巷行、法华 525等文创园区在创意设计、影视后

期制作等方面的基础，重点发展独立制片人、影视后期制作、电

影节展映等专业服务领域，并形成资源和产业集聚，打造长宁特

色文化的“电影综合体”。 

3.擦亮“虹桥舞蹈”文化名片。继续发挥上海国际舞蹈中心

“三中心一基地一平台”功能，利用四所市级舞蹈艺术院团、学

校——上海芭蕾舞团、上海歌舞团、上戏舞蹈学院、上戏舞蹈学

校集聚优势，打造国际专业舞蹈集聚高地。探索体现海派文化特

色的舞蹈驻场演出。推进舞蹈类活动的“雅俗共赏”，继续举办

中国“荷花奖”舞剧评奖、上海国际芭蕾舞比赛、全国广场舞大

赛等大型赛事，并融入更多长宁元素；实施舞蹈艺术普及计划，

开展市民舞蹈大赛、曼舞长宁舞蹈季、“舞空间”舞蹈沙龙等，

提升百姓舞蹈艺术欣赏水平。拓展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功能内涵和

外延，引进国内外知名舞蹈团体、舞蹈机构、舞蹈艺术大师落户

长宁，设立大师工作室。 

 4.打响“长宁音乐”文化名片。运用好区域内丰富的音乐

资源，与上海广播电台、上海轻音乐团、上海民族乐团等专业音

乐平台和演艺团队紧密合作，与“SMG 国家音乐产业园”和“全

球音乐华语广播联盟”等一批重点项目开展深度合作。与阿基米

德社交音乐平台建立线上线下互动机制，联手打造长宁地标性的

音乐艺术商圈、音乐艺术绿地、音乐艺术社区。办好上海国际艺

术节“艺术天空”、上海世界音乐季、长宁原创音乐节、长马音

乐节等，加强国际音乐艺术交流。 



5.打响“书香长宁”文化名片。深入开展“长宁区读书节”

“译家谈”“海上女作家读书会”“阅读摄影大赛”“城市文化微

旅行”等全景式、浸润式、体验式阅读推广品牌项目，整合社会

资源，聚合多方力量，引领阅读、推广阅读，营造“书香长宁”

良好氛围， 

6.继续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优质均衡发展。加快“公共文

化”+社会化、数字化、区域化、国际化、产业化建设，完善“10

分钟公共文化服务圈”，扎实推进“一街一品、一居一特”工程，

打造二级文化名片、凝练三级文化特色、提升四级服务效能。优

化优质均衡指数工作机制，把其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督查

内容，定期开展检查。加强后示范区建设，积极落实《国家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新发展管理办法》各项工作要求。 

7.继续推进长三角公共文化一体化发展。深入落实长三角地

区一体化发展战略，充分发挥长三角地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示范区（项目）合作机制作用，推动长三角地区城市阅读一卡通、

公共文化服务一网通、公共文化联展一站通、公共文化培训一体

化等“四个一”项目落地，推动区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化发

展。注重长宁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的对外交流合作，

联动长三角各地举办“缤纷长三角”优秀群众文化作品巡演巡展

等区域品牌文化活动，推动一批长三角美术馆、图书馆和文化场

馆区域联动共享，展现长三角地区缤纷多彩的地域文化特色。 

8.推进公共文化设施功能升级。进一步完善区、街镇、居民

区三级文化设施建设，提高设施的服务能级。持续推进天山街道

115街坊地块、江苏路街道 34街坊地块等标志性文化设施建设。



发挥好青年中心、少年宫、工人文化宫、老年活动中心、妇女儿

童中心等场所功能，多渠道开展艺术普及、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等

活动。推动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居民区综合文化活动室功能升级，

通过多点位、共建共享、创新性点位等方式，建好“家门口的文

化客厅”，进一步提升人均公共文化设施面积。鼓励社会力量在

长宁建设和引进非公立博物馆、收藏馆、美术馆、艺术馆、名人

展示馆、陈列馆、艺术大师工作室、演艺场馆等高品质文化载体，

并免费向公众开放。加强与各类社会主体的共建共享，引进艺术

设计体验店、文化共享空间等项目。 

9.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健全公共文化服务运行管理标准。

完善长宁区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标准、管理标准、评价标准体系，

制定与长宁国际精品城区要求相适应、与长宁经济社会发展及人

民群众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需求水平相适应的标准。完善公共文化

服务效能量化评估体系。探索大数据建设在公共文化场馆的应用，

不断扩大在区公共文化场馆和社会文化场馆建设公共文化服务

效能量化评估系统的数量和质量，对观众人数、场馆使用率、文

化活动服务效能、文化资源作用发挥、传播影响力等方面进行评

估，促进对公共文化场馆服务效能提升。 

10.深化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侧改革。优化“七个一”

