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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视点

原创歌剧《贺绿汀》为上音歌剧院启幕
金秋10月将迎来意大利斯卡拉歌剧院两部歌剧

本报讯 （记者姜方）波浪般的蓝色座椅与舞台顶部的

星光辉映，上音歌剧院昨晚举行启用仪式暨开幕演出，上海

音乐学院原创歌剧《贺绿汀》为剧院启幕亮灯。

贺绿汀是中国著名的作曲家，音乐家，上音的老校长。

他的一生，伴随着新中国的解放、发展和崛起。原创歌剧《贺

绿汀》 由上音人来演出， 不仅寄托了上音人对老校长的怀

念、敬意，还将上音人不断奋斗、坚持卓越的精神进一步传

承。作为开幕系列演出，上音原创音乐剧《春上海1949》将接

棒《贺绿汀》登台，展现四行仓库中我党地下工作者为解放

上海所作的斗争，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上音歌剧院位于淮海中路和汾阳路交界处， 集文艺演

出、艺术普及、原创孵化、国际交流为一体，剧院硬件设施达

到世界一流水平。据介绍，上音歌剧院的主体———1200座中

型歌剧厅内，设有具备开合功能的乐池、可升降的反声板，

能为歌剧、交响乐、音乐剧等各类声乐器乐演出提供一流声

场效果。 同时，剧场设有一个悬挂式储藏的芭蕾舞台，能满

足各种大型芭蕾舞剧的演出。 在这幢地下三层、地上五层，

最高处建筑高度为34米的综合体里，还有歌剧、管弦乐、合

唱、民乐四个排演厅，以及一个专业学术报告厅。 许多设计

细节也能为观众营造舒适的观演体验。 座椅后方字幕显示

屏，可提供包括中文在内的九种不同语言的字幕切换，这一

技术和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等国际顶尖歌剧院同步。

有了顶尖的硬件设施，软件管理也得跟上。 为此，上海

音乐学院专门成立了上音歌剧院管理委员会和上音歌剧院

管理中心，以后还会成立上音歌剧院艺委会，以专业运营团

队面向社会服务大众并推动歌剧在上海的普及。

据介绍，歌剧院全年计划上演五至十部轻歌剧、室内歌

剧及民族原创歌剧，引进具有实验性、创新性的歌剧。此外，

上音歌剧院还增加演出教学相结合的活动。

金秋十月， 意大利斯卡拉歌剧院将携莫扎特歌剧 《魔

笛》《假扮园丁的姑娘》亮相上音歌剧院。应第21届中国上海

国际艺术节之邀，成立200多年的歌剧界“航母”斯卡拉歌剧

院将首次集结全院最全阵容访华出演歌剧，其间，上音歌剧

院将向社会开放大师班、排练和后台探访等活动。

京剧《新龙门客栈》武戏“燃”京城
梅派青衣史依弘一人分饰两角，亮相国家大剧院

本报讯 （首席记者黄启哲）梅派青衣史依弘领衔的京

剧《新龙门客栈》，首度走出上海，于上周末亮相国家大剧

院。 新戏能够在首演后不到四个月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

不是件容易的事，有业内人士认为，《新龙门客栈》展示了京

剧新编戏的魅力和上海京剧人的风貌。

改编自同名电影的京剧《新龙门客栈》，由上海弘依梅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和上海京剧院联合出品。 除了武戏开打

