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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城大楼》，
看人与城市的梦想共同拔节生长

首部以上海中心为拍摄地、主角之一的影片启动，反映 90后与浦东开发
开放、与城市发展同生共长，点亮基层党建、电竞之都等城市名片

“提到上海，人们都会说这是座海

纳百川的城市。在我看来，海纳百川也

在于她能包容无数梦想的实现。”导演

谢鸣晓如是说。

昨天，电影《大城大楼》在上海中

心大厦举行启动仪式。主创们身处的，

是中国第一高楼，再精准些，是上海中

心大厦 22 层陆家嘴金融城党建服务

中心。 天气正好，目力所及的窗外，黄

浦江、摩天大楼、陆家嘴的车水马龙，

都是这座城市最蓬勃的注脚， 闪耀着

无数梦想在孕育、生长中的不同星芒。

自新年以来在此开机拍摄， 梦想的热

力悄然消弭着数九寒天的冷意。

影片出品方、 上影集团党委书记

兼董事长王健儿介绍， 故事一方面聚

焦普通人， 反映青年一代与浦东开发

开放、 与城市发展同生共长的步伐；

另一方面， 影片将在讲故事的过程中

点亮基层党建、 电竞之都、 垂直马拉

松等具有标识度的上海城市名片。

事实上， 作为上海市庆祝建党百

年的文艺重大主题创作项目， 《大城

大楼》 有着复合型的 “主角”。 身高

632 米的上海中心大厦不单单是影片

的拍摄地、 背景板， 也是推动叙事的

主角之一； 与这栋高楼休戚相关的普

通人、 尤其是 90 后青年则是传统概

念的主角； 而让 “人人都有人生出彩

机会， 人人都能有序参与治理， 人人

都能享有品质生活， 人人都能切实感

受温度， 人人都能拥有归属认同” 的

上海， 更是影片能勾连银幕内外共情

的主角。

就像主创们集体期许的———电

影将力图展现出有温度、 有精神、有

底蕴、有灵魂的“大城”和“大楼”，展现

出可以承载、 包容每个人梦想的初心

之地。

聚焦当代青年，以
90 后的三十而立求解
“正青春”

《大城大楼》由张建亚监制、谢鸣

晓导演、何晴编剧，李媛、陈奕龙、佟瑞

欣等主演。近乎“全上影班底”，会怎样

讲述上海的本土故事？ 主创们的关键

词都是“正青春”。

求解“正青春”，在乎故事里的主

人公是否鲜活可感、有血有肉。 以青

春励志为底色， 影片从一对 90 后发

小讲起， 追踪他们的 “三十而立”过

程。 伴随如火如荼的开发大潮，这对

年轻人用自己的方式挥洒青春热血，

在各自岗位上践行梦想、 创造奇迹。

男主人公李石是名幼儿园老师，表面

看似离经叛道，实则一直在努力成为

优秀教师。 女主人公安安就职于上海

中心，无论是在日常工作抑或垂直马拉

松等新鲜活动中，她都能用可亲可近的

方式 ，以青春浇灌出属于自己的 “大城

大楼”。

启动仪式上，两名年轻的主创也拆

解了他们对 “正青春 ”的理解 。 陈奕龙

说， 李石是个典型的上海本地 90 后代

表，他与浦东的开发开放一同成长。 演

员希望，自己能通过诠释这个有正义感

的角色 ，将暖意 、善意和责任感传递给

大银幕前的观众。 李媛从《大城大楼》里

看见了她所理解的三种时代精神 ，“张

工代表 ‘责任 ’，安安代表 ‘奋斗 ’，李石

身上则有一种‘时代的表达’。 这三个时

代中人看似各自忙碌， 实则命运相连，

他们身上折射出的特质，恰是浦东开发

开放 30 多年来与我们所有人息息相关

的时代精神。 ”

“正青春” 还在于电影的拍摄手法

上。谢鸣晓说，影片将融入许多“二次元”

