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开放 40年，是中国文艺创作活

力竞相迸发的 40年。 在上海，随着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特别是习近平

总书记在 2014 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

表重要讲话之后， 上海文艺界在备受鼓

舞的同时， 沉下心来找短板， 破瓶颈，

努力扭转文艺创作方面有数量缺质量、

有 “高原” 缺 “高峰” 的现象。

2015 年， 作为贯彻讲话精神的重

要举措， 上海出台 《关于推进上海国

有文艺院团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实施

意见 》， 鼓励院团采取 “一团一策 ”，

在充分尊重艺术规律和各艺术院团个

性的基础上， 围绕体制机制创新 、 人

才培养引进等多个方面推出多项改革

措施。 2017 年年末推出的 “上海文创

50 条 ”， 同样将国有文艺院团作为着

力打造亚洲演艺之都的重要力量 ， 提

出继续深化国有文艺院团 “一团一策”

分类改革， 增强国有文艺院团市场竞

争力， 通过激励创作、 鼓励演出 、 繁

荣市场， 推动全市演艺创作从 “高原”

走向 “高峰”， 向世界呈现中国元素、

讲述中国故事。

于是我们看到， 上海昆剧团凭借

“学馆制 ” 盘活的老中青三代人才队

伍， 史无前例地将 《临川四梦》 完整

搬上舞台， 三年内不仅在全国多地屡

破戏曲商演票房纪录， 也在世界十大

艺术之都之一的柏林震撼海外观众 。

上海交响乐团 2017 年率全国之先亮相

欧洲三大音乐节之一的瑞士琉森音乐

节， 而得益于 “场团合一” 背景下新

建的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 让其得以

自信 “回请”， 迎来老牌艺术节首次踏

出国门， 在上海亮相。 迈出足尖 “双

轨制” 舞步的上海芭蕾舞团， 在去年

捧出红色芭蕾舞剧 《闪闪的红星 》 仅

一个月后， 又携经典版 《天鹅湖 》 开

启第三年的欧洲大规模巡演。

可以说， “一团一策” 效应凸显，

文艺繁荣的改革强音， 越发自信 ， 越

发响亮。

翻看近年来上海国有文艺院团的

作品表， 红色文化、 海派文化与江南

文化融入每一部作品的题材、 风格之

中。 上海芭蕾舞团的芭蕾舞剧 《闪闪

的红星》、 上海歌剧院的歌剧 《晨钟》、

上海歌舞团的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

波》、 上海京剧院的现代京剧 《浴火黎

明》， 彰显这座城市的红色基因。 上海

民族乐团的原创音乐现场 《共同家

园》、 上海昆剧团的 《临川四梦》 四部

昆剧、 上海越剧院的越剧 《双飞翼》、

上海淮剧团的淮剧 《浦东人家》 展现

江南文化穿透时代的艺术魅力与表现

张力 。 上海木偶剧团 《最后一头战

象》、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追梦云天》

