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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闭幕一年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沪上文艺工作者不忘初心，深入生活，扎
根人民，用艺术创作彰显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

党的十九大报告为文艺创作划定了新时代

新要求：要繁荣文艺创作，坚持思想精深、艺术

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不

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

的精品力作。

上海作为文化码头 ， 红色文化 、 海派文

化、 江南文化的基因在这里交汇、 传承、 发扬

光大。 一年来，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指引下， 上海艺术家在全面追求新

时代文艺作品创作的突破与创新上取得了重大

成就———

统计显示，至今年 10 月，上海所有演出场

次已近三万场，比一年前大幅增长。 令人关注的

是，上海各大院团在原创新剧目上发力，成为带动

这一轮舞台流光溢彩的重要源头。 仅以正在进行

中的第二十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为例， 上海芭

蕾舞团《闪闪的红星》、上海歌剧院《晨钟》、上海木

偶剧团《最后一头战象》、上海交响乐团《创世秘

符》、上海民族乐团《共同家园》、上海越剧院《素女

与魃》等剧目，无一不是原创并首演。

点滴成绩、步步突破，都来自于结合上海文

艺现状， 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结果。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引导广大文化

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断提升中华

文化影响力……志在打造亚洲演艺之都的这座

城市， 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引。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时安用一句

话概括：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创作的重要论

述，照亮了上海的舞台。

一张图纸：“一团一策”破解
创作力瓶颈，“一团一精品”初现
雏形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我们的文艺创作，存

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

对照自身， 上海文艺界展开了一场触动灵

魂的自我拷问。 上海文艺有过辉煌， 也有过沉

寂。人们一度看不到激动人心的原创新作，部分

院团的人才队伍也面临青黄不接。

为突破文艺创作生产力的瓶颈， 结合自身

发展特点，上海从顶层设计入手，力推 18 家市

级国有文艺院团“一团一策”改革。 这场改革涵

盖了艺术实践的多个层面： 既解决体制机制的

问题；也解决院团在经费保障、人才培养引进、

演出场馆缺乏等方面的问题；同时，更为各家院

团根据各自艺术本体的特色制订规划创造了空

间。 而改革的目的一以贯之：激励原创，鼓励演

出，培育人才。

可贵的是，“一团一策”这张图纸，始终在深

化、细化中一步步完善着。 这就是为什么，党的

十九大召开后， 上海出台的第一项改革举措即

来自文化———“文创 50 条”发布，并亮出“打造

亚洲演艺之都”的目标。

演艺之都，既是好戏佳作的大码头，更应是

精品力作的蓬勃源头。 2018 年初，上海印发《关

于全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 加快建成国际文

化大都市三年行动计划》，明确指出了“五年百

部精品”的创作目标。

如今， 在上海各主要文艺院团，“一团一精

品”初现雏形：

上海芭蕾舞团《闪闪的红星》首演后，专家

评论，“上芭继《白毛女》之后全新的红色传家宝

有了起点。 ”

《敦煌女儿》全国巡演，观众们给了上海沪

剧院院长茅善玉如是反馈，“读懂了一位不平凡

的中国当代女性， 更读懂了一代代中国人对文

化的坚守”。

上海歌剧院敲响《晨钟》，从红色文化和海

派文化中获取灵感， 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建党之

初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

上海木偶剧团用一头三米高的“战象”同时挑

战国内木偶制作和舞台制作的极限，震撼了观众，

更震惊了国际行家。

一份胸怀：以海纳百川的城
市精神， 为文艺创作蓄人才、育
好戏

习近平总书记不止一次强调： 繁荣文艺创

作、推动文艺创新，必须有大批的德艺双馨文艺

名家。 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明确———加强文艺队

伍建设，造就一大批德艺双馨名家大师，培育一

大批高水平创作人才。

为人才蓄水，“上海青年文艺家培养计划”

