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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与默克尔举行会晤
指出愿同德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高度
新华社北京"月!#日电 !记者白

洁"国家主席习近平26日在人民大会堂

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会晤#

习近平欢迎默克尔第11次访华 $

赞赏默克尔对中德关系的高度重视 #

习近平指出$ 2716年中德建立全方位

战略伙伴关系以来$ 两国关系得到长

足发展$ 合作广度和深度达到前所未

有的水平 # 中方愿同德方共同努力 $

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高度#

习近平强调$中德两国要做合作共

赢的示范者%中欧关系的引领者%新型

国际关系的推动者%超越意识形态差异

的合作者#这应当是双方下阶段推进两

国关系共同努力的方向#双方要保持高

层密切交往$加强对双边关系的顶层设

计$鼓励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用好机

制性对话$我们欢迎德国抓住中国新一

轮开放机遇& 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共

同做大蛋糕%做大产业%做大市场$双方

可以在未来产业领域开展更多合作$共

同开拓第三方市场&要以人文合作为抓

手$夯实两国友好的民意基础&要展现

中德两国的责任和担当$共同应对各种

全球性挑战$我们愿继续同德方在多边

框架内一道推进全球治理和多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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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市政协重点协商办理有关提案专题 董云虎参加

本报讯 !记者张懿"市政协主席董云虎昨天率部分政协委员

赴金山区开展重点协商办理'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案专题活

动#委员们实地察看了沪浙对接道路金山段有关情况$并与市发改

委%市交通委%市水务局%金山区政府%市规土局等提案承办单位座

谈协商#

本提案专题包括致公党市委% 市科协及委员个人提出的18件

提案$内容涉及推动长三角科技创新一体化%加强产业联动推动制

造业升级%共建创意城市协同机制%促进基础设施集约化网络化%

推进省界区域联动开发与治污等# $ 下转第三版

为上海建设卓越全球城市建言献策
徐匡迪在研讨会上作主旨报告!尹弘致开幕词

本报讯 !记者李静" 以 '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创新*人

文*生态*区域( 为主题的第十一届 '中华学人与 21 世纪上海发

展( 研讨会昨天上午在沪开幕# 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工

程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作主旨报告$ 他综

合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 通过国际比较分析我国大数据发展的

总体技术水平$ 展望世界前沿技术发展趋势# 市委副书记尹弘

致开幕词# $ 下转第三版

为提高各项履职质量而共同努力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继续举行 殷一璀讲话

本报讯 !记者祝越 通讯员龚宇

一"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

昨天继续举行#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殷

一璀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关于检查本市

贯彻实施+上海市市民体育健身条例,

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关于修改

本市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并表决通过了该决

定&听取了市政府关于提请审议+上海

市2719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 !草案",

的议案说明$ 以及相关议案审查结果

报告$并表决通过了相关决议#会议审

议并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案#会

议还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

殷一璀说$对+上海市市民体育健

身条例,开展执法检查$是常委会为推

进健康上海建设% 保障市民参加体育

健身活动合法权益% 加强政府服务和

保障责任的一项举措# 市政府相关部

门及区和街镇政府$ 都要进一步增强

贯彻法规的严肃性和责任感$ 切实保

障法规重要条款落实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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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带领广大职工群众勇担时代重任
十四届市总工会领导班子产生 尹弘讲话 莫负春当选市总工会主席

本报讯 !记者李静"上海市工会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昨天上午闭幕#全

体代表选举产生了上海市总工会第十

四届委员会# 昨天下午召开了市总工

会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市委副书记尹弘出席并讲话#

全会选举莫负春为上海市总工会

主席$姜海涛%周奇%张得志%桂晓燕为

副主席$ 戴光铭% 刘言浩为挂职副主

席$李斌%朱雪芹为兼职副主席#选举

丁巍等12位同志为市总工会第十四届

委员会常委# 在市总工会十四届一次

经审会上$ 丁巍当选为经费审查委员

会主任#

尹弘代表市委对大会成功召开表

示祝贺#他指出$新一届市总工会班子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责任感使命感$

勇于担当%敢于作为$奋力谱写上海工

会工作发展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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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孚凌同志病