则以海派文化为底色， 谱写舞台技术

与艺术融合的创新篇章。

精品力作要从团队中孵化 ， 更要

以开放的姿态， 用 “委约制” 打开国

际视野。 上海交响乐团近年来将这一

国际上常见创作模式 ， 化为长效机

制 ， 携手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等平

台， 共同推动创作， 因而有了近年委

约叶小纲创作的 《敦煌 》 《创世秘

符》 接连成功全球首演。 而继大型交

响合唱 《启航》 之后， 上海爱乐乐团

又携手费城交响乐团 ， 共同委约 90

后作曲家龚天鹏， 交出交响曲 《京剧

幻想》 这一份最新答卷， 展现世界语

言讲好中国故事的青春书写。

改革不是一蹴而就 ， 精品同样需

要不断打磨。 无论是孕育中的舞台新

生儿， 还是已经收获赞誉、 打开市场

的成熟作品， 都离不开业界专家的研

判与建言。 “一团一策” 背景下 ， 18

家国有文艺院团均成立了 “艺委会”，

为重大创作从选题、 制作、 演出的每

一环节把脉问诊。

上海沪剧院去年一出原创大戏

《敦煌女儿 》， 源起于 2013 年的同名

作品 。 很难想象 ， 一个国有文艺院

团在短短五年间 ， 向同一个题材发

起两次攻坚 。 更不易的是 ， 新一次

的攻坚不是 “炒冷饭 ” “翻烧饼 ” ，

而是从剧本到舞台呈现的推倒重来 。

抓住一个题材就要咬定青山不放松 ，

为了这部讲述 “改革先锋 ” 敦煌研

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的沪剧 ， 茅善

玉领衔的主创团队与业界专家多次

沟通研讨 。 重新立于舞台的半年多

来 ， 该剧始终在边演边改 ， 向文艺

精品的高峰持续攀登 。

繁荣文艺创作 、 推动文艺创新 ，

必须有大批德艺双馨的文艺名家 。 时

隔 12 年， “上海文学艺术奖” 评选在

2016 年重新启动 ， 评选出 12 位 “终

身成就奖 ”、 12 位 “杰出贡献奖 ” 艺

术家， 正是响应总书记的号召以扩大

高原， 造就更多高峰。 其中获 “终身

成就奖” 的上海京剧院表演艺术家尚

长荣， 在过去三年中， 将他的三部代

表作 《曹操与杨修 》 《贞观盛事 》

《廉吏于成龙》 毫无保留地传给新一代

青年演员。 2016 年上海京剧院开设的

尚长荣京剧表演艺术人才培养研习班，

面向全国招收青年人才。 两年后他从

中挑选了一位湖南演员成为师徒 ， 更

进一步传承技艺。

而与这些名家一同出现在公众视

野的， 还有 40 余位入选 “上海青年文

艺家培养计划” 的青年人才。 为期三

年的时间里， 上海市委宣传部与各院

团以 “一人一策” 的专属培养方案共

同为他们的创作、 展示和演出提供平

台和支持， 最终为上海文化发展繁荣

输送强有力的新生力量。

在突出人才的重点培养之余 ， 也

离不开对新人团队的悉心栽培。 仅三

年间， 上海昆剧团 90 后的戏曲舞台最

青春纪录 ， 先后被上海越剧院的 95

后、 上海沪剧院的 00 后所更新， 这意

味着， 院团要顺应时代变化， 帮助他

们扣好从学生到专业演员的 “第一粒

扣子”。

为期三年的 “学馆制 ” 在去年告

一段落。 透过这一机制， 以 “昆四班”