进行到了第四年。 这些年，在该计划的托举中，

上海歌舞团的朱洁静领着舞剧《朱鹮》振翅飞赴

世界超过 200 场；上海芭蕾舞团的吴虎生，能在

原创舞剧《哈姆雷特》《闪闪的红星》里接连挑大

梁，也能在两部中型作品里展现编舞才华；上海

京剧院则打开门， 支持王珮瑜等优秀青年演员

跨界， 支持他们以开办个人工作室等方式弘扬

京剧艺术。今年，该计划再次把专题研修班开进

了红旗渠。 17 位青年文艺工作者重走这条共产

党人带领人民修建的“世界奇迹”，实地学习让

青年创作者们更深刻体会到，“深入生活， 扎根

人民”是文艺创作不变的要义。

为好戏护航，上海每年都要修订“上海文艺

创作重点选题推荐”， 为全市的创作力量导航，

更有多项专项资金， 给予戏曲等专业领域的创

作以更多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各文艺基金、文

化奖项评选中，上海不仅端平民营与国有“一碗

水”，甚至适度向民营力量倾斜。 比如市文广影

视局积极出台政策，通过扶持资金、政府采购、

文化配送等方式对民营院团给予财政支持。 得

益于此，基层院团、民营院团作为一股重要创作

力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上海舞台上。 他们积极

主动地参与重大文艺创作， 参与主流价值观的

传播，赢得了业界和市场齐声称道。 今年中国

上海国际艺术节的舞台上，《许村故事》《生命行

歌》《星期日工程师》《小巷总理》等四部现实题

材话剧，其原型都出自基层一线，其背后推手都

不是市级国有院团。

田耘社班主赵松涛的话可以代表沪上 250

多家注册民营文艺院团的心声：“近年来，民营

院团能发展壮大，与上海营造的文化生态密不

可分，与上海大气包容的城市特质密不可分。 ”

英雄不问出处，只看艺术指标。 一座海纳

百川的城市，以此胸怀为文艺创作蓄人才、育好

戏。 因为这份胸怀，上海已形成市属院团、区属

院团、民营院团为主的多梯次创作矩阵。 同样

因为这份胸怀，上海始终照顾好昨天的“台柱”，

珍惜好今天的“台柱”，培养好明天的“台柱”。

人才活力迸发，这才有了上海舞台好戏连台。

一种探索：以时代精神赋能
创作，借“双创”思维激活优秀传
统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

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党的十九大闭幕一年来，上海文艺工作者努

力践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推动传统

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

激活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不久前，3D 昆剧电影《景阳钟》获颁东京国

际电影节“金鹤奖”艺术贡献奖。在上海戏曲艺术

中心总裁、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看来，这是世

界舞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次再致敬，亦是

600年昆剧在 21世纪活泼生长的极佳注脚。

事实上，戏曲电影俨然是上海通过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打造出的一张“上海文化”

金名片。 上海京剧院与上海广播电视台合作出

品了 3D 全景声京剧电影三部曲 《霸王别姬 》

《萧何月下追韩信》《曹操与杨修》，如今，第四部

《贞观盛世》 已进入了制作。 上海越剧院继 3D

越剧电影 《西厢记 》后 ，今年 8 月又迎来了 4K

越剧电影《双飞翼》开机；上海沪剧院的沪剧电

影《雷雨》业已进入后期制作阶段。

当然，传统文化要走通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之道，绝不只靠单一手段。上海各戏曲院

