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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著名建筑师、 巴塞罗那奥林匹克体育场改造设计

者维托里奥·格雷戈蒂近日因新冠肺炎在米兰去世， 享年 92

岁。 “一位杰出的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离我们而去， 他曾给

予意大利世界性的荣耀。” 意大利文化遗产部长达里奥·弗兰

切斯基尼表示。 意大利知名建筑设计师斯特法诺·博埃里则

形容他： “创造了意大利的文化故事。” 目前， 格雷戈蒂的

妻子玛丽安娜·马扎也因新冠肺炎在医院接受治疗。

从体育场到文化中心，他的理念传遍世界

维托里奥·格雷戈蒂 1927 年生于意大利西部城市诺瓦

拉， 1952 年从米兰理工大学毕业后进入建筑杂志 Casabella

先后担任编辑及主编。 1974 年， 他创立格雷戈蒂建筑事务

所， 在全球范围内开发了剧院、 体育场、 博物馆、 公共建筑

以及开放空间的重建计划在内的数百个项目， 设计了里斯本

贝伦文化中心、 法国普罗旺斯大剧院、 米兰阿尔钦博第剧

院、 热那亚费拉里斯球场等大型工程。

其中最为知名的设计之一便是巴塞罗那奥林匹克体育

场。 为迎接 1992 年巴塞罗那奥运会， 格雷戈蒂参与了奥林

匹克体育场的改造工程， 在保留原有体育场的基础上进行优

化， 大大提升了建筑的容纳量及舒适度。 体育场此后被 “促

进艺术与设计组织” 授予体育场改建一等奖并获得欧洲最佳

体育设施建设二等奖。

格雷戈蒂另一件富有盛名的作品便是葡萄牙最大的文化

传播中心———贝伦文化中心。 这座立方几何体构成的建筑既

拥有现代感又不乏古代城堡风范， 是格雷戈蒂盛年时期的巅

峰之作。 1992 年建成后，贝伦成为了里斯本当之无愧的地标

之一。毕加索、达利、杜尚、马格利特、安迪·沃霍尔、罗伊·利希

滕斯坦……葡萄牙最重量级的现代艺术收藏均安家于此。

融江南风情与意大利模式，上海也有他的作品

作为一名建筑师的同时， 格雷戈蒂也是出色的城市规划

者， 上海的浦江新城正是出自其事务所之手。 2001 年 6 月，

格雷戈蒂事务所在上海主题为 “一城九镇” 竞赛中脱颖而

出， 格雷戈蒂经过研究后发现了 2000 年前古罗马与上海古

老村庄格局中的异曲同工， 于是决心将江南水乡风情与意大

利模式融合在一起， 将需要容纳 10 万居民的浦江镇打造成

一个现代化的小镇。

格雷戈蒂采用了意大利城市经典的矩形网格状设计， 整

个中心区内道路格局呈直线相交形式， 同时兼顾中国新型社

区的实际需要， 引入开放性道路体系与城市路网连接， 将新

城纳入城市肌理。 矩形网格内， 人行道、 绿化空间穿插其

中， 车道设置在自然屏障之后。 居住区包括四个相邻小区，

小区之间由公共广场和设计进行分块， 以增强社区活力。

在众多建筑作品外， 格雷戈蒂也以策展人的身份不遗余

力地将建筑推到更多人面前。 1975 年， 他借展览 “斯图克

工厂的思考” 聚焦威尼斯朱代卡岛上的废旧粮仓， 探讨地景

艺术与建筑的关系。 这一举动促使威尼斯双年展将目光投向

建筑行业， 也奏响了 1980 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启程的前奏。

不仅如此，1976 年和 1978 年，格雷戈蒂分别以艺术总监

和总监的身份投入到威尼斯双年展中。“当初我无法理解为何

要叫一个建筑师策划双年展。 ”2010 年格雷戈蒂接受访问时

回忆道，“于是我提出要求， 一定要在其中加入一个小型建筑

展。在此之前，双年展从来没有过建筑元素，这是最初的尝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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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演出！”申城音乐剧人破圈转型蓄能待发
四小时直播收到43万字、1300封观众来信，热度出乎意料，大大提振从业者信心