管理体系，健全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鼓励社

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不断丰富优质供应商名录，完善公共

文化服务供给体系，构建多层次、多渠道的公共文化供给机制，

持续提升供给效能。打造永不落幕的线上采购平台——“汇文采”

（上海长宁站），精准提供群众喜闻乐见的高质量公共文化和旅



游服务内容，使公共文化服务和旅游产品的采购变得更加便捷、

更加人性化。提升区域节庆品牌办节水平，深化“虹桥文化之秋”

品牌内涵，升级艺术节、旅游节、购物节“三节合一”的办节模

式，推动各类节庆活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拓展商旅文融合发展

的内涵和外延，吸引国际国内顶尖艺术团队来长宁开展高品质文

化交流演出，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 

11.发掘保护建党历史资源。继续保护、修缮好《布尔塞维

克》编辑部旧址、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旧址。加强建党时期相关

资料的收集、扩展及研究，征集 1949 年前后迎接解放胜利时期

的实物和资料，举办建党百年纪念展览。征集文博志愿者担任文

物保护建筑守护人，守护长宁红色文化底蕴。 

12.加强红色文化革命教育。继续发挥宋庆龄陵园、上海凝

聚力工程博物馆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功能，为长宁区中小学校开

展入团、入队、入党仪式提供阵地，通过仪式教育强化中小学生

对党和国家的荣誉感、归属感。每年组织开展 “红色经典”诵

读活动。继续支持在长宁区域内的上海歌舞团、上海芭蕾舞团创

排红色舞剧作品，形成一批红色教育成果。继续深化愚园路—江

苏路“迎接黎明”红色旅游线路，持续开展文博宣传月活动，通

过微旅行、文化地图寻访等形式，串联路易艾黎旧居、钱学森旧

居、愚园路红色名人墙等红色纪念点和红色故事。 

13. 深入宣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贯彻落实《新

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

为契机，强化教育引导和实践养成。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

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教育。深入实施“党的诞生地”发



掘宣传工程，保护、开发、利用好区域内红色教育资源，推动爱

国主义教育融入贯穿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围绕“扣好人生第一

粒扣子”主题，广泛开展未成年人“红色引航”系列教育实践活

动，加强青少年理想信念教育。开展“全国道德模范”“新时代

好少年”“最美志愿者”等学习实践活动和精神文明十佳好人好

事、长宁好人、优秀志愿者等评选，营造见贤思齐的良好社会氛

围。开展“市民修身”“我们的节日”“传家训、立家规、扬家风”

等主题活动，提升市民文明素养。深化文明居住、文明餐饮、文

明交通、文明旅游、文明观演、文明餐桌、垃圾分类等主题创建

活动，统筹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

扎实推进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全国试点工作，建设区、街道

（镇）、居民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三级阵地，开展文明实践示范楼

组（宇）、示范家庭创建活动，构建“个十百千万”新时代文明

实践三级阵地五类网络，打造实践科学理论、主流价值、志愿服

务、共建共治共享的新平台。  

14.继续推动市民艺术普及计划。完善“长宁文化云”、“上

海长宁文化”微信公众号等数字平台建设，大力推进云展播、云

直播、云活动、云展厅、云讲堂、云漫游、云游购、云惠民等云

上公共文化旅游体验活动（服务）,逐步实现“参与、体验、互

动零时差”。进一步深化“艺汇长宁”艺术普及工程，全面推动

优秀文化艺术进社区、进商圈、进园区、进校园、进楼宇、进军

营、进绿地。继续发挥长宁区读书节、长耳兔阅读俱乐部、长宁

市民舞蹈季、长宁戏曲欣赏季等群众文化活动品牌作用，全方位

全年龄段提升市民文化素养，激发市民文化活力。 



15. 实施历史风貌街区提升工程。重点推进愚园路、武夷路、

番禺路、新华路等历史风貌街区改造，通过保护历史文化、提升

沿线业态、释放公共空间等形式，探索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新

机制。开展业态优化调整，加快环境综合整治，充分发挥历史风

貌街区和文化遗存的综合效应，彰显历史文化街区文化魅力。深

化“建筑可阅读”工作，推出“建筑可阅读”文创产品和建筑微

旅行线路，彰显每个街区不同的历史文脉，让市民游客更立体地

了解历史、品味文化，讲好长宁故事，擦亮城市名片。 

16.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完善具有长宁非遗保护名录

体系，开设 3个非遗传承人工作室，命名一批非遗保护基地，加

强媒体宣传力度，推进重点非遗项目及其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

支持非遗项目请进来走出去，继续办好国际传统艺术邀请展，加

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交流。进一步推进

“非遗进校园”“非遗在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传播工作，

发动非遗传承人在社区、学校深耕厚植，提升传承人传承能力。

继续深化长宁沪剧团“一团一策”改革，推出原创沪剧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