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市共举办群众文化活动 1200 余场（次）    全市各区县图书馆、文化馆，街道（乡镇）文化（中心）站、图书馆节日期间对外开放

2015 年上海市春节至元宵节期间主要文化活动公告

第九届海上年俗系列风情展
2 月 19 日 -3月 5日
上海市群众艺术馆

主办：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承办：上海市群众艺术馆   上海市收藏协会

“同在阳光下” 
——上海农民工假日免费电影专场放映活动

2 月 19 日 -24日
全市 85家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和工人文化宫

主办：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上海市总工会

“三羊开泰鸿运春”新春民俗游园会
2 月 19 日 -21 日    13:00-16:00

长宁民俗文化中心
主办：长宁民俗文化中心
承办：长宁民俗文化中心

《丹青之美——上海中国画院画师精品展》
2 月 19 日 -3月 5日

南汇博物馆
主办：上海中国书画院

承办：浦东新区文保所南汇博物馆

人人都是设计师——儿童绘画设计联展
9:00-17:00
土山湾美术馆

主办：徐汇艺术馆

秸绣工艺作品展
9:00-17:00
徐汇艺术馆

主办：徐汇艺术馆

情系故乡，信息苑里来视频
13:30

东方社区信息苑曲阳苑
主办：东方社区信息苑曲阳苑
承办：东方社区信息苑曲阳苑

海派沪剧系列折子戏专场
（上海勤苑沪剧团）

13:00
三林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主办：上海东方宣传教育服务中心
承办：三林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上海市长宁区沪剧传承中心
（长宁沪剧团）

传统经典沪剧《恩怨情未了》
主要演员： 张燕雯   黄爱忠   王斌   魏敏菲   吴梅影

李恩来   顾春荣   董建华
2月 19日 13:30    2 月 20日 9:30  13:30
长宁文化艺术中心（仙霞路650号）

上海杂技团
超级多媒体梦幻剧《时空之旅》

2 月 19 日、25日 -28日    3 月 1 日 -5日    19:30
2 月 20日 -24日    14:00    19:30

上海马戏城大剧场
《欢乐马戏》

2 月 19 日 -24日    10:00    14:30
上海马戏城中剧场

四川省遂宁市杂技团
《梦幻东方》—上海杂技之夜
2 月 19 日 -3月 5日    19:30

上海宛平艺苑

团团圆圆照相馆——“全家福”拍摄活动
全天

上海市群众艺术馆新馆三楼
主办：上海市群众艺术馆

“童心古韵·趣话民俗”——上海少年儿童民俗风情展示
10:00-11:30

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
主办：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
承办：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

周野鹿鸣——宝鸡石鼓山西周贵族墓出土青铜器展
2 月 20日 -3月 5日

上海博物馆
主办：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宝鸡市文物旅游局   上海博物馆

承办：上海博物馆

丝路梵相——新疆和田达玛沟佛教遗址出土壁画艺术展
2 月 20日 -3月 5日

上海博物馆
主办：上海博物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和策勒县人民政府

承办：上海博物馆

“新春喜洋洋”迎新灯谜会
13:00-16:00
浦东图书馆

主办：上海浦东图书馆

情系故乡，信息苑里来视频
13:30

东方社区信息苑广中苑
主办：东方社区信息苑广中苑
承办：东方社区信息苑广中苑

上海文慧沪剧团
沪剧《风雨同舟》

杨音   王慧莉   李文新   程文俊等
13:00 

浦东新区花木文化中心

上海歌星俱乐部
《舒悦脱口秀》
主演：舒悦

2月 20、22、23、24日    19:15
上海人民大舞台

西班牙弗拉门歌舞团
舞剧《卡门》

2 月 20、21、22、24、25日    19:30
艺海剧院

上海杂技团
杂技《SPIRALE—炫》

2 月 20-22 日    25 日 -28日    3 月 1-5 日    19:30
上海商城剧院

刘海粟美术馆分馆馆藏巡回展系列
首届上海市民文化节百名市民书法家作品展

9:00-16:00   普陀区图书馆
主办：普陀区文化局   市群众艺术馆
承办：普陀区美术馆   普陀区图书馆

“文化大篷车”下基层巡演
2 月 21 日 -3月 5日    12:30-14:30

居委会、乡村、敬老院、部队
主办：佘山镇文体所

金羊贺春——民俗传承（绘年画）
10:00-11:00    14:00-15:00

上海崧泽遗址博物馆考古体验室   临展馆门口空地
主办：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承办：上海崧泽遗址博物馆