“从来没那么紧张过。” 中文音乐

剧 《面试》 的演员夏振凯对着上海音乐

剧艺术中心密集的直播机位和二三十人

的直播团队说道。 一段段剧目唱段旋律

流淌而出， 网友充当面试官， 跟随剧组

的流程纷纷在弹幕中点评提问。 剧场为

了保持通风没开空调， 演员说自己在寒

冷中 “瑟瑟发抖”， 心底却踏实了， 因

为———“我在演出”。

在期待剧场重新开门的日子里， 音

乐剧从业人员主动出击， 积极为恢复演

出做准备。 不少演艺机构推出了多种直

播节目， 破圈垂直交流以提升与观众的

亲密度和剧目知名度。 更多知名制作人

则在寻求行业转型机遇， 呼吁孵化优质

内容， 用更好的作品回馈观众的等待，

重新拉开剧场帷幕。

直播是无奈之举， 热
度却出乎意料

近一个月来， 音乐剧演出类的线上

直播， 精彩纷呈。 上海音乐剧艺术中心

的大咖线上授课、 上汽·上海文化广场

的 “想和你分享， 这一首歌”、 B 站系

列音乐剧剧目的 “停演不停播”、 聚橙

音乐剧 “期待爱回应爱” 直播、 中国音

乐剧协会的 “音乐剧云话会” ……观看

人数屡创新高 ， 为剧目聚拢了观众人

气， 也大大提振了行业信心。

剧场大门还未向观众敞开， 但努力

不能停歇。 文化广场副总经理费元洪坦

言： “对于主要上演自制演出或者国内

演出的剧院， 一旦疫情结束就可以快速

恢复 ； 对依赖国际优质演出的剧场来

说， 五六月的演出都面临不确定性， 漫

长的国际巡演一个环节一断， 就可能串

不起来了。” 但越是困难的时刻， 越需

要精神上的鼓励。 即使音乐剧行业的直

播短期内很难形成真正的商业模式， 演

艺机构还是纷纷试水。

“直播其实是一种文化上的延续，

在观众无法现场观演的情况下， 活跃和

传递音乐剧氛围， 保持观众与剧院、 生

活与艺术、 精神与空间的联结。” 费元

洪说。 演出和剧场的存在， 总能在关键

时刻抚慰人心。

弹幕和直播连线打破圈层的交流，

让观众获得更多互动感， 也提升了辐射

面和参与度， 一些节目反响之热烈甚至

出乎策划者意料。 上海音乐剧艺术中心

“云面试” 短短一个多小时的直播收获

近 160 万播放量， 开播后热度攀升至直

播实时热播榜第二名 ； “期待爱回应

爱” 直播累计观看量达 1000 万， 微博

话题总阅读逾 800 万。

“后台收到 1300 封观众来信， 43

万字， 我都看哭了。” 聚橙音乐剧一名

负责人说。 总时长四个多小时的 “期待

爱回应爱” 直播中， 演员与观众在真挚

的交流中抒发和倾听， 将彼此的痛苦焦

虑升华为治愈和信念 。 音乐剧 《涩女

郎》 等延期演出的中文剧目将工作坊视

频 、 歌曲集锦在线播出后 ， 还收到大

量观众 “剧场见 ” 的期待和相约 。 线

上系列节目提升了观众对剧目的认知

度 ， 维持着音乐剧文化品牌的认知度

和吸引力。

共度艰难时刻， 找寻
未来转型创新模式

对于国内从业人员而言， 按下暂停

键的演出季也是一个沉下心思考和调整

的机会。 不少音乐剧演出机构负责人纷

纷自发组建各种直播交流会， 分享互联

网拓展推广经验、 探讨创新业态， 从最

初的抱团取暖 、 彼此打气 ， 到灵感迸

发、 找到信心渡过难关。

“原创一定是后续中国音乐剧发展

的方向 。 制作比引进音乐剧利润率更

高 ， 而原创只要持续巡演的时间足够

久， 整体利润率会更高， 对整体现金流

的释放有很大帮助。”聚橙音乐剧总经理

俞心悦分享了迪士尼董事长罗伯特·艾

格的名言：创新或死亡。 “百老汇的主流

观众为银发族，如《四十二街》曾是一代

人的经典， 但比较老的歌舞形式和剧目

审美不太适合中国市场。 现在中国音乐

剧观众年龄层主要分布在 10 岁至 35

岁，绝大多数是女性，他们喜欢更有情绪

感染力、有‘颜值’的先锋剧。从小剧场孵

化作品和观众， 再到中大型的剧场去演

出落地，是我们探索的方向。 ”