文化。 年轻人喜爱的电子竞技及其发展

过程，将在片中具有相当篇幅。影片还力

邀年轻人耳熟能详的“电竞人皇”Sky 加

盟拍摄，上映时，观众将能在大银幕上沉

浸式地欣赏高水准炫技。 此外，cosplay、

全甲格斗等流行元素， 也将共同为主旋

律电影注入无限青春活力。

站在上海中心视角，以
电影奇观再一次阅读上海

“上海中心登顶有着规定路线，但跟

随电影镜头，观众能看到限定之外的、更

丰富的上海中心。 ”谢鸣晓说。 站在上海

中心、立足中国第一高楼，确实为电影阅

读上海打开了更广阔的视角。

具体到个人，以李石为例，他表面上

看似离经叛道，其实一直在通过自己的努

力成为一名 “斜杠青年”———既能当得了

优秀教师，也能完成向往多年的全甲格斗

直播“决战上海之巅”的梦想。在寻常的青

春片里，这个角色不过承担着传达励志的

使命，但剧情设置于上海中心背景、放在

上海发展的环境中，观众将发现，李石的

奋斗拼搏轨迹、他的梦想兑现过程，离不

开上海建设电竞之都的步履不停。正如主

创所感慨的，十多年前，谁能想到上海如

今会是年轻电竞人逐梦潮头的理想之城。

放诸一群人身上，以基层党建为例，

对普通人的关注、对困难群体的帮扶、对

城市中任何需要温暖的人群的关爱，都

会通过上海中心的新型基层党建投射在

影片中。 编剧何晴说， 她的创作源于现

实，“去年 4 月，我到上海中心采风时，

深深为这里基层党建中心涌动的情

怀、暖流所打动”。 上影演员剧团团长

佟瑞欣介绍，片中将有段重头戏，包括

牛犇等老艺术家在内的上影演员们都

闻讯赶来，“大家就是被党建中心发生

的真实事所感召了”。

而在张建亚眼里，《大城大楼》的拍

摄过程，本身也是上海电影人达成梦想

的过程。 “当年国际饭店是上海第一高

楼时，我们想在最高处拍电影；后来南

浦大桥、洋山深水港等建成，上海电影

人都用电影为上海标志性建筑工程留

下影像档案。”现在，《大城大楼》是上海

电影在新时代攀登的新高度。他说：“新

年最冷的那天清晨，我们在上海中心之

巅拍摄全景，旭日东升，俯瞰镜头下的

上海中心、浦东、上海，美极了。 ”

上海是党的诞生地。 她曾是红色

文化源头，今天是用巨大的经济文化成

果向世界展示中国理念、 中国精神、中

国道路的窗口。建党百年的重要历史时

刻，一部来源于生活体验、根植于青春

成长的上海题材上海故事， 将让经历

着、创造着、享受着城市发展成果的年

轻人心有触动，为祖国骄傲、为上海自

豪，为自我的奋斗与成长会心一笑。

上海见证中国顶尖女舞者“30+”后的进阶与闪耀

《舞蹈风暴2》收官，总冠军谢欣“跳进了观众的心里”，落“沪”六年多的她说———

上周末， 热门综艺 《舞蹈风暴》 第

二季迎来 “终极之战”， 顶级舞者们再

度激情碰撞， 最终谢欣以 《一个舞者的

独白》 斩获总冠军。 谢欣是中国现代舞

坛最活跃的艺术家之一， 曾获中国舞蹈

“荷花奖” 金奖、 德国汉诺威国际编舞

比赛银奖和最受欢迎作品奖。 在谢欣看

来， 中国现代舞在世界范围内吸引着越

来越多关注的目光， 而上海则成为了优

秀舞者新的聚合地。

2014 年将舞蹈事业 “落户 ” 上海

后， 谢欣带领舞团一路奔向国际舞台，

并于 2019 年入选 “上海青年文艺家培

养计划”。 尽管过去一年里新冠肺炎疫

情肆虐全球， 让许多国外艺术团体陷入

停演停训的窘境， 但谢欣与她的舞团早

已重归舞台。 近半年来 ， 她不仅用 10

支行云流水般的舞蹈短节目打动综艺观

众， 《九重奏》 《熵》 等新作也先后在

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剧场亮相。

历经蜕变，重新“爆发”，
青年舞蹈家在上海不断成长

“30岁往上是一个很美好的年龄阶

段，因为我们这个时候才发现我是谁。 ”