新春科普充电站——（历史文化 - 希腊）
13:00-14:00

东方社区信息苑九洲公寓点
主办：东方社区信息苑九洲公寓点
承办：东方社区信息苑九洲公寓点

上海大众乐团
2015 东方市民音乐会 - 周末版

聆听奥斯卡——电影金曲交响音乐会 
指挥：沈传薪   孟津津

10:00 
东方艺术中心音乐厅 

天利爱乐乐团
梁祝·黄河——经典协奏曲乐坛双雄春节大型交响音乐会 

指挥：张冰冰   小提琴：刘霄   钢琴：谭小棠 
特邀：中央音乐学院小提琴演奏家张佳   大提琴演奏家朱牧

19:30 
东方艺术中心音乐厅 

accent 乐团
迎新春·中外经典奥斯卡电影金曲交响音乐会

指挥：范焘
19:15

东方艺术中心歌剧厅

上海文慧沪剧团   《沪剧折子戏专场》
杨音   王慧莉   程文俊   王宝萍等

13:00
浦东新区海东影剧院

上海永乐纵横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齐文慧个人演唱会》
主要演员：齐文慧

19:15
上海人民大舞台

2015 年新春电影大放送
2 月 22日 -24日    13:00-15:00

石化工人影剧院
主办：金山区文广影视局

承办：金山区文化资源配送管理中心

海派剪纸亲子体验活动
13:30

上海市群众艺术馆B座 205室
主办：上海市群众艺术馆

作家教你写作文
主讲：周锐   主题：在生活中积累写作素材

13:30-15:00
浦东图书馆

主办：上海浦东图书馆   承办：作文大世界

九乐堂曲艺沙龙：羊羊得艺迎春节
14:00

上海市群众艺术馆
主办：上海市群众艺术馆

计量科普知识竞赛春节特别活动
全天   所有信息苑网点

主办：市质监局等   承办：东方社区信息苑

上海民族乐团
贺新禧上海民族乐团新年音乐会

指挥：王甫建
14:00

东方艺术中心演奏厅

天利爱乐乐团
《拉德斯基进行曲》世界名曲春节交响音乐会

指挥：葛维岳
19:30

东方艺术中心音乐厅

北京天利时代国际演出策划有限公司
《海上钢琴师》现场版——经典电影钢琴曲演奏会

演出：龙猫乐队
19:30

上海音乐厅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有限公司
话剧《糊涂戏班》

2 月 22日至 3月 5日 19:30   周日仅 14:00 下午场
话剧艺术中心艺术剧院

中福会儿童艺术剧院
童话诗剧《蚂蚁恰恰》

10:15    14:00
马兰花剧场

上海木偶剧团有限公司
《小木头人历险记》

13:30    15:20
兰心大戏院 

《偶戏奇观》
10:00

仙乐斯儿童文化新天地

“吉祥新春”读者文艺联欢活动
13:30

浦东图书馆报告厅
主办：浦东图书馆

金羊贺春——民俗传承（剪窗花）
10:00-11:00    14:00-15:00

上海崧泽遗址博物馆考古体验室   临展馆门口空地
主办：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承办：上海崧泽遗址博物馆

公益讲座：那年月，我们用声音造梦
孙渝烽　主讲

14:00
上海图书馆

主办：上海图书馆

艺术收藏系列讲座：传统陶瓷与现代生活
13:30

上海市群众艺术馆
主办：上海市群众艺术馆

计量科普知识竞赛春节特别活动
全天

所有信息苑网点
主办：市质监局等   承办：东方社区信息苑

杨派经典折子戏专场（上海勤怡沪剧团）
13:30

北新泾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主办：上海东方宣传教育服务中心
承办：北新泾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滑稽专场《梦圆浦江》（上海申江艺术团）
14:00