“过去节奏快， 过于忙碌， 很多创

作没有沉下心来， 创作可能浮躁， 想很

快地出成果， 创作者和演员在各方面的

生活、 影响、 诱惑也很多， 我倒觉得现

在这个时期， 对于创作者而言， 是沉下

心去好好精雕细琢搞创作的时期。” 费

元洪说， 期待在疫情结束之后， 能够涌

现更多好创意、 好剧本、 好音乐。

文化广场在 “2020 华语原创音乐

剧孵化计划” 中新增了一项特别征集，

以疫情为线索， 用音乐剧创作记录危难

之际的真情真爱。 为鼓励更多创作人才

的参与， 原先在线下进行的音乐剧大师

课则在 B 站的直播间里 “云” 开讲。

“百老汇的戏基本是自创自制的演

出， 他们的版权、 主创、 制作及演职人

员都在纽约， 有足够多的人员和体量，

可以快速地把核心资源聚集起来。” 费

元洪表示， 华语原创音乐剧孵化计划也

有意将创作者、 业内人、 观众在同一平

台连接、 发声， 最终达成汇聚音乐剧行

业资源、 衔接音乐剧市场需求、 科学音

乐剧孵化机制、 培育音乐剧新晋人才、

保障音乐剧创作权益的愿望， 共同带动

中国原创音乐剧力量的集体成长， 等待

春暖花开后的复苏。

演出业受到的冲击， 并不意味着剧

场未来会走向消亡。 费元洪分析， 百老

汇在近十多年依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除了强大的原创能力， 它也从单纯的剧

场文化， 进行更多流行跨界。 “百老汇

音乐剧的表达方式不太遵守欧洲延续下

来的音乐戏剧创作传统， 很多戏导演的

能力似乎已凌驾在作曲之上。 如今， 它

更像是一个流行文化的聚集地。”

国内音乐剧业态也在 “不断生长”。

“线下演出圈以前是很简单的， 如今影

视圈的工作模式慢慢带入音乐剧， 很多

同行开始理解不同圈层对于偶像 、 艺

人、 演员的概念解读， 我们也在寻找和

观众沟通理解的技巧 。” 俞心悦表示 ，

未来和音乐剧相关的艺人经济、 艺术教

育、 制作服务、 版权经济和线上拓展等

板块都将逐渐开拓。

三月春光乍泄，申城美术馆半数“回归”
42 家美术馆月底前陆续恢复对外开放，部分重要特展延期

“春光乍泄， 让我奔向你！” 申城

首批 12 家美术馆 13 日起恢复对外开

放的消息传出， 文艺青年们纷纷动情

留言。 据市文旅局统计， 本市超过一

半的美术馆 3 月底前陆续恢复对外开

放， 数量达 42 家。 到美术馆看展， 早

已成为申城人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

而自春节前夕美术馆随疫情蔓延纷纷

无奈闭馆起， 观众与艺术展览暂别了

约 50 天。

近日记者来到中华艺术宫、 上海

当代艺术博物馆等率先 “回归” 开放

的美术馆， 看到观展的人三三两两回

来了！ 尽管眼下尚处疫情防控的特殊

时期， 可仍阻挡不了人们想要外出走

走的脚步、 想要感受艺术的心。

看展去！ 艺术的气息正
在这座城市复苏

随着申城恢复对外开放美术馆的

消息传开， 艺术的气息正在这座城市

复苏。 截至记者发稿时， 申城已有约

30 个不同种类的艺术展览开门纳客 ，

令一众艺术爱好者激动不已。

“春暖花开， 是时候到美术馆看

展览了！” 艺评人林霖告诉记者， 上海

当代艺术博物馆、 宝龙美术馆等 “坐

标 ” 都排进了她近期的看展计划 。

“疫情期间， 美术馆的线上展览或活动

虽说也不少， 但漫步实体空间， 体会

人与人、 人与艺术作品之间交流的体

验不可替代。”

一批原本或即将结束的重磅展览

纷纷延长展期， 只为能被更多的观众

看到———

登陆中华艺术宫的 “第十三届全

国美术作品展览进京作品、 中国美术

奖作品展巡展” 就是其中之一， 春节

前夕刚从北京移师上海， 原定 2 月底

结束， 如今将延期到 5 月 5 日。 这是

每五年举办一次的 “国” 字头权威性、

综合性大展， 从 4485 件入选作品中遴

选出 513 件集中亮相， 涵盖近 20 个艺

术门类。 恢复开放首日， 中华艺术宫

迎来的第一位观众就是专程冲着这个

展览而来的， 他是一位美术老师， 坦

言想来 “取取经”。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将 “让·努维

尔：在我脑中，在我眼中……归属……”

“穿越建筑 ： 戈登·马塔-克拉克的十

年” 和 “青策计划 2019” 这三大特展

延期至 3 月 29 日， 并在疫情期间免费

开放。

值得一提的是 ， “让·努维尔 ：

在我脑中 ， 在我眼中……归属……”