谢欣如是说。 谢欣曾先后加入过广东现

代舞团、金星舞蹈团、“陶身体”剧场、雷

动天下现代舞团等，2014 年“落户”上海

时， 她正好踏

在 30 岁的门

槛上。现在，谢

欣舞蹈剧场已

经在闵行区银

都西路扎下了

根， 从最初的

5 人规模拓展

到 9 位舞者 。

她把家安在上

海， 也在这里

找到了事业的

新起点。

2019 年 ，

谢欣在上海东

方艺术中心跳

完 最 后 一 场

《大饭店 》，当

时已经怀孕 8

个月。那一年，她与舞团都经历了重大蜕

变，成名作《一撇一捺》在上海国际舞蹈

中心剧场的支持下展开欧洲巡演， 顺势

打开了欧美市场。谢欣还入选了“上海青

年文艺家培养计划 ” ———该计划将文

学、 戏剧戏曲、 影视、 美术、 音乐舞蹈

界的优秀青年列入本市文艺人才库， 为

其提供创作、 演出、 深造等机会， 进行

“一人一策” 的精细化培养。

2020 年伊始 ， 谢欣摩拳擦掌准备

大展拳脚， 疫情却突袭而至。 舞蹈剧场

推迟开工， 谢欣却闲不下来， 不仅把身

体训练视频分享在小红书平台上， 还静

心 构 思 新 作

品。 随着疫情

得 到 有 效 控

制， 上海舞台

恢复了活力 。

新 作 《 九 重

奏 》 于 2020

年 7 月在上海

国际舞蹈中心

剧场举行世界

首演， 而后她

又与演员尹昉

合 作 排 演

《熵》。 对这些

年轻人而言 ，

上海就是艺术

创 新 的 “ 福

地” ———谢欣

是上海国际舞

蹈中心剧场的 “联合艺术家”， 而尹昉

曾入选上海国际艺术节推出的 “扶持青

年艺术家计划”， 他们合作的 《熵 X ?

形的存在》 则是国舞剧场的委约作品。

历经蜕变， 重新 “爆发”， 是 2020

年上海艺术舞台的真实写照。 一年间，

上海歌舞团出品的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

波》 完成了第 200 场演出， 上海芭蕾舞

团的现代芭蕾 《绽放》 向比利时直播。

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剧场 “青年孵化平

台” 也迎来了集中 “爆发” 之年， 《我

用一支舞带你飞上天》 《摄生》 等多部

委约作品、 联合制作作品与观众见面。

以“有思想的舞蹈”为艺
术生命画下重要符号

已功成名就的舞蹈家为何来到 《舞

蹈风暴》， 以普通选手的身份上台竞技？

“希望被更多人看到， 让中国的现代舞

‘出圈’。” 谢欣的目的很直接。

《舞蹈风暴》 第二季首播当晚， 谢

欣用一支不足三分钟的 《流痕》 惊艳了

全场。 “流淌在身上的是水流， 但流逝

的是时间。” 在她的编舞构想中， 圆形

舞台像是日晷台， 而舞者就是中央的指

针， 把所有珍贵的记忆铭刻进身体里。

近四个月来， 谢欣用 10 支不同风格的

舞蹈 “跳” 进了观众的心里： 《不在》

回溯了 “逆流的时光”； 《幻·镜》 展现

超然物外的 “出尘感” ……时间、 情感

等抽象元素被她信手拈来， 又以细腻的

表演润人心田。

“《舞蹈风暴》的 10 支作品，每一支

对我来说都很珍贵。”谢欣说，“以舞蹈的

独白，把我作为一个舞者的感受，通过声

音 、通过动作留在这个舞台上 。 ”尽管

《舞蹈风暴》 汇聚了不同舞种的顶级选

手 ，技巧难分伯仲 ，但走到最后的往往

是表演与编创能力俱佳的复合型舞者。

“作品表达了我的真实想法， 吸引到观

众炙热的目光和真实的鼓励，就是最大

的收获。 只要有一些人觉得我跳进他们

的心里， 就够了。”