长征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主办：上海东方宣传教育服务中心
承办：长征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上海滑稽剧团
2015《笑星群英会》金羊开泰·笑迎财神

主要演员：小翁双杰   马艺杰   顾竹君   陈健   徐祥
张彤   张晓冬   沈远

19:30 
东方艺术中心音乐厅 

北京天利时代国际演出策划有限公司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中国歌坛经典歌曲名家春节演唱会

主要演员：北京四兄弟   谢天
19:30

上海音乐厅

上海宝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听相声 迎财神 羊年喜洋洋 “聚乐部相声专场”

19:30
艺海剧院

中福会儿童艺术剧院
亲子互动卡通剧《爱尖叫的小么么》

10:15    14:00
马兰花剧场

上海木偶剧团有限公司
《偶戏奇观》

10:00
仙乐斯儿童文化新天地

送戏下乡巡演
2 月 24日 -3月 5日    9:00    14:00 

乡镇（村）、部队、敬老院
主办：崇明县文广局   承办：崇明县文化馆

“疁城戏韵”2015 嘉定区戏曲新春大联欢
14:00

嘉定秀舞台
主办：嘉定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承办：嘉定区文化馆

送戏到福利院
9:00    13:00

上海松江社会福利院   洞泾镇敬老院
主办：松江区文广局   承办：松江区文化馆

计量科普知识竞赛春节特别活动
全天

所有信息苑网点
主办：市质监局等   承办：东方社区信息苑

春季呼吸道保健与养生
13:30

上海市中医医院门诊大厅
主办：东方讲坛   上海中医药大学 

大型沪剧《贤惠媳妇》（上海宝山沪剧艺术传承中心）
13:30

顾村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主办：上海东方宣传教育服务中心
承办：顾村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海派沪剧系列折子戏专场（上海勤苑沪剧团）
13:30

莘庄工业区文化活动中心
主办：上海东方宣传教育服务中心
承办：莘庄工业区文化活动中心

评弹专场（上海评弹团）
14:00

淮海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主办：上海东方宣传教育服务中心
承办：淮海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杂技魔术专场（上海星光杂技团）
18:30

金山卫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主办：上海东方宣传教育服务中心
承办：金山卫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上海歌舞团有限公司   舞剧《朱鹮》
主要演员：朱洁静   王佳俊
2月 24、25日    19:15

上海大剧院大剧场
2015《喜羊羊·新春音乐会》——中外经典歌曲交响音乐会

指挥：沈传薪   孟津津
19:30

东方艺术中心音乐厅 

北京天利时代国际演出策划有限公司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苏联时代怀旧金曲名家春节演唱会

主要演员：北京四兄弟   谢天
19:30

上海音乐厅

乐团：accent 乐团
维也纳森林的精致小品——古典音乐动漫视听交响亲子音乐会

指挥：范焘
19:15

东方艺术中心歌剧厅

2015 年迎新春戏曲演唱会
主要演员：华怡青   章瑞红   王琴   赵国辉等

2月 24、25日    13:30
宛平艺苑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有限公司
话剧《这个男人来自地球》

2 月 24日至 3月 8日    19:30
（周一休息，每周日仅 14:00 下午场）

话剧艺术中心戏剧沙龙

上海艺术团有限公司
“欢天喜地过新年”——新春综艺演出

19:15   兰心大戏院

中福会儿童艺术剧院
亲子互动卡通剧《魔法糖果》

10:15    14:00
马兰花剧场

综合场文艺演出
13:30-14:30

廊下生态园新农村大舞台
主办：廊下镇文体中心   承办：廊下镇旅游公司

沪剧大家唱专场演出
19:00-21:30

长风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主办：长风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承办：长风文化馆