场面之外，该剧最具看点的改编，莫过于史依弘一人分饰金

镶玉、邱莫言两个角色。前者爽利泼辣、热情似火；后者冷若

冰霜的外表下是侠骨柔肠。 为了让两个角色的切换更为鲜

明， 史依弘不但引入不同流派的唱腔从音乐性上赋予人物

不同的特质，而且特别为两个角色设计不同的武器，让开打

更有层次感。 金镶玉作为老板娘拿的是烟袋、长鞭，柔美妩

媚；而邱莫言作为侠女则持一柄长剑，率性利落。

史依弘从不打无准备的仗。 即便该剧在二轮演出时已

作修改提高，她和导演胡雪桦仍然对作品精雕细琢。他俩都

明白，作为一部新戏，《新龙门客栈》此前只演了四场，无论

剧本、音乐还是舞台呈现，都有可以打磨的空间。在排练场，

不管是史依弘脚下的“步步有戏”，还是陈麟饰演的反派曹

少钦一句颇有阵势的“杀”，都是一点点抠出来、磨出来的。

尽管对很多观众来说， 未必能够捕捉到每一个精心设计的

细节，可在史依弘看来，正是这些细节效果的叠加，才真正

决定了一部舞台作品的最终品相———让故事越来越有 “戏

味儿”，让观众能越来越入戏。

一出戏曲好戏要能抓住当下观众， 关键因素不再只有

“唱念做打”这样可以反复玩味的表演程式，胡雪桦认为还

要让观众感受到“每演一场有新东西”，尤其是走上国家大

剧院这个集最高艺术水准作品的殿堂级剧场， 面对的专业

人士与观众也更加挑剔，“要让他们眼前一亮， 考的就是演

员在场上与观众的交流”。 所以，《新龙门客栈》这样一个武

侠题材的作品，绝不只能是名角史依弘的“一枝独秀”，也离

不开配角完成的精彩开打场面。盘一盘《新龙门客栈》的“英

雄谱”，常年在舞台上作为绿叶的武戏演员大放异彩。 不管

是青年演员王玺龙从配角曹少钦到主角周淮安的华丽转

身；还是饰演东厂首领贾廷的孙伟，与金镶玉的对手戏中短

刀开打的出其不意；哪怕是没有名字的“东厂番子”吴宝，一

出把子对打，每每演出都能掀起一个小高潮，赢得掌声叫好

无数。

有人说京剧是中国的歌剧， 史依弘觉得不够准确，“京

剧不只是听你一口唱，而是一门综合艺术，要兼顾视听的美

感”。 从声乐角度钻研梅派唱腔过后，京剧《新龙门客栈》没

忘了京剧“唱念做打舞”的本来，借着武侠在武戏动作上的

创新，把上海京剧院的武戏演员好苗子盘活，让他们得以成

为舞台上最闪亮的主角。

荨 《大时代》。 茛 《空降利刃》。

▲ 《在远方》。 （均海报）

史依弘《新龙门客栈》剧照。

暮色中

的上音歌剧

院。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上接第一版）2007 年，上海提出建设文化大都市；2010 年，上

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又使得这座城市的文化空间实现了质的

突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上海全面布局、持续推进文化设

施建设，提出“两轴一廊，双核多点”的文化空间发展新格局，并

以八大演艺集聚区着力提升“亚洲演艺之都”的活力能级。

章友德说，文化是体现城市竞争力的核心资源；硬件是盛

放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的容器。 上海之所以快马加

鞭推进文化设施建设，是着眼于擦亮“上海文化”品牌的考量。

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为例， 该项目

从一开始就指向了远大理想———要将其打造成展示建党光辉

历程和伟大建党精神的城市地标，擦亮上海“红色文化”的品

牌，建设好、守护好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作为中国共产

党的诞生地，以更好的方式全面讲好建党故事、深入阐述建党

精神，无疑是时代交予上海的光荣使命，也是“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击出的时代鼓点。

各类艺术场馆同样能读出背后的布局理念。 上海交响乐

团音乐厅自 2015 年投入使用后， 国际顶尖的艾萨克·斯特恩

小提琴大赛屡次 “落沪”， 且把中国作品列为彼时规定曲目；

2017 年上海国际舞蹈中心的建成使用， 填补了中国没有专属

于舞蹈的国际一流舞台的空白；2018 年宛平剧院完成改扩建，

为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传承搭建顶尖舞台；而 2019 年即

将与市民见面的程十发美术馆，不止于纪念大师个人，还担负

着指向未来的使命，将研究海派美术的发展脉络，成为海派美

术传承新基地。

这些殿堂级设施的建成，每一步都踩准了时代之需，都为

擦亮“上海文化”品牌拓宽着城市空间。

1900 多个“心灵休憩站”覆盖全市 16 个区

今年 5 月，“文化上海全景地图” 在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

期间发布。 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影院、剧场、红色文化纪念

馆等共约 1900 条信息，分门别类列入七本分册。 有人将文化

设施比作心灵的休憩站， 那么这套仍在持续扩容的地图证实

了，上海至少有 1900 个“心灵休憩站”覆盖全市 16 个区。

1900 个点位，这一数字在 21 年前根本无法想象。 上海社

科院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花建记得，1998 年，上海大剧院的

开幕曾轰动了一座城，“当时浦东居民要看戏、要听音乐会，都

得过江。 在浦东复制一个人民广场文化集聚区，几乎是奢望”。

即便 2004 年东方艺术中心建成，“经济向东流， 文化向西走”

的总体格局依旧没有改变。

2015 年，浦东开发开放 25 周年之时，一场破解文化设施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瓶颈的建设开启大幕， 它被称为 “文化东