《永不消逝的电波》 剧照。

陈奕龙饰李石。

李媛饰刘安安。

（均上影集团供图）

襊上海中心俯瞰。

制图：李洁

﹃
红
色
发
电
机
﹄
从
上
海
出
发，

舞
剧
︽
永
不
消
逝
的
电
波
︾
交
出
最
燃
年
度
答
卷

昨晚，“红色电波”回荡于深圳保利剧院，

将英雄的故事铭刻在观众心里。这是舞剧《永

不消逝的电波 》（以下简称 《电波 》）2020—

2021 演出季的最后一次亮相 ， 全场观众对

“百场如一”的高质量舞台呈现报以连绵不断

的掌声。一年间，上海歌舞团携《电波》走出了

疫情“冰封期”，跑遍了从东海之滨到南方大

地的 23 个城市，用 118 场高频次、高水准的

演出再攀艺术高峰。

据上海歌舞团团长陈飞华透露， 到昨晚

为止，舞剧《电波》演出已达 222 场次。红色电

波回响在中国大地上，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

党百年之际， 上海舞蹈工作者以最精湛的艺

术作品，向党致以最诚挚的敬礼。

同118场《电波》一起，走
进那段历史，走近革命先烈

回首过去的一年，动人的“《电波》时刻”

依旧历历在目。 2020 年 1 月，舞剧《电波》在

杭州、南京等地演出 5 场后，演出市场因新冠

疫情进入“冰封期”，观众只能通过“云剧场”

欣赏各类剧目。疫情后，你最期待进剧场看哪

部戏？一项调查显示，在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旗

下的 11 部热门戏剧中，超过一半上海观众投

票舞剧《电波》。

2020 年 6 月 24 日，《电波》 在上海国际

舞蹈中心剧场惊艳回归，完成了对观众“重逢

在剧场” 的承诺。 上海歌舞团荣典首席、“兰

芬” 扮演者朱洁静又闻到剧场的地胶香，“心

里都是雀跃的”。 疫情防控措施十分严格，现

场上座率只有 30%， 观众们都佩戴着口罩，

但掩不住兴奋与喜悦的心情。 《电波》就此拉

开新演出季的大幕，从 30%到 50%再到 75%

的上座率，剧场演出逐渐恢复了勃勃生机。

2020 年 9 月 11 日晚，上海举行“一切为

了白衣战士”专场慰问演出，500 余名特邀观

众走进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剧场，观赏舞剧《电

波》。谢幕时，主演朱洁静、王佳俊俯身把手中

鲜花献给了坐在第一排的观众———上海市第

一人民医院心理科医生张芳， 更把全体主创

人员的敬意献给抗疫战士。

2020 年 12 月 18 日，两周岁的《电波》在

佛山大剧院的巡演中完成了第二个“百场”，有

些观众驱车数百公里为赴《电波》之约，还有一

些无法亲临现场的粉丝则通过录制短视频表

达对《电波》的心声。

舞台上的“电波”与路途中
的颠簸，已成为演员们的日常

40106 公里， 是全体舞蹈演员一年的巡

演路程；151 天，是全体舞美工作人员离开家

的天数。 23 个不同巡演剧场、50 多次城际往

返，舞台上的“电波”与路途中的颠簸，都成了

演员们的日常。 从去年夏至到今年元旦的小

半年里，舞美工作人员几乎都在外地陪伴着《电波》度过。 走进剧场，他们

心里只有舞台，微信视频成了他们与家人唯一的纽带。

在陈飞华看来，“百场如一”的背后是扎实的“一步一个脚印”。根据疫

情防控规定，原定的《电波》2020 年春季巡演计划不得不暂停。 但演员们

依旧以饱满热情完成了一系列年度业务考核， 确保状态和体能始终 “在

线”。 “那时候，我们每天坚持练功，通过互联网‘云排练’。 每天走过上海国

际舞蹈中心剧场，都在幻想复工的场景，后来终于等到了！ ”朱洁静回忆说。

演出恢复后， 专业老师们每场都在观众席监督着演出艺术质量和舞

台呈现，总编导韩真、周莉亚数次重返剧组继续打磨作品。 “有观众打着

‘飞的’从全国各地赶来观剧，我们要做到‘百场如一’甚至‘千场如一’，每

一次演出都给观众同样的牵挂和感动。”陈飞华给演职人员鼓劲，确保“把

每一场都当成第一场”。

青年演员们也不断给自己加压，努力把角色刻入肌体、印在心上。 去

年 10 月 23 日，《电波》首次来到了剧中“李侠”的出发地———延安。在演出

间隙的参观学习中，上海歌舞团荣典首席、“李侠”扮演者王佳俊从旧址里

感受过往的回忆，从讲解中想象那些年的场景。 “希望让背景研究再深厚

一些，让舞台感受再贴切一点，让自己的角色可以再真一些。 ”王佳俊说。

■本报记者 宣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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