重期间和逝世后"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

汪洋王沪宁赵乐际

韩正王岐山江泽民

胡锦涛等同志"前往

医院看望或通过各

种形式对孙孚凌同

志逝世表示沉痛哀

悼并向其亲属表示

深切慰问

习近平李克强

栗战书汪洋王沪宁

赵乐际韩正等到八

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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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中国现代

民族工商业者的优秀代表$ 著名的社会

活动家$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杰出

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 九届全国委员

会副主席$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六

届执行委员会常务副主席$第七届%八届

执行委员会名誉副主席孙孚凌同志的遗

体$26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孙孚凌同志因病于 2719 年 8 月 19

日 14 时 8: 分在北京逝世$ 享年 ;3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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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纳米枪"精准射杀肿瘤细胞
全球首例用该技术治疗肺癌临床试验在沪进行

本报讯 !记者沈湫莎 "昨天上

午$全球首例铼199'纳米枪(治疗肺

癌临床试验在上海市东方医院进

行#医护人员通过穿刺方式$将纳米

材料包裹的元素铼199注入患者体

内$手术大约持续一小时$接下来的

两天内患者将接受住院观察# 这一

全新的实体瘤治疗方案将为晚期肿

瘤患者带来生存希望#

手术最关键的技术是装在纳米

枪中的肿瘤药物制备# 昨天上午9时

左右$科研团队把在中国科学院上海

应用物理研究所制备的核素 !铼)

199"运到东方医院&随后$两名法国

专家进行了药品的制备工艺#

技术发明人 %国家 '千人计划 (

特聘专家杨光华博士告诉记者 $铼

199是一种放射性核素$能放射!%"%

#射线$作用距离为152厘米$能精准

射杀肿瘤细胞# 它的半衰期仅为13

小时$三天后将在人体内失去活性$

因此毒副作用很小#

医药领域早就将铼199作为理

想的肿瘤药物$ 然而过去打入人体

内的铼199金属粒子很难定型$因此

找到合适的材料是技术难点#

$ 下转第三版

医学专家正在制备手术药物! 本报记者 袁婧摄

#数据安全屋$构建
防泄密#云*$平台

上海首次获批建设
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

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揭晓今年亮点
" 刊第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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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五月$ 是上海文艺人撸起袖