进”。 又是两年，上海亮出一张市级重大文化设施建设图纸，一

大半落户浦东，为“文化东进”安上了加速器。 明确的顶层设计

下，如今许多梦想已成事实：中华艺术宫与梅赛德斯—奔驰文

化中心毗邻而居，爱静爱动的文艺青年各取所需；沿着滨江漫

步，老船厂“1862 时尚艺术中心”、艺仓美术馆、民生八万吨筒

仓码头接踵而来，城市工业的记忆正以另一种方式绵延不绝；

滴水湖畔，凭海临风处，世界建筑面积最大的天文馆已开门迎

客。 而在建的世博文化公园不仅将坐拥上海大歌剧院，更被设

计为一座新型的生态公园、文旅结合综合体；上海博物馆东馆

和上海图书馆东馆也都被定义为“属于未来”。

又何止“文化东进”在努力破解文化设施的不均衡布局。

2014 年，保利大剧院在嘉定区开门迎客，从此，市郊居民在家

门口也可欣赏歌剧、听听交响乐。 这两年，虹口区的上实中心

剧院、徐汇区的上海梦中心、宝山区的长滩水晶音乐厅、青浦

区的虹桥百老汇剧场等，从规划图纸开始，就始终锁定着外界目

光。 它们会同市中心的“演艺大世界”一起，形成八个演艺集聚

区，在上海全城星罗棋布，共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文化

生活需要。

黄浦江两岸，一座座崛起的文化新地标、覆盖全市的一流

场馆，正以文化滋养着一座城。

和着时代节拍向着人民需求 上海文化地标加速生长

视角新选材新演员新，主流剧全面升级时代开启
一批聚焦新时代强军梦的主旋律作品，讲述大众创业、新兴领域崛起的都市奋斗剧陆续播出

第一部以新时期坦克兵为主角的

电视剧《陆战之王》渐入高潮，另一部

聚焦空降兵的《空降利刃》于昨晚新鲜

开播。对观众而言，不仅坦克兵和空降

兵这两个兵种都属军旅剧的“神秘”角

色， 而且两部剧作中反映的官兵精神

风貌也与许多观众熟悉的过往叙事有

着差异化的表达。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随着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遴选的 86 部重点