“昆五班” 为体的 80 后、 90 后新人不

仅在 “昆大班” “昆二班” 老艺术家

传艺授业下， 完成了传承 100 出折子

戏、 八台大戏的目标， 其中佼佼者更

在 《临川四梦》 中的 《南柯梦记 》 担

纲主角、 举办了个人专场。 而这股传

承风潮， 甚至带动了中生代演员重新

回炉再造学新戏的热情， 一出 《狮吼

记》 赢得市场赞誉。

而在打破年龄 、 资历 ， 以 “艺衔

制” 不断深化团艺术和技术岗位职务

序列改革的背景下， 一批新锐快速脱

颖而出 。 2014 年进团的戚冰雪 ， 一

跃成为仅次于上海芭蕾舞团两位首席

明星的主要演员， 与首席吴虎生搭档

亮相一系列重头大戏。 而在上海歌舞

团不断完善的 “艺衔制” 中， 又进一

步细分首席、 独舞、 领舞的评定 。 就

在 2018 年 ， 担任舞团首席 10 年的朱

洁静 、 王佳俊获得 “荣典·首席 ” 的

称号 ， 连同其他四位首席协力带领 ，

才有了 《永不消逝的电波》 里个性鲜

明的时代群像。

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 ， 一

旦离开人民， 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

萍、 无病的呻吟、 无魂的躯壳 。 五年

来， 深扎生活， 服务人民， 成为上海

国有文艺院团在改革进程中坚守的最

重要一环。 上海沪剧院继承前辈艺术

家 “沪剧回娘家” 的优良传统 ， 连续

四年回到沪剧的发源地之一浦东 ， 举

办上海 （浦东） 沪剧艺术节， 集结长

三角地区的沪剧人， 不仅在田间地头、

养老院学校公益演出， 同样也以 “上

海声音” 带动上海的其他非遗文化形

成区域效应。 由上海淮剧团牵头 ， 上

海淮音艺术节也在前年首设， 集纳全

国淮剧艺术团体把戏送到百姓家门口。

而上海评弹团作为江南文艺的轻骑兵，

几年来把吴侬软语送到了东北三省 、

广东、 贵州等地。

深耕本土市场的同时 ， 过去五

年也是上海国有文艺院团 “国际影

响力” 取得质的飞跃的五年： 欧洲三

大音乐节之一琉森音乐节、 英国爱丁

堡国际艺术节、 美国林肯艺术中心都

有了 “上海出品” 的身影； 仅 2018 年

上海舞台作品先后在世界各地 30 多个

城市完成了超过 150 场演出 ； 日本东

京国际电影节、 摩纳哥蒙特卡洛国际

马戏节、 塞尔维亚 “金火花” 国际木

偶艺术节……这背后 ， 离不开 “一团

一策 ” 激励下 ， 院团练眼光 、 练制

作 、 练推广 ， 让世界语言 、 民族语

言和本土语言合力成为当代中国走

向国际舞台中央最鲜明的精神文化

标识 。

继 2013 年至 2014 年 《十二生肖》

在欧洲多个法语区城市巡演引起轰动

后， 上海杂技团 《小龙飞天》 更是以

131 天、 29 座欧洲城市、 近 40 万人次

观众的巡演纪录自信亮出 “上海文化”

的品牌。 上海民族乐团去年以 《海上

生民乐》 音乐会版欧洲四国八城 20 天

的历程， 第一次让中国民族音乐进入

法国巴黎爱乐音乐厅和德国易北爱乐

音乐厅等西方标志性音乐地标场馆 。

去年年中， 上海歌剧院携三部作品登

上爱沙尼亚萨雷马歌剧节舞台 。 去年

年末， 上海芭蕾舞团则与上海昆剧团

在柏林的两大剧院上演拿手好戏 ， 赢

得剧场观众的赞誉和欧洲主流媒体的

大篇幅报道。

“上海出品” 在 “一团一策” 背景

下， 拿奖已不在话下， 更是对标国际一

流， 向最高奖冲刺。 五年来以 3D 全景

声京剧电影 《霸王别姬》 《曹操与杨

修》、 3D 昆剧电影 《景阳钟》、 沪剧电

影 《挑山女人》 为代表的一系列戏曲电

影， 作为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 创新

性发展” 的最新实践成果， 先后在日本

东京国际电影节、 京都国际电影节、 中

美国际电影节等平台斩获奖项。 去年，

上海杂技团凭借 《攀登-集体造型 》

《突破-斜杠》 在摩纳哥蒙特卡洛国际马

戏节上， 问鼎最高奖 “金小丑”。 上海

木偶剧团已成为俄罗斯、 塞尔维亚等多

地木偶艺术节的 “拿奖专业户 ”， 凡出

征必有回响。

本报首席记者 黄启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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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团一策”奏响院团深化改革的自信强音

2015年， 作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一大举措， 上海出台
《关于推进上海国有文艺院团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实施意见》。 上海国有文艺院团深化改革助推文艺
繁荣， 创作力竞相迸发， 影响力不断扩大

2015 年， 作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一大举措， 上海出台 《关于推进上海国有文艺院团深
化改革加快发展的实施意见》， 鼓励院团采取 “一团一策”， 找短板， 破瓶颈。 经过近五年的努力， “一团一策” 效应凸显， 上海
文艺创作频现舞台高光时刻。

集结外脑， 优化机
制， 为精品力作的起飞
振翅铺设健全轨道

在文艺领域深耕职务
序列改革， 名家新人让
舞台星光熠熠

扎根人民， 世界语
言、 民族语言和本土语
言合力成为当代中国最
鲜明的精神文化标识

茛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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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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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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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演

荩上海歌舞

团不断完善 “艺

衔制”， 进一步细

分首席 、 独舞 、

领 舞 的 评 定 。

2018 年 ， 担任舞

团首席 10 年的朱

洁静 、 王佳俊获

得 “荣典·首席 ”

的称号 ， 连同其

他四位首席协力

带领 ， 才有了舞

剧 《永不消逝的

电波 》 里个性鲜

明的时代群像

荩上海木偶剧团

《最后一头战象 》 以海

派文化为底色， 谱写舞

台技术与艺术融合的创

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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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