子加紧排练的好时光#

推开上海文艺院团的排练厅%练

功房大门$走进上海文艺人的工作室%

书房$ 一部部围绕主旋律与现实主义

题材的重点作品或在蓬勃生发$ 或在

反复打磨/上海歌剧院+田汉,+晨钟,

同时创排$ 上海评弹团聚焦陕北农村

梁家河的+梁家河纪事,刚刚完成内部

试演#接下来$上海芭蕾舞团的+闪闪

的红星,%上海歌舞团的+永不消逝的

电波,$将用轻盈的舞步勾勒出一段段

厚重的历史&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以+追

梦云天,!暂定名" 续写中国首架自主

研发大飞机<;1;的舞台故事&上海淮

剧团将以+浦东人家,展现浦东开发开

放%关注上海普通百姓生活变迁00

这些人有在革命时期抛头颅洒热

血的共产党人& 也有在新时代扎根基

层%守护大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兢兢业业%无私奉献的当代楷模#他

们或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在上海留下

奋斗的足迹&或是上海儿女$在每一个

需要他们的地方成为民族脊梁# 上海

市文广局艺术总监吴孝明说/'我们这

座城市需要英雄%国家需要英雄%时代

更需要英雄$ 每一位英雄和他们背后

的故事都是留给文艺工作者创作的宝

贵资源# 主旋律作品将占据我们的文

艺舞台$赢回越来越多的观众$把正能

量之声传播得更远#(

当江南丝竹扬起西北风沙

走进周日的上海沪剧院排练厅$

'429004160062300( 茅善玉正

用沪语数着数#这不是什么神秘密码$

而是敦煌莫高窟的编号# 这部由她领

衔主演的+敦煌女儿,$讲述了以敦煌

研究院第三任院长% 上海姑娘樊锦诗

为代表的几代敦煌人扎根大漠% 为研

究献身的故事#8月24日$ 这部剧在东

方艺术中心试首演获得成功# 樊锦诗

的故事再次感动全场#

同样$把目光投向西北土地的$还

有评弹+梁家河纪事,#'黄土谣一曲千

年唱$唱不尽沧桑满面尘#(就在上周$

伴随女声小组唱$该剧也进行了首次内

部试演#上海评弹团的几代演员都投入

其中$分小组同步排练$这间房琴声念

白不断$那间房剧本讨论不止#这支江

南的乌兰牧骑$希望沿着前辈+一定要

把淮河修好,+芦苇青青,的步伐$努力

谱好新时代评弹现实题材的新篇#

当西方艺术为中华儿女响起民族节奏

那边是江南文化代表沪剧与戏曲对当代中国的热切关

注$这边是操持着西洋语言的文艺人对民族化的探索#

编剧盛和煜接到了上海歌剧的邀约#这一次$他的笔将故

事聚焦到了戏剧家田汉身上#歌剧+田汉,以民族危难为大背

景$田汉鲜明的个性%丰富的经历$提供给后人多维度%多视角

解读的可能#作为该剧导演的张曼君$则希望通过对人物内心

的深挖$勾勒出一个剧作家的灵魂$一个民族精神铸造者的成

长#而著名旅德作曲家%第六十届奥斯卡最佳原创配乐奖获得

者苏聪$更是为该剧创作提供了国际视野#

而与+田汉,同步进行的$是聚焦中国早期共产党人的+晨

钟,#该剧同样集结上海音乐家协会主席%著名作曲家许舒亚$

上海歌剧院艺术总监%男高音歌唱家魏松$+商鞅,编剧姚远等

一批国内顶尖艺术家#

目前$两部作品均已进入倒计时#+晨钟,钢琴版将于下月

19日与观众见面#马不停蹄地创作排演背后$是历时三年的选

题调研%主创讨论及剧本创作修改#上海歌剧院院长许忠说/

'艺术创作不能是急就章$对祖国%对英雄的歌颂更加需要真

诚与执着#我们只有尊重艺术规律$给艺术家以充分的自由$

从而在不断地探讨和打磨中$推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

精良的优秀作品#(

#后戏迷$时代"传统戏曲更要面向当代审美
一段时间以来$海派戏曲的多元探索引发了全国戏曲界的关注和思考$专家提出%%%

一段时间以来 $ 海派戏曲的多元探

索和蓬勃活力正引起全国范围的广泛关

注#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北京日

报, +北京青年报, 等媒体先后以报道和

评论等形式聚焦海派戏曲& 而在戏曲界 $

海派戏曲的现状与发展$ 也引发了众多专

家学者的关注和热议#

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龚和德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 海派戏曲之所以形成这么