金羊贺春——民俗传承（写春联）
10:00-11:00    14:00-15:00

上海崧泽遗址博物馆考古体验室、临展馆门口空地
主办：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承办：上海崧泽遗址博物馆

游戏沙龙
13:00-15:00

东方社区信息苑黄渡苑
主办：东方社区信息苑黄渡苑  承办：东方社区信息苑黄渡苑

上海新影轻音乐团
天空之城——大型动漫视听音乐会

指挥：王根林
19:30    东方艺术中心音乐厅 

无障碍电影专场
9:00

国泰电影院（观众需凭残疾人证换票入场）
主办：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东方广播中心

水墨写生——上海中国画院中青年艺术家沙龙作品邀请展
2 月 26日 -3月 1 日    9:00-16:30

陆俨少艺术院东一楼展厅
主办：陆俨少艺术院

“东方梨园会   戏曲报新春” 康林老年艺术团文艺演出综合场
13:30

浦东新区文化艺术指导中心惠南分中心江南书场
主办：浦东新区文化艺术指导中心
承办：浦东新区文化艺术指导中心

迎春画展
2 月 26日 -3月 5日    9:30-11:00    13:00-16:30

上海中国画院
主办：上海中国画院

社区影吧春节主题电影活动
13:00-15:00

东方社区信息苑杨鑫苑
主办：东方社区信息苑杨鑫苑  承办：东方社区信息苑杨鑫苑

杨派经典折子戏专场（上海勤怡沪剧团）
13:30

华新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主办：上海东方宣传教育服务中心
承办：华新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上海亚华湖剧院经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相声剧《超人》

主要演员：大兵、赵卫国
2月 26-3 月 2日    19:15

上海人民大舞台

上海评弹团
《文武香球》   朱仲卿、王玥

《后包公·智审换女案》   袁新华
2月 26日 -28日    3 月 1 日 -3日    3 月 5日    13:30

乡音书苑

“悦读静安”文化讲坛——
“传承变革的艺术观念：西方美术叙事”

14:00   静安区图书馆报告厅
主办：静安区文化局   承办：静安区图书馆

“我猜 我猜 我猜猜猜”——元宵节猜灯谜
9:00-11:30    13:00-17:00

徐汇区图书馆
主办：徐汇区图书馆

秸绣工艺作品展
9:00-17:00
徐汇艺术馆

主办：徐汇艺术馆

评弹专场（上海评弹团）
9:30

曲阳路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主办：上海东方宣传教育服务中心

   承办：曲阳路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评弹专场（上海评弹团）
13:30

真新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主办：上海东方宣传教育服务中心
承办：真新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迎元宵茶话会
13:30-15:00

东方社区信息苑江宁苑
主办：东方社区信息苑江宁苑
承办：东方社区信息苑江宁苑

迎元宵茶话会
13:30-15:30

东方社区信息苑古美苑
主办：东方社区信息苑古美苑
承办：东方社区信息苑古美苑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有限公司
话剧《糊涂戏班》

19：30
话剧艺术中心艺术剧院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有限公司
话剧《这个男人来自地球》

19：30
话剧艺术中心戏剧沙龙

乙未迎新——房冠龙年历片收藏展
9:00-11:00    13:00-16:00

闸北革命史料陈列馆
主办：闸北革命史料陈列馆

戏苑新风 - 迎新年戏曲演唱会
13:30   茉莉花剧场

主办：上海市工人文化馆
承办：上海市茉莉花艺术团

上海的声音——首届上海（奉贤）沪剧艺术节
第 12 次“沪剧回娘家”暨“美丽奉贤”第一届戏剧节

13:30
奉贤区曙光中学

主办：上海市奉贤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上海市戏剧家协会
上海市群众艺术馆   上海沪剧院

