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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每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惠民的重要板块———

“艺术天空”即将于本月 16 日正式拉开帷幕，为市民献上 48

台 98 场海内外优秀节目。其中，由上海歌剧院精心创排的“红

色经典”专场音乐会将为今年“艺术天空”拉开大幕，《山丹丹

开花红艳艳》《红梅赞》《我爱你中国》 等经典旋律将带领观众

重忆峥嵘岁月。

值得一提的是，为助力上海全面打造“亚洲演艺之都”，今

年“艺术天空”将与“演艺大世界”深度联动，充分利用文化演

出资源，探索和打造文旅结合的新模式。 据悉，“艺术天空”系

列演出将覆盖全市16个区，包括三个户外场地、近30个场馆，

让市民真正“零距离、无门槛”地参与到艺术节中来。

经过五年的打造，“艺术天空”板块中的“12 小时特别活

动”“上海城市草坪音乐会”“上海共青森林音乐节” 等都已成

为标志性品牌活动，深受市民欢迎。上海城市草坪音乐广场今

年将迎来俄罗斯国立远东歌舞团、意大利金牌萨克斯四重奏、

匈牙利布达佩斯交响协奏乐团、 拉脱维亚广播合唱团等来自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优秀演出团队。 “黄浦 12 小时特别活

动”将充分利用“演艺大世界”的优势资源，让上海城市草坪音

乐广场与上海大世界形成联动， 全天候上演精品音乐会及魔

术展演。 届时，不仅有极地冰乐团、克罗地亚大提琴家安娜登

台展艺， 两位世界级魔术大师卡洛斯·伊格纳西奥·萨巴莱塔

和米歇尔·克拉维洛也将利用新奇有趣的魔术互动让亲临现

场的观众体验“艺术一日游”的浓浓乐趣。

世界名团、 国际大师频频造访已成为上海文化生活的常

态，如何让更多人享受到优质的文艺演出？中国上海国际艺术

节副总裁李明介绍说，“艺术天空”多年来始终坚持打造“一区

一亮点，一区一特色”，不断细化观演需求，注重节目配送的精

准高效，将优质文化演出资源尽可能地向远郊地区倾斜。

位于长宁区的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今年将推出 “舞动12小

时”特别活动。“艺术天空”首部委约作品———上海芭蕾舞团国

际合作项目《新生》将在此亮相。 著名舞蹈家黄豆豆也会在活

动当天进行游园直播，舞蹈工作坊活动还邀请到辛丽丽、谭元

元、陶冶与宗龙等艺术名家开设讲座，同观众零距离探讨舞蹈

艺术的魅力。上海共青森林音乐节将在本月18日拉开帷幕。观

众将欣赏到著名女高音安吉拉·乔治乌与匈牙利布达佩斯交

响协奏乐团音乐会、柏林广播合唱团音乐会以及平夏斯·祖克

曼与阿德莱德交响乐团音乐会带来的精湛演出。届时，市民可

在户外感受莫扎特《费加罗的婚礼》、勃拉姆斯《命运之歌》《五

首歌曲》、乔纳森·多佛《年华流逝》等经典音乐作品的魅力。

“艺术天空”始终用亲民的票价、惠民的演出鼓励和吸引

观众走近艺术，大力度培育崇明、奉贤、金山等地区的公共文

化氛围。今年，嘉定观众可在“家门口”欣赏到意大利布里根组

合带来的灵魂摇滚音乐会、魔幻料理音乐默剧《乱打神厨秀》

等别开生面的舞台作品； 奉贤区也将迎来俄罗斯国立远东歌

舞团《胜利之舞》、欧洲艺术宫铜管五重奏乐团音乐会、冰岛女

高音与钢琴音乐会等平时难得一睹的精彩演出。

不仅如此，“艺术天空” 正在从线下到线上全方位扩展传

播力和覆盖面。去年首次开启多平台线上直播，市民足不出户

便能身临其境，在线收看人次总计突破 200 万。今年，“艺术天空”将采用 5G+4K 技

术，进一步提高直播质量，并邀请艺术家担任直播嘉宾进行现场导赏，与观众即时

互动，届时，市民可以通过腾讯、爱奇艺、优酷、哔哩哔哩等视频平台进入直播专区，

与在场观众一同感受艺术的精彩，进一步发挥艺术节文化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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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祖国
央视热剧《激情的岁月》、纪录片《代号221》共同揭秘新中国核工业人的艰苦创业史半个多世纪前， 罗布泊戈壁深处