大的反响$ 是因为其种种尝试所指向的 $

正是当下戏曲界必须直面的重要命题 /

'后戏迷( 时代$ 传统戏曲如何面向当代

审美$ 更好地活在当下1

而这个表述$ 也在很多戏曲界专家学

者中得到了共鸣#

% 戏曲需要也值得被广
泛接受$ 然而是什么隔离了
戏曲走向更多当代观众&

所谓 '后戏迷( 时代$ 指的是在今天

的环境下$ 传统戏迷的数量已经不足以支

撑戏曲的发展$ 如何开辟新的受众成为戏

曲人必须面对的课题#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

说$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 $

哪怕用今天的眼光来审视$ 戏曲仍然是一

种高级的艺术$ 只要破除一些障碍$ 它完

全可以具备属于当下的表达样式$ 滋养今

天的大众#

最明显的障碍就是缓慢的叙事和表演

节奏# 很多人难以接受戏曲$ 一个很重要

的原因就是 '啰嗦($ 比如不必要的垫场

和有时过于拖拉的唱腔# 中国戏曲学院教

授傅谨这样对记者表示$ 不要说新入场的

年轻观众 $ '就连我们这种常年看戏的

2职业观众3$ 有时候也会不耐烦#( 究其

原因$ 在于今天的戏曲和几十年乃至一个

世纪前相比$ 无论表演场所还是观演关系

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以前人们是一边喝

茶嗑瓜子一边看戏$ 一边走动一边看戏 $

很随意& 现代剧场出现之后$ 看戏本身成

为了目的$ 观众必然对单位时间里获得的

信息量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社科院文学

所副研究员陶庆梅则从另一个角度对此作

了补充)))戏曲是农业文明的产物$ 在农

业文明里生活的人$ 感知生活的方式是以

一年四季为基本参照的#而今天$观众早已

习惯了争分夺秒的生活$ 戏曲表演也应该

努力跟上人们已经改变了的心理节奏#

一方面是戏曲固有的一些东西阻隔了

观众$ 但同时也要看到$ 今天我们的一些

做法$ 正在人为制造新的障碍# 沈阳市艺

术研究所研究员郑永为注意到$ 戏曲与中

国书画同源同体$ 传统戏曲的审美表现是

绘画和设计的成果$ 梅兰芳% 尚小云% 程

砚秋% 荀慧生四大名旦都曾经从书画中汲

取过精髓$ 无论是服装% 脸谱% 造型乃至

动作表现$ 就好像在一张白纸上画画$ 有

一种特有的美感 # 但是这种美要得到呈

现$ 对于灯光有特殊的要求/ 不能太亮 $

不然就会在很大程度上 '吃( 掉这些舞台

元素$ 使得戏曲之美大大折损$ 而这是今

天很多戏曲演出所忽视的# 关于这一点 $

陶庆梅用了一个词/ 审美潜意识# 她说 $

观众有审美潜意识$ 他们可能不专业$ 说

不出一二三四$ 但是他们能够直接感受到

美和不美$ 然后用买不买票的方式来表达

自己的意见#

! 比起拯救和打捞冷门
剧目$ 更重要的是永远吸引
观众进剧场来看

现代剧场的仪式感$ 使得看戏越来越

和观众的审美需求与精神生活相连$ 对于

戏曲来说$ 所谓面向当代审美$ 包含着从

内容上适应当代观众的审美意识# 当下 $

老戏复排成为戏曲界的潮流$ 不少濒临失

传的冷门剧目也被重新搬上舞台# 然而在

不少专家学者看来$ 一些传统戏并不适合

呈现给今天的观众#

有专家以京剧 +九更天 , 和 +铁冠

图, 为例/ +九更天, 中$ 仆人为了替主

人打官司$ 就可以随便杀死自己的女儿 &

+铁冠图, 中一家老小陪着一起死# 这样

的剧情充斥着对于生命过分的不尊重$ 是

当时社会生活和大众意识的反映$ 离今天

的观众太过遥远# 戏曲如果无法让观众获

得与自己生活相关的感受$ 那么它的受众

群注定只能越来越窄#

龚和德说$ 戏曲是活在群众里的# 比

起拯救和打捞冷门剧目$ 能不能永远吸引

观众进剧场来看$ 才是对戏曲的传承和积

累更重要的事# '传统不等于经典$ 经典

是当代人对传统的选择和加工$ 让它们继

续保留在舞台上$ 这才是经典#( 从这个

角度出发$ 面对流传下来的剧目库$ 今天

的戏曲人要做的是仔细甄别% 挑选$ 站在

新的时代对传统进行选择和加工# 他以梅

兰芳为例/ 梅兰芳当年选择了 +宇宙锋,$

对其不断加工$ 终于把传统打造到了经典

的高度#

!本报记者 邵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