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向亚洲演艺之都迈出坚实步履
进博会搭起大舞台 中外佳作纷至沓来

连日来 ，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

大舞台上， 中外佳作纷至沓来。 进博会期间，

申城各大剧场常常客满， 文艺院团频出新作，

包括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在内的各类大小展

演次第开幕……上海努力朝着亚洲演艺之都、

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迈进的征程之中， 步履依

旧坚实。

进博会从第一届到第二届， 也是上海 “演

艺大世界” 获得命名走过的一年， 区域活力充

分释放， 越来越多的世界首演、 亚洲首秀在此

上演。 上音歌剧院、 九棵树未来艺术中心等一

流剧场也在进博会开幕前夕开门迎客。 首届进

博会宣传片中以 《朱鹮》 “惊鸿一瞥” 的上海

歌舞团， 在一年后交出了 《永不消逝的电波》

的惊艳答卷。

也正是在这一年来的坚守与探索中 ， 申

城演艺的活力在第二届进博会期间得到进一

步迸发 。 在展会现场 ， 丰富的演艺活动能让

中外宾客足不出会场 ， 就能欣赏到来自世界

各国的文艺盛宴 。 据统计 ， 仅展会中央广场

文化公益演出活动， 就涵盖境外 5 个国家、国

内 14 个省份申报的 77 台节目的近百场演出。

这其中，“非遗”成为关键词。 翻看节目表，世界

级 、国家级非遗类项目占总数的一半 ，联合国

世界级非遗项目 9 个、中国国家级非遗项目 30

个。 不管是昆曲、南音这样有着“活化石”之称

的传统戏曲音乐 ， 还是维吾尔族的十二木卡

姆、侗族的侗族大歌等我国少数民族充满地域

特色文化样式，都有精彩呈现。

在今年进博会， 国家展将延展 8 天， 普通

市民可以免费预约参观， 这更是让 “白天逛展

会， 晚上进剧场” 成为未来一周上海市民的生

活方式。 带着 “尖货” 而来， 揣着 “订单” 而

归的海内外展商， 也能在 “零时差” 的国际顶

尖剧目 、 原创新锐作品与中国传统艺术演出

中， 感受开放、 创新、 包容在 “夜上海” 时分

的华彩书写。

进博会时分， 映见的何止是上海人民对于

物质生活与精神文明的美好向往， 更于文明互

鉴中勾勒出亚洲演艺之都的明天。

尽显江南文化与海派文化
的千百种风情

第二届进口博览会首次设置 “非物质文化

遗产暨中华老字号” 文化展示项目， 在 “买全

球、 卖全球” 的同时， 打造面向全球、 弘扬民

族文化的展示平台。 相对应的， 会场中央广场

的文化公益演出也集中展示历史悠久、 地域特

征显著 、 民族色彩浓厚的作品 。 包括印度瑜

伽、 斯里兰卡传统舞蹈与鼓乐表演在内的文艺

演出 ， 涵盖声乐 、 舞蹈 、 民乐 、 西洋乐 、 戏

剧、 戏曲等多种样式。

作为主办地的上海 ， 本就拥有京 、 昆 、

越 、 沪 、 评弹 、 滑稽戏 、 上海说唱等一众非

遗戏曲曲艺样式 ， 此次也在进博会舞台得到

精彩展示。

上海昆剧团这次独辟蹊径， 没有演出最广

为人知的 《牡丹亭》 来讲述才子佳人柔情缱绻

的故事， 而是选择了花脸应工的 《钟馗嫁妹》。

这出传统戏在各个剧种都有搬演， 在昆曲界，

其又有一个名字叫 《天下乐》。 从剧名就能看

出上昆的美好祝愿。 而所演的故事讲述钟馗死

后封神， 带领鬼卒， 千里跋涉， 唱着 “捧着平

安， 顶着吉庆， 咚咚的齐敲画鼓， 呜呜的共弄

箫笙”， 将妹妹送去完婚的喜庆团圆戏， 十分

热闹。 从表演来说， 饰演钟馗的花脸演员兼有

文武， 身段繁复， 与一众鬼卒跟头扑跌， 颇具

看头。 即便对于不了解戏文唱词内容的海外观

众来说， 也能从中获得观赏的满足。 据了解，

这也正是上昆考虑到会场的火热氛围， 特别选

择好听好看的喜庆戏码。 “我们昆曲不仅有百

转千回、 荡气回肠的爱情戏， 同样歌颂惩恶扬

善、 刚毅硬朗的英雄好汉。” 上海昆剧团团长

谷好好希望借进博会的舞台， 展现昆曲不一样

的一面。

同为江南文化的代表， 上海越剧院则选择

《梁山伯与祝英台 》 的片段向中外嘉宾展示 。

而这背后， 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史上的一段

佳话。 1954 年日内瓦会议上， 中国带去了刚

刚拍摄完成的越剧电影、 也是新中国第一部彩

色电影 《梁山伯与祝英台》。 为让外宾对中国

这段家喻户晓的爱情传奇有直观的认识与共

鸣 ， 周恩来总理特别为其设计了一句话的介

绍———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不出意外， 到

场的外国宾客虽不懂越剧音调， 却能跨越语言

与文化的差异， 为表演、 拍摄艺术深深震撼的