的东方巨响 ， 让世界为之震惊 。 然

而， 很少有人知道， 这群在艰苦的科

研、 生活环境中， 为新中国创造坚强

军事后盾的英雄们的面貌。 近期， 新

中国首批核工业人的故事集中闪耀，

为观众带来感动， 亦丰满了荧屏的英

雄叙事。

国内首部以年轻科学家为主角的

“两弹一星” 题材电视剧 《激情的岁

月》 正在央视一套播出， 剧集开播当

晚便收视率破 1， 登顶同时段收视率

冠军。 前不久， 以中国第一个核武器

研制基地———221 厂为叙事基点， 讲

述中国原子弹、 氢弹研发史的纪录片

《代号 221》 刚刚结束首轮播放 ， 同

样收获不小的网络反响。

干惊天动地事， 做隐姓埋名人。

是什么样的热血与信仰， 让这批无名

英雄， 放弃相对完善的科研环境、 优

渥的生活乃至在学界扬名的机会， 毅

然投入前途未卜的绝密征程？ 在祖国

繁荣富强的当下， 回望这批新中国最

早的核工业人于戈壁深处谱写的奉献

之歌， 更令人心潮澎湃。

展现科研奇迹背后的
赤子之心

1955 年 ，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 ，

新中国的建设迫在眉睫， 一批身处他

乡的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响应国家的号

召， 辗转踏上报国之路。 《激情的岁

月》 便从这一关键历史时刻 “起笔”，

勾勒出这些爱国科研人员群像。 正是

这群一心报国的中国科研者， 支撑起

了新中国早期的核物理研究。 他们在

外国援建专家团撤离之际， 开启了中

国原子弹的自主研发之路， 熬过三年

自然灾害的艰苦岁月， 最终在罗布泊

核试验基地完成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的试爆。

作品通过科研人员的毅然归国，

完成了对其赤诚内心世界的首度挖

掘。 “梁园虽好， 非久居之地”， 在

海外颇有建树的钟培林教授 ， 用华

罗庚的归国宣言 ， 作为与海外同事的

临别致辞 。 面对外国学者的质疑 ， 他

坚定回应： “科学没有国界， 但科学家

有自己的祖国。” 面对亲人， 钟培林道

出归国科研人员更为深远的家国之思：

如果我们没有祖国 ， 我们连名字都不

会有 。 祖国的强大 ， 是无数的零前面

的那个一 ， 离开了这个基础 ， 什么都

是一纸空谈。

由赤诚爱国情怀激发的创业激情，

推动了这项科研奇迹的诞生 。 电视剧

中， 科学家们用纸笔、 算盘伏案埋头苦

算的场景， 震撼了不少年轻观众———如

此伟大的超级工程， 竟建立在这般原始

的基础操作之上。 要知道， 当年我国核

工业科研设备很不完善， 再加上前苏联

专家的突然撤离， 中国技术人员只能依

靠算盘， 对原始数据进行一遍遍手工核

算。 当时一条弹道的数据量 ， 需要 16

人一组， 两组 32 人 “平行” 计算推进。

科研人员通过 24 小时 “三班倒”， 最终

耗时一年， 不仅计算出了原子弹引爆的

所有参数， 还发现了前苏联专家的数据

漏洞。 而这一年间， 所使用的草稿纸，

几乎能够装满十辆卡车。 正是这份惊人

的毅力与巨量的劳动， 创造了中国算盘

比拼国外大型电子计算机的科研奇迹。

他们用青春与生命捍卫科
研果实

《激情的岁月》 的主演李光洁用 “舍

生忘死” 来形容这批科学家的精神。 在琢

磨角色的时候， 他发现， 那个时代的人，

就连笑容都很不一样———透露出一种单

纯。 他说： “这份单纯体现在他们对自己

目标的追求、 坚持与执着， 没有那么

多想法， 不会畏首畏尾， 不会觉得顾

此失彼、 患得患失。”