团从自身剧种特点、生存环境出发，借多元化的

传播途径、多种身姿来放大传统文化的魅力。 沪

剧艺术节、沪剧交响演唱会、曼妙花园会、沪语训

练营等四大品牌活动， 都是上海沪剧院打出的

“双创”牌，以让传统与现代、乡土与摩登、舞台与

生活，相互渗透；中国传统的木偶戏，常在小剧场

里演出，但上海木偶剧团《最后一头战象》横空出

世，在木偶技与艺的突破上，被各方评论“能在国

际木偶发展史上留痕”。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同样意味着对

于西方优秀文化的借用与化用。 交响乐是最早

经由上海传到中国的西方艺术，上海交响乐团

新推《创世秘符》，用外来艺术讲好中华文化之

源的故事。 歌剧同样舶来，《晨钟》糅合了评剧、

梆子、豫剧等中国北方戏曲元素，对西洋歌剧完

成了有效的本土化改造。

所有的创新举措连点成线再到面，逻辑清

晰———紧紧抓住新时代这一文艺创作前所未

有的机遇期，让艺术与时代精神、文化需求、审

美变化紧密结合起来 。 从思想内容到表现形

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在上海的

舞台创作中熠熠生辉。

一颗雄心：向世界讲好中国
故事，为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作
更大贡献

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

的中国，这是新时代赋予文艺工作者的神圣使命。

一年来，上海文艺界努力书写着自己的答卷。

今年 2 月，上海民族乐团展开欧洲巡演，在

伦敦、 巴黎、 柏林等八座城市上演 《海上生民

乐》，8000 年的骨笛和 3000 年的古琴， 向世界

奏出中华文化的曼妙音符。有意思的是，这台音

乐会成功“圈粉”，德国作曲家克里斯蒂安·佑斯

特因此主动为上海民族乐团谱写一整台民乐音

乐会《上海奥德赛·外滩故事》。

上海昆剧团在今年加快了主动传播的脚

步。今年 9 月至 12 月，美国、日本、奥地利、德国

等国，都将留下上昆“走出去”的轨迹。这是该团

继去年的希腊、俄罗斯、阿尔巴尼亚和日本等国

后，把中国的“百戏之祖”带往更广阔的世界。

“中国作品，当代气质，国际表达”的创作理

念同样存于上海交响乐团。不久前，北京太庙前

的一场音乐会“轰动了整个乐坛”，上海交响乐

团与世界第一古典音乐厂牌德意志唱片公司合

作，以中国作品《良宵 》拉开帷幕 ，奏响中国声

音。仅三天，演出相关内容在全球网络总点击量

已达 7893 万次。 演出不仅留下了诸多“第一”，

还强调了一个事实： 上交是第一支签约德意志

唱片公司并向全球发行唱片的中国乐团， 与柏

林爱乐、 维也纳爱乐等世界顶级乐团共享发行

渠道。

赢得世界顶级的发行渠道 ， 上海交响乐

团团长周平用 “渐变 ”和 “国际思维 ”来概括 ，

“渐变”是指多年来不断 “走出去 ”积累下的行

业认可度和国际影响力 ；“国际思维 ” 则从近

年来上交打造的一系列文化品牌中能见一

二 。 当他们带着享誉世界的大师文格洛夫随

团巡演并奏响 《梁祝 》，当上交新年音乐会与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表演者高度重合 ， 当上

海在斯特恩国际小提琴大赛中制定规则 、选

择曲目 ，世界认可一个专业化 、国际化中国乐

团的同时，更认可了“上海文化”的平台能级。

置于要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

行者”的语境下，有份雄心逐渐凸显：为提高国

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上海能够也

理应作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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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①正在举办的第二十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 上海芭蕾舞团的芭蕾

舞剧《闪闪的红星》迎来首演

②上海京剧院与上海广播电视台合作出品的 3D 全景声京剧电影 《曹

操与杨修》，成为第一部进入商业院线的戏曲电影

③在“上海青年文艺家培养计划”的托举中，上海歌舞团的朱洁静领着

舞剧《朱鹮》振翅飞赴世界超过 200 场

④今年 2 月，上海民族乐团展开欧洲巡演，在八座城市上演《海上生民

乐》，8000 年的骨笛和 3000 年的古琴，向世界奏出中华文化的曼妙音符

上海歌舞团原创舞剧《朱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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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艺创作闪耀舞台
带着标识度为新时代谱华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