是普利兹克奖得主、 威尼斯建筑双年

展金狮奖得主 、 法国建筑师让·努维

尔的中国首次个人展览 ， “穿越建

筑 ： 戈登·马塔-克拉克的十年 ” 为

已故建筑师 、 艺术家戈登·马塔-克

拉克作品在中国首次大规模呈现。 原

本这两个特展的套票为 80 元 ， 眼下

的免费 “福利” 令上海当代艺术博物

馆这几天人气颇高。 据悉， 该馆上周

末两天的预约名额早早全满， 接下来

的周末两天预约名额也已经预约完三

分之二。 跨时空 “对话” 世界经典时

尚品牌的 “浪凡 130 年艺术展 ”， 则

将在复星艺术中心延期至 5 月 5 日 。

汇聚 70 余件古董服饰 、 全新秀款和

刺绣珍品等的这个展览 ， 可谓无数

潮人们的 “心头好 ”。

此外， 一批春节前刚揭幕却因疫

情而无奈 “停摆” 的艺术展览也回来

了 ， 包括 中 华 艺 术 宫 迎 春 系 列 展

《2020-上海-你好 》 中的三个展览 ，

刘海粟美术馆的 “游艺·开荒———刘海

粟欧游九十周年纪念展”， 程十发美术

馆的 “海上标程———程十发艺术大展·

程十发作品 、 文献 ”， 明珠美术馆的

“风景与书” 特展等。

“重启 ” 的美术馆里 ，

一切井然有序

记者实地走访发现，虽然多家美术

馆因限流参观人数不多，但观展体验倍

加舒适。 疫情防控期进入中华艺术宫，

虽不必提前预约，必须遵守的流程却不

少：出示显示为绿色的“随申码”，体温

测量达标， 完成身份证及手机号码登

记———而这几乎也是重新开放的艺术

场馆入门标配“三件套”。 进馆前，每位

观众还需要洗手以及消毒鞋底———由

三个不锈钢台盆组成的洗手区以及铺

着消毒地毯的专门鞋底消毒区，都是馆

方为保证参观者安全健康特别增设的。

“麻烦是有一点， 但这样也是为了保障

我们的安全！ 理解理解！ ”一位观众说。

在 33 米层展厅， 记者遇到了从祝

桥赶来中华艺术宫的郭小姐和罗小姐。

她们都是去年 10 月才到上海工作的。

罗小姐告诉记者， 来上海不久就碰上

了疫情， 还没怎么好好逛过这座城市，

“一看到中华艺术宫恢复开放的消息，

我们赶紧来了 ”。 已经退休的陈先生

此次是二刷中华艺术宫 ， 他坦言 ：

“之前参观简庆福摄影展时就十分喜

欢这里， 现在观众不多， 正好可以静

心观展。”

这段时间进入上海当代艺术博物

馆， 须通过馆方的微信公众号预约参

观， 每天限额 500 人。 馆内随处可见

不少贴心的防控小细节， 还有供观众

随时消毒手或手机的酒精小棉片。 进

入馆内的每一个展览， 都要再测一次

体温， 一切井然有序。

文化

■本报记者 吴钰

■本报首席记者 范昕

现已恢复对外开放 ： 中华艺术
宫 （上海美术馆）、 刘海粟美术馆 、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 程十发美术
馆、 上海油画雕塑院美术馆 、 韩天
衡美术馆、 陆俨少艺术院 、 程十发
艺术馆、 金桥碧云美术馆 、 松江美
术馆 、 杨培明宣传画收藏艺术馆 、

东方陶瓷美术馆 、 徐汇区艺术馆 、

民生现代美术馆、 明珠美术馆 、 丁

聪美术馆、 刘海粟美术馆分馆 （上
海市普陀区美术馆）、 崇明美术馆 、

周慧珺书法艺术馆、 华侨城当代艺
术中心上海馆、 泓一美术馆 、 上海
海派连环画中心、 宝龙美术馆 、 翱
翔艺术馆、 释凡美术馆 、 大通艺术
馆 （崇明美术馆分馆 ）、 尚画美术
馆 、 吴昌硕纪念馆 、 秦古美术馆 、

龙现代美术馆
3 月 20 日恢复对外开放： 复星

艺术中心、 龙美术馆西岸馆 、 龙美

术馆浦东馆
3 月 21 日恢复对外开放： 艺仓

美术馆
3 月 23 日恢复对外开放： 云间

美术馆、 周浦美术馆、 库伯美术馆
3 月 24 日恢复对外开放： 明圆

美术馆、 皓古文化艺术馆
3 月底恢复对外开放 ： 赵春美

术馆、 余德耀美术馆、 王狮美术馆
（恢复开放时间以各馆公告为

准， 部分场馆有限流、 预约要求）

聚橙音乐剧联合微博戏剧发起“期待爱回应爱”公益直播，图为宣传海报。

恢复对外开放后的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内， 观众全程佩戴口罩观展。 （馆方供图）

维托里奥·格雷戈蒂代表作品之一———里斯本贝伦文化中心。 （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王筱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