核工业人不光付出了大量的时

间、精力，甚至还用青春与生命捍卫着

对祖国意义非凡的科研成果。 纪录片

《代号221》中，高级工程师叶钧道老人

回忆当年为原子弹插雷管的经历，过

程惊心动魄， 播出后引发了巨大网络

关注。今年88岁的叶钧道老人，在50多

年前与同事一起， 完成了中国第一颗

原子弹总装的最后环节———安装雷

管。由于这项工作的危险性很高，叶钧

道的工作又被大伙称为 “闯鬼门关”：

只要一点静电，就足以引爆雷管。雷管

若是在手中爆炸， 威力足以炸飞操作

者的手指；原子弹安装的时候，如果雷

管提前爆炸， 会让几乎成型的原子弹

提前爆炸，其威力能将整个221基地夷

为平地。“对我来说，是有压力，但心里

面是有数的，有把握的，因为我做了大

量的实验。 ”说起当年的经历，老人的

语言平实又极富力量。这份通过200多

次危险实验积累起的 “心里有数”，引

发不少网友的集体致敬。

险象环生的科研任务之外， 核工

业人面对的生活环境也十分艰苦。 当

时，研究所所在地海拔高，氧气稀薄，

食物资源十分匮乏， 就连水都很难煮

开 。 核工业人的生活被总结为数字

“2611”———吃到肚子里的粮食只有

26 斤，一天一角钱干菜，一钱油。 对于

女性来说，生活更是艰难。一位从事核

研究的老人， 回忆起当年的一个生活

细节：“那个时候水太硬，也没有肥皂，

也没有碱。 刚来的时候，洗完头，黏糊

住了梳不开，成了个饼子。 ”

文化

京剧《大唐贵妃》18年后回归艺术节舞台
全新打磨后下月亮相上海大剧院，将连演五场

“ 梨 花

开 ， 春带雨 ，

梨花落， 春入

泥 ” ， 18 年

前， 一曲 《梨

花颂》 从 “上

海 出 品 ” 的

《大唐贵妃》（曾名 《中国贵妃》） 中飘

出， 在恢宏的交响乐伴奏之下， 为第

三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隆重揭幕。

这首歌经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梅

兰芳之子梅葆玖等一众梅派传人的多

次演绎， 唱响全国甚至世界舞台， 成

为不少新观众认识京剧、 爱上京剧的

窗口。 该剧后为全国各地剧团移植上

演， 更加广为人知。

作为今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

重磅节目， 如今这部作品将以崭新面

貌于 11 月 6 日至 10 日在上海大剧院

连演五场。 该剧经当年部分原班人马

再度打磨，由当年“杨贵妃与李隆基”

组合之一、 上海京剧院著名演员史依

弘与李军再度携手， 连同安平、 奚中

路、蓝天等一众京剧名家上演，献礼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以盛唐气象呈现当

代传统戏曲人的文化自信， 让这张舞

台上的“上海品牌”更加闪耀。

18 年间，谁人不唱《梨花颂》

《大唐贵妃》 以京剧大师梅兰芳

的两部名剧 《太真外传 》 《贵妃醉

酒 》 为基础改编创作 ， 2001 年于上

海大剧院为第三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

节揭幕， 由梅葆玖、 张学津二位老艺

术家和于魁智、 李胜素、 史依弘、 李

军等名家组成三对杨贵妃和李隆基。

该剧在保留传统剧目精华的基础上，

融入了歌剧、 舞蹈、 交响乐等其他艺

术形式， 令人耳目一新， 颇感震撼。

该剧甫一亮相， 旋即引发热议， 成为

当年的现象级舞台作品； 剧中由编剧

翁思再作词 、 杨乃林谱曲的主题曲

《梨花颂》， 就此广为传唱。

在翁思再看来 ， 这首曲子正是

《大唐贵妃》 “旧中有新， 新而有根”