敏读讲座“英汉词典的编纂”
13:00

闵行区图书馆8楼 2818 室
主办：闵行区文广局
承办：闵行区图书馆

新春茶话会
13:30-14:30
田林信息苑

主办：田林信息苑   承办：田林信息苑

闹元宵，包汤圆
13:30-15:00

东方社区信息苑凌云苑
主办：东方社区信息苑凌云苑

承办：凌云社区学校

日本飞行船剧团
《糖果屋》（人偶音乐剧）

2 月 28日    19:30    3 月 1 日    10:30    14:30    19:30
上海儿童艺术剧场（上汽荣威儿童文化中心）

黄浦区苗江路800号

上海美施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李易峰粉丝见面会上海站

20:00
上海大舞台（上海体育馆）

首届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青年策展人计划
11:00-19:00

当代艺术博物馆五楼
主办：当代艺术博物馆
承办：当代艺术博物馆

文化长廊——学习雷锋展
3 月 1 日 -5日

人民广场
主办：市文明办   承办：上海地铁

电子资源讲座
9:30

杨浦区图书馆
主办：杨浦区图书馆

金山八友——金档迎春书法展
8:30-16:00
金山区博物馆

主办：金山区档案馆   金山区博物馆   金山区书法家协会

元宵初彩华灯会——2015 年“美丽中国 魅力上海”
上海青少年传统节日文化体验元宵特别活动

9:00-16:00
中福会少年宫

评弹专场（上海评弹团）
9:00

静安寺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主办：上海东方宣传教育服务中心
承办：静安寺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评弹专场（上海评弹团）
13:30

华阳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主办：上海东方宣传教育服务中心
承办：华阳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科普充电站视频播放
14:00-14:30

东方社区信息苑淞南苑
主办：东方社区信息苑淞南苑
承办：东方社区信息苑淞南苑

上海星族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2015 朴有天上海歌友会

19:30
上海大舞台（上海体育馆）

中福会儿童艺术剧院
儿童剧《花木兰》《司马光》

10:15    13:30
马兰花剧场

羊年迎元宵虹口区民族风情展
3 月 2日、3日
虹口区文化馆

主办：虹口区文联   虹口区文化局
承办：虹口区文化馆   虹口区非遗中心   虹口区收藏学会

上海国际版画双年展
3 月 2日 -5日    10:00-18:00

中华艺术宫
主办：中华艺术宫

第十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
暨中国美术奖、创作奖、获奖提名作品展览

（上海巡展）
3 月 2日 -5日    10:00-18:00

中华艺术宫
主办：中华艺术宫

舞蹈沙龙
9:30

东方社区信息苑九亭苑
主办：东方社区信息苑九亭苑   承办：九亭文化活动中心

闹元宵猜灯谜
13:00-15:00

东方社区信息苑大场苑
主办：东方社区信息苑大场苑

评弹专场（上海评弹团）
13:30

上钢新村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主办：上海东方宣传教育服务中心
承办：上钢新村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上海歌剧院
“走进大剧院·2015 歌剧新空间”——歌剧《曼侬·莱斯科》

3 月 2、3日    19:30
上海大剧院中剧场

上海勤苑沪剧团
原创沪剧《51 把钥匙》

主演：王勤   康荣华   王明道   陈辉   杨静芳   熊爱娟
张国妹   李敏慧   陆炳辉   朱琳

13:30
合庆镇文化中心剧场

田园的芬芳——金山农民画精品展
3 月 3日 -5日    9:30-22:00

浦东世博源购百联
主办：金山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承办：金山农民画

徐汇越剧团折子戏演出
13:30-15:00

田林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主办：徐汇区文化局   徐汇区文化馆   田林街道

承办：田林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海平线 2014 联展
10:00-18:00
中华艺术宫

画说晚清——走进《点石斋画报》展览
9:00-17:00
鲁迅纪念馆

主办：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闹元宵活动
9:00-11:00

青浦区重固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主办：重固镇文体中心

承办：重固镇阳光之家   东方社区信息苑重固苑

迎元宵会
13:30-15:30

东方社区信息苑梅陇苑
主办：东方社区信息苑梅陇苑
承办：东方社区信息苑梅陇苑

老小孩新春联谊活动
上午9:00

东方社区信息苑上钢苑
主办：东方社区信息苑上钢苑
承办：东方社区信息苑上钢苑

大型沪剧《胡锦初借妻》
（上海沪剧院）

13:00
新浜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主办：上海东方宣传教育服务中心
承办：新浜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海派沪剧系列折子戏专场
（上海勤苑沪剧团）