电视剧开始“百日展播”，一批聚焦 70

年砥砺奋进，讲述 70 年春华秋实的电

视剧陆续与观众见面， 汇成荧屏上讴

歌家国情怀、 致敬平凡英雄的动人图

景。 正如《陆战之王》与《空降利刃》不

约而同开启了军旅剧的新纪元， 青春

态，正越发成为当前这批献礼剧、主流

作品的创作显流。这批剧目的青春态，

不止于演员年轻“偶像化”，更在乎其

选材新鲜、视角新颖，与时代的情感细

节、审美趣味都严丝合缝。

红色题材不断拓宽
视野，人性光辉得以彰显

这批献礼剧中，表现中国共产党

早期革命历史、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

和解放战争等主题的剧目共有24部。

其中有不少是再现重大革命历史事

件的，包括讲述1934年12月至1935年

5月中央红军长征转兵贵州期间一系

列故事的《伟大的转折》；全景式展现

从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历

史进程的《觉醒年代》，以及重现1945

年抗战结束后国共两党重庆谈判过

程的《重庆谈判》等。 还有些剧目是围

绕英雄人物展开叙事的 ，如 《可爱的

中国 》《人民的选择 》《绝境铸剑 》《大

英雄》等。

值得关注的是， 这些剧目中涌现

出不少以普通人为主角的作品， 可以

看到红色经典题材正在逐渐拓宽视

野， 不仅有对大历史的观照， 也转攻

“小人物”， 让人性的光辉得以更大程

度彰显。 比如《在桃花盛开的地方》就

是从一位退伍女兵的视角出发， 以其

个人经历， 贯穿起解放战争、 抗美援

朝、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时间节点。剧

中饰演女主角黄少花的青年演员丁柳元

将自己完全沉浸在角色的世界中， 展现

了革命者们战场上甘洒热血的豪迈以及

他们深入骨髓的信仰， 一展时代女性的

魅力与风采。

同样，《老虎队》立足真实历史，聚焦

大战役中的普通人， 从这些生存在特殊

年代的甲乙丙丁身上探究人性的深浅，

使战争中的英雄泪与悲欢离合更能直击

观众内心。

新视角重塑当代军旅
叙事， 官兵风貌令人耳目
一新

从《突出重围》到《士兵突击》《火蓝

刀锋》等，当代军旅题材剧一直是荧幕现

象级大剧的常客， 其观剧群体也相对垂

直、稳定。 如何延展军旅剧的受众群，如

何让老军迷有新享受， 是近来几部军旅

大剧的相似功课。

昨晚，由张蠡执导，麦灵、吴晓梅等

编剧，贾乃亮、邢佳栋等主演的《空降利

刃》开播。该剧讲述的是在改革强军的大

背景下， 空降兵某部队在战斗力生成模

式改革探索中，组建了一支全方位、体系

化的职业蓝军的故事。 蓝军在研究强敌

的同时， 历经一系列的战斗演习和实战

行动，不断磨砺自身，最终让空降兵在战

斗力上实现了极大提升。 为了使得剧情

更加饱满， 现代化军事实力得以完整展

现，剧组在拍摄过程中搭建了非洲小镇、

维和军营、 训练基地等许多大型场景进

行拍摄。 天蝎行动、红蓝对抗演习、国际

比赛， 还有维和救援等重大事件也将贯

穿其中。 新战斗力、新官兵风貌、新型战

斗演习……一连串“新”字足见剧组对军

旅题材的全新锻造。

无独有偶，王雷和陈晓主演的《陆战

之王》 已经示范了新军旅剧的几点新要

素。以陈晓所饰张能量为例，同样生长在

21 世纪，他绝非另一个“许三多”。 他的

“出场设置” 更像寻常生活的年轻人，有

个性，有脾气，讲得了英语，玩得转新科

技。这样的新兵进入坦克连之后，不抛弃

不放弃的精神依然在感召着他， 而拥抱

科技、 拥抱时代的风貌也成为这一代军

人的集体特征。此外，《飞天英雄》即将带

领观众走近中国航天员和航天事业，同

样是一部属于新时代新讲述的作品。

新成就成为创作富矿，

各行各业的奋斗史串起
了不起的征途

由刘烨、马伊琍、梅婷等主演的《在远

方》即将接档《陆战之王》播出。该剧编剧申

捷曾用四年时间写就《鸡毛飞上天》，为义

乌商业帝国的崛起写传。这次，他又用三年

时间将目光投向如今大众生活里的 “熟悉

陌生人”———快递行业。剧情覆盖中国快递

行业的几次更迭变化， 将从男主姚远在快

递与互联网的创业浪潮中跌宕的人生经

历，来展现中国近20年来的经济发展巨变。

走过筚路蓝缕，走进丰收时节，一大批

让老百姓真切感受的新成就俨然影视剧的

创作富矿。荧屏上，各行各业的奋斗史即将

接踵而来，串起新中国了不起的征途。

2019 年， 中国的 5G 网络让世界

瞩目。 待播的《大时代》将时间拨回中

国网络科技发展的原点，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一直讲到 2005 年， 这段时光，

正与中国的网络科技“并轨”，观众能

看到中关村的成长， 也能感知如今这

一批在世界舞台上呼风唤雨的高科技

创新企业是如何开始千里之行的。 冯

绍峰在剧中从青年演到中年，他感慨，

参与一次现实题材的主流剧创作无疑

是演员亲近历史、 更深刻感悟我们所

处伟大时代的良机。 “我是 1978 年出

生的，拍了这部戏我才知道，原来上一

辈年轻的时候这么潮，他们穿喇叭裤、

花衬衫去参加舞会， 拿着录音机满大

街走。 ”仅仅是生活化的一角，已能感

知当年改革开放的春风拂过中国大地

时的青春脉搏。

除了网络， 中国高铁也让全世界

为之点赞，俨然一张国家名片。作为首

部聚焦火车工业发展的电视剧,《奔腾

年代》 讲述了第一代电力机车工程师

的奋斗故事， 包括蒸汽火车、 内燃机

车、 电力机车等各时期近 20 种火车，

都将在剧中集中展示。 而 《最好的时

代》在时间轴上连着《奔腾年代》，该剧

以高铁机车为背景， 讲述年轻一代中

国高铁人在老一辈铁路人的带领下，

使中国高铁完成弯道超车的故事。

此外，《廖俊波》聚焦脱贫，讲述廖

俊波带领三万多贫困户脱贫、 为百姓

谋福祉的故事；《中国天眼》以我国“天

眼之父” 南仁东和他的团队为主角；

《时代交响曲》 则讲述上世纪八十年

代， 转业军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和科技大会精神鼓舞下， 创立民族科

技企业， 并将小型民营企业逐渐发展

壮大为服务全球的科技巨头的故事。

在业界看来， 如今的献礼剧注重

“年轻态 ” 的面貌 ， 从选题 、 视角 、

风格都如同这时代一般， 奔跑不息。

正如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

长胡智锋所说： “主流作品、 献礼剧

要好看， 要有担当有思想； 有故事有

细节； 还要贴近与时代进步相吻合的

观剧体验。” 只有这样， 主流剧才能

叫好又叫座， 荧屏献礼季方能赢得更

广泛观众群的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