创作理念的生动实践。 杨乃林在四平

调基础上融入西洋音乐的元素， 这才

有了既符合京剧传统又有耳目一新的

“新经典”。 因而， 《梨花颂》 不仅在

戏迷中传唱， 更是顺利 “出圈”， 走

上春晚舞台， 也成为彩铃、 广场舞伴

奏 ， 更成为流行歌手竞相改编的对

象， 引爆二次传播。

而这也成为艺术节选择重新制作

再度上演的重要原因 。 在艺术节 20

多年的历史上， 从未有过一部剧重复

上演， “每一部今天的经典， 无一不

是历史进程中的创新”， 在艺术节中

心总裁王隽看来， 这一次之所以 “破

例” 重现 18 年前这部大制作， 也是一

次对于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

发展” 的实践。 因而， 首演时主创团队

中的翁思再和杨乃林， 以及唱腔设计金

国贤、 服装造型设计蓝玲、 指挥王永吉

等都再度参与创作。

多方携手，巩固优质上海
文化品牌

《大唐贵妃》 是当代戏曲人对经典

传承发展的成功实践， 此番再度亮相旨

在通过多方协力， 巩固和擦亮这一优质

文化品牌， 令其在新时代获得更广泛的

传播。

舞台上， 新版 《大唐贵妃》 的舞蹈

将是一大亮点。 史依弘介绍， 她饰演的

杨贵妃将在剧中上演一段 “翠盘舞 ”。

相比于首演时平地起舞， 再度演出她将

恢复梅兰芳演出 《太真外传》 的表演方

式———在翠盘上翩然起舞， 充分展示梅

派艺术载歌载舞的艺术特色。 为此她重

新设计了舞蹈动作， 希望给观众全新的

体验。 作为该剧的编舞， 著名舞蹈家黄

豆豆为这一段表演 “锦上添花”， 他为

群舞演员设计了不同民族特色的舞蹈，

与杨玉环一起翩然起舞， 凸显满台生辉

的盛唐气象。

李隆基的饰演者李军介绍， 相比于

18 年前“看角儿”的特点，这一次“讲故

事”将得到充分的呈现。 届时，剧情在突

出杨贵妃和唐明皇爱情主线的同时，加

强了对“安史之乱”等历史背景的着墨，

增加了武戏开打场面。 借由多媒体影像

技术，戏曲艺术写意、灵动、多变的艺

术特色将有新的视觉体验。

舞台上是传承基础上的创新，而

在幕后将更进一步， 实现从制作模式

到营销推广的全方位探索。 据上海京

剧院院长张帆介绍，新版京剧《大唐贵

妃》尝试了企业与院团“共同出资、共

担风险”的全新合作模式，集结上海大

剧院、上海爱乐乐团、上海幻维数码创

意科技有限公司、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美团点评等携手合作。其中，上海京剧

院与美团点评·猫眼娱乐还将共同开

展京剧观众分析研究，形成《中国京剧

观众消费情况报告》。 据悉，绘制互联

网戏曲受众用户画像尚属首次， 主办

方希望此举可助力传统文化在互联网

的深度推广和精准传播。

■本报首席记者 黄启哲

■本报记者 童薇菁

“艺术天空”参演剧目、中国国家话剧院原创话剧《人间烟火》剧照。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组委会供图）

国内首部以年轻科学家为主角的

“两弹一星” 题材电视剧 《激情的岁月》

正在央视一套播出， 剧集开播当晚便收

视率破 1， 登顶同时段收视率冠军。 图

片均为电视剧海报。

■ 18 年后， 京剧 《大唐贵妃》 将作

为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重点剧目于 11

月在上海大剧院亮相， 以盛唐气象呈现

当代传统戏曲人的文化自信

作为首演三组演员之一 ， 史依弘 （上图 ）

与李军 （右图） 再度携手演出《大唐贵妃》。

（均演出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