13:30
罗店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主办：上海东方宣传教育服务中心
承办：罗店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大型沪剧《恩怨情未了》
（上海长宁沪剧团）

13:30
北蔡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主办：上海东方宣传教育服务中心
承办：北蔡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大型沪剧《51 把钥匙》
（上海勤苑沪剧团）

13:30
南码头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主办：上海东方宣传教育服务中心
承办：南码头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综艺专场《美丽中国梦》
（上海勤苑沪剧团）

13:30
金桥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主办：上海东方宣传教育服务中心
承办：金桥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大型沪剧《风雨同舟》
（上海文慧沪剧团）

14:00
淮海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主办：上海东方宣传教育服务中心
承办：淮海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越剧《经典折子戏》
（上海智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4:00
欧阳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主办：上海东方宣传教育服务中心
承办：欧阳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综合场专场（上海娱涵魔术杂技团）
14:00

江浦路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主办：上海东方宣传教育服务中心
承办：江浦路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民族音乐会《风雅东方》
（上海民族乐团）

14:15
南翔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主办：上海东方宣传教育服务中心
承办：南翔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弗拉明戈”艺术团体
星耀弗朗明戈——西班牙三王一后传奇之夜

主要演员：安东尼奥·卡纳莱斯   卡洛斯·罗德里基
卡丽梅·阿玛亚   赫苏斯·卡蒙纳

19:15
上海大宁剧院

“喜气洋洋迎元宵”滑稽戏专场演出
19:00

嘉定秀舞台
主办：嘉定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承办：嘉定区文化馆

“丹青连彩虹 同绘中国梦”
上海第二十六届四区一县元宵笔会

全天
中共四大纪念馆

主办：虹口区文化局
承办：虹口区文化馆

喜气洋洋绘羊年——第六届上海少儿生肖绘画展
9:00-17:00

虹桥当代艺术馆
主办：长宁区文化局

承办：长宁文化艺术中心、长宁区少儿图书馆

虹口文化名人讲坛
14:00

虹口区图书馆
主办：上海多伦文化名人俱乐部、虹口区图书馆

为智障人员，迎元宵，猜灯谜
9:00-11:00

东方社区信息苑龙华苑
主办：东方社区信息苑龙华苑
承办：东方社区信息苑龙华苑

动动手为新春添色彩——串珠活动
13:00

东方社区信息苑金杨苑
主办：东方社区信息苑金杨苑
承办：东方社区信息苑金杨苑

越剧《经典折子戏》
（上海智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3:00
徐行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主办：上海东方宣传教育服务中心
承办：徐行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大型综艺场
（上海演艺工作者联合会）

14:00
真如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主办：上海东方宣传教育服务中心
承办：真如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大型综艺《欢乐年华》
（上海智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4:00
广中路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主办：上海东方宣传教育服务中心
承办：广中路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粉墨群星”- 优秀青年演员节目专场
（上海演艺工作者联合会）

18:45
月浦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主办：上海东方宣传教育服务中心
承办：月浦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有限公司
话剧《自梳女》

3 月 4日、5日    19:30
兰心大戏院

上海亚华湖剧院经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话剧《人民公敌》
主要演员：王学兵
3月 4、5日    19:15
上海人民大舞台

第十一届闹元宵民俗风情节
13:00-16:00
四平文化中心

主办：四平街道办事处   杨浦区文化局
承办：四平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衣袭华美——百年海派旗袍的前世今生
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

主办：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
承办：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年味映画赏——青溪方雅琴画作展览
9:00-16:00