同时， 更与其中真挚的情感产生强烈共鸣。 而

这一次放映也被视作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外文化

形象的一次绝佳展示。 60 多年过去， 《梁祝》

小提琴协奏曲业已漂洋过海被海外顶尖演奏家

一再奏响， 传统戏曲在海外的标识度也一再擦

亮， 越来越多的海外观众用蝶恋来形容这段美

丽传说。 我们不必再为 《梁山伯与祝英台》 冠

之以 “中国罗朱” 的介绍， 勾连世界人民文化

与情感交流的美好愿景， 在一次次的 《梁山伯

与祝英台》 上演中不曾改变。

“金陵塔， 塔金陵， 金陵宝塔第一层， 一

层宝塔有四只角， 四只角上有金铃， 风吹金铃

旺旺响， 雨打金铃唧呤又唧呤， 这座宝塔造的

真伟大， 全是古代劳动人民汗血结晶品啊， 名

胜古迹传流到如今。” 这段上海说唱自 20 世纪

初被民间艺人创作传唱， 至今已有百年历史。

可对于很多上海小囡来说， 其依旧是学沪语的

“开蒙 ” 段子 。 其中运用绕口 、 快口等技巧 ，

不仅在对宝塔的描述中极尽想象之能事， 更将

长三角地区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与时代特征，

以诙谐幽默的手法融入其中， 至今品来仍有兴

味。

相比于流传数百年的传统戏曲， 上海杂技

团做代表的 “海派杂技” 在融入多项中国传统

杂技技艺的同时， 创新难度与技巧， 屡屡在世

界顶尖赛事中斩获大奖 。 此次演出的 《舞空

竹 》 就曾在法国 “明日 ” 国际杂技节获得金

奖， 而 《力量———双人技巧》 的两位演员则在

去年与团队一起问鼎加拿大蒙特卡洛国际马戏

节最高奖 “金小丑”， 他们的亮相无疑会为观

众展现当下杂技舞台的最高水准。

纵览南北各民族在千百年
积淀后绽放的多彩姿态
中国各省区市的 “非遗” 演出项目更是

包罗万象， 透过姿态各异的舞姿、 或豪迈或

婉转的歌声 ， 抑或是激昂与风雅并存的音

符， 观众得以感受到历史悠久、 幅员辽阔的

中国大地， 在千百年的历史积淀中绽放出的

多彩姿态。

这里有盛唐气象。 7 日的西安鼓乐专场

音乐会就备受期待。 鼓乐即流传在西安及周

边地区的鼓吹乐， 其使用的乐器可追溯至唐

宋时期。 其所演奏的乐曲通常结构庞大、 风

格典雅， 是中国传统器乐文化的典型代表 ，

保留了古代汉族音乐的风貌与气韵。 在国际

音乐界和史学界享有 “中国古代音乐活化

石” 的美誉。 作为中国境内发现并保存最完

整的大型民间乐种之一 ， 其更是在 2009 年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 “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这里有蜀中风韵。 阆中皮影早在汉代便

已产生， 正如评论家所说： “隔帐陈述千古

事， 灯下挥舞鼓乐声。 奏的悲欢离合调， 演

的历史奸与恶。 三尺生绡做戏台， 全凭十指

逞诙谐 。 一口叙述千古事 ， 双手对舞百万

兵。” 这一流传千古的民间技艺 ， 不仅是蜀

中地区人民文化生活的缩影与见证， 更在方

寸舞台间说遍天下兴亡与英雄风流， 成为民

族精神的承载。

这里更有少数民族地区歌舞艺术的别样

风情 。 进博会接连多日演出的新疆十二木

卡姆 ， 凭借与五声音阶不同的旋律走向引

起不少人的驻足。 作为古丝绸之路上， 流传

于西域各国的音乐样式， 木卡姆最终在中国

新疆融汇发展， 拥有的种类最为丰富、 结构

也最为完整， 流传至今， 不仅成为中华民族

灿烂文化中的宝藏 ， 同样也在世界音乐中

享有极高的知名度 。 唱歌在侗族的社会生

活中有着崇高的地位 ， 距今已有 2500 多

年的历史风俗沿袭 。 侗族大歌更是凭借多

声部 、 无伴奏 、 自然和声的原生态合唱样

式 ， 屡屡在世界舞台技惊四座 。 此次中央

舞台上 ， 侗族原生态合唱家们带来一首

《天地人间充满爱 》， 在进博会这一文明交

流互鉴的平台展现中国少数民族的真诚

祝愿 。

■本报首席记者 黄启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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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昆剧团《钟馗嫁妹》剧照。

荩朱家角园林版 《牡

丹亭》剧照。 祖忠人摄

▲上海民乐团 《共同家园》 演出照。

茛上海杂技团在进博会

会场上演海派杂技 《力量—

双人技巧》。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演出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