青浦博物馆临展厅
主办：青浦博物馆

大型民俗风情剧——《朱泾花灯的传说》
14:00    19:00

长宁文化艺术中心
主办：长宁区文化局   金山区文广影视局

承办：长宁文化艺术中心

综艺专场《美丽中国梦》（上海勤苑沪剧团）
9:30

长寿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主办：上海东方宣传教育服务中心
承办：长寿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沪剧《杨派经典折子戏专场》（上海勤怡沪剧团）
13:00

奉城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主办：上海东方宣传教育服务中心
承办：奉城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

综合场专场（上海娱涵魔术杂技团）
13:00

庄行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主办：上海东方宣传教育服务中心
承办：庄行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迎元宵联欢茶话会
13:30-14:30

东方社区信息苑漕河泾苑、人民广场苑
主办：东方社区信息苑漕河泾苑   人民广场苑
承办：东方社区信息苑漕河泾苑   人民广场苑

全民闹元宵
9:00

岳阳活动中心
主办：岳阳活动中心

承办：东方社区信息苑岳阳苑

志愿者活动日
9:00

金桥镇图书馆
主办：金桥镇图书馆   承办：东方社区信息苑金桥苑

元宵节主题特色活动
14:00-15:00

东方社区信息苑宝山区域所有苑点
主办：东方社区信息苑宝山区域所有苑点
承办：东方社区信息苑宝山区域所有苑点

大型沪剧《贤惠媳妇》（上海宝山沪剧艺术传承中心）
13:30

五角场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主办：上海东方宣传教育服务中心
承办：五角场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民族音乐会《品乐集》（上海民族乐团）
13:30

江苏路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主办：上海东方宣传教育服务中心
承办：江苏路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综艺专场（上海智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3:30

周家桥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主办：上海东方宣传教育服务中心
承办：周家桥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大型综艺场（上海演艺工作者联合会）
14:00

康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主办：上海东方宣传教育服务中心
承办：康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综艺专场《与四季来相会—2015 上海滑稽剧团“中国梦”曲艺专
场社区巡演》（上海滑稽剧团）

14:00
宜川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主办：上海东方宣传教育服务中心
承办：宜川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上海勤苑沪剧团
迎新春沪剧折子戏专场

主演：王勤   康荣华   陈辉   杨静芳   熊爱娟   张国妹
李敏   朱琳
13:30

高行镇文化中心剧场

上海歌剧院舞剧团 
原创民族舞剧《奔月》
主演：宋洁   陈涵

19:30
上海城市剧院

上海中演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舒悦，欢乐元宵专场》

主演：舒悦
19:30

上海大宁剧院

2 月 19 日  正月初一  

2 月 20 日  正月初二  

2 月 22 日  正月初四  

市级公共文化配送

群众文化活动

剧场文艺演出

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上海市文物局

发布
更多信息请查阅《上海城市文化艺术手册》2015 二月号

市级公共文化配送

群众文化活动

2 月 21 日  正月初三  
群众文化活动

剧场文艺演出

市级公共文化配送

群众文化活动

市级公共文化配送

2 月 23 日  正月初五  
群众文化活动

市级公共文化配送

剧场文艺演出

2 月 24 日  正月初六  
群众文化活动

市级公共文化配送

剧场文艺演出

2 月 25 日  正月初七 
群众文化活动

剧场文艺演出

2 月 26 日  正月初八
群众文化活动

剧场文艺演出

2 月 27 日  正月初九 
群众文化活动

剧场文艺演出

市级公共文化配送

2 月 28 日  正月初十  
群众文化活动

市级公共文化配送

剧场文艺演出

3 月 1 日  正月十一  
群众文化活动

市级公共文化配送

剧场文艺演出

3 月 2 日  正月十二
群众文化活动

市级公共文化配送

剧场文艺演出

3 月 3 日  正月十三  
群众文化活动

市级公共文化配送

剧场文艺演出

3 月 4 日  正月十四  
群众文化活动

市级公共文化配送

剧场文艺演出

3 月 5 日  正月十五  
群众文化活动

剧场文艺演出

市级公共文化配送

剧场文艺演出

剧场文艺演出

市级公共文化配送

市级公共文化配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