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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筱丽）“第十二届东方名

家名剧月” 昨天对外发布演出剧目： 从 3 月

20 日至 5 月 2 日，长三角各戏曲院团将带来

14 台剧目共 19 场演出，其中，红色题材与优

秀新作是最大的看点。

据透露，上海京剧院两出经典剧目《智取

威虎山》《杜鹃山》 将?别担纲开幕与闭幕大

戏，呈现国粹的风华正茂。“今日痛饮庆功酒，

壮志未酬誓不休。 ”气势宏大的现代京剧《智

取威虎山》兼具革命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历

经几度重排，60 ?载常演不衰。 国家一级演

员傅希如将再度扮演传奇侦察英雄杨子荣，

带来脍炙人口的唱段与极具艺术感染力的表

演，展现“甘洒热血写春秋”的英勇豪情。 “梅

花奖”得主史依弘则将在《杜鹃山》中带领观

众在“乱云飞”的优美唱段里重温红色经典，

寻找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是上海的

宝贵资源， 上海沪剧院与上海独脚戏艺术传

承中心不约而同地选择用“上海的声音”诠释

红色题材精品力作。 上海沪剧院的《江姐》被

院长茅善玉形容为“老树开新花”，此次该剧

全面起用青年一代演员， 用全新的舞台面貌

和青春气息重现红色经典。 几易其稿的原创

大型沪剧《壹号机密》在剧情、舞美、表演形式

全面升级后， 将让观众看到生活戏剧化和戏

曲生活化的有机结合。大型滑稽戏《上海的声

音》则以“接地气的方式”展现普通人家与国

同呼吸、共命运的温情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 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时隔

10 年将再度迎来湖北省歌剧舞剧院的民族

歌剧《洪湖赤卫队》。《洪湖赤卫队》创作 60 ?

年来演出 3000 ?场，塑造了韩英、刘闯、彭霸

天等一批鲜明的人物形象，一曲“洪湖水浪打

浪”记录了一代人的红色青春。

“聚焦新剧目、 展示新成果、 培养新观

众是名家名剧月一以贯之的初心。” 上海东

方艺术中心副总裁罗学勤告诉记者， 此次新

创佳作展现的多元时代活力也是舞台上的亮

点之一。 自2016年年底诞生以来， 长篇评弹

《高博文说繁花》 已经成为了上海评弹团的

保留剧目之一。 上海评弹团团长高博文此次

将带来新版 《高博文说繁花》 的首次公演。

据介绍， 新版突破书场形式， 加入上海话内

容， 将在保留曲种的独特韵味的同时注入全

新色彩。 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的原创现代

昆剧 《梅兰芳·当年梅郎》 别出心裁地选取

了梅兰芳青年时初闯上海滩的拼搏经历创作

而成。 该剧以戏中戏和虚实结合的形式， 采

用工笔白描与侧面剪影相结合的手法， 展现

一代京剧大师的艺术成就与人格魅力 。 此

外， 杭州越剧团将呈现大型经典越剧 《红楼

梦》 与 《玉蜻蜓》， 浙江小百花越剧院将带

来 《五女拜寿》 与新版 《梁祝》。

“观光视角”之外，上海故事书写如何打开新空间

跳出“摩天写字楼、奢侈品商店”等都市景观“标配”，
本土作家从人间烟火探寻质朴叙事的路径

比肩接踵的摩天大楼、 四通八达的快速

干道、流光溢彩的都市夜景之外，一座城市还

有多少可开拓的书写空间？ 生于斯长于斯的

沪上作家如何塑造他们眼中的缤纷上海？

近期，一批上海题材小说陆续出版，如滕

肖澜《心居》、蔡骏《春夜》、禹风《玻璃玫瑰》、

顾湘《赵桥村》、路明《出小镇记》等纷纷作出

了自己的探索。令人欣喜的是，这些作家跳出

千篇一律的“怀乡挽歌”“摩登生活”等窠臼，

学会潜入生活洪流，从“浮光掠影”变“深层探

寻”，以质朴的叙事、精准的细节挖掘人与城

的复杂关系，定格大街小巷的美好温暖瞬间，

呈现有滋有味的都市情态。

描摹人性底色，“小日子”
里也有“大味道”

“日新月异的时代，都市的生活场景、审

美意象越来越具备广阔的想象空间。 城市叙

事的视角捕捉， 考验着作家对城市景观与都

市人群的艺术呈现。 ”在评论家项静看来，都

市文学是座富矿， 身处上海这座充满活力的

城市，作家的文学书写，应跟上海的成长形成

丰富互动。尤其对于青年作家而言，如果仅一

味流连于“摩天写字楼、奢侈品商店、咖啡馆”

等都市“标配”地理景观，很难写出传神的个

性化面貌。

比如，一些都市题材作品中常见“观光者

视角”和“内部视角”，但各有不足。 评论界指

出：前者容易建立，好比来上海的人坐上一辆

观光车，沿着重要热门景点游一遍，但视线会

囿于单一的高频景观，陷入种种符号化干扰；

后者更侧重城市生活所涉衣食住行， 但仅罗

列风土人情细节， 容易沉迷于市井琐事而不

自知，看不到城市整体的高效运转。

如何深入“人的精神内核”，是摆在不少

作家面前的挑战。从《城里的月光》《乘风》，到

《城中之城》，再到《心居》，滕肖澜的作品几乎

都和上海有关， 她的写作策略是借民生话题

切入，从“小日子”里提炼出“大味道”，既怀着

对城市的憧憬和展望， 也有对逝去时光的回

顾和梳理。比如新长篇《心居》写“居”，但不局

限于买房卖房， 而是从一个大家庭的祖孙三

代轨迹道尽普通人对“小日子”不懈的热望打

拼。小说囊括了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常驻者，

也有折腾半辈子只为落叶归根的老上海人，

还有努力上进的新上海人……

“写上海，绕不开‘房子’这块。 但更重要

的是围绕房子衍生出了种种酸甜苦辣交织的

人生经历。”她坦言，身为上海人写上海，既有

便利的一面 ， 但身在其中 ， 有点像蜡烛的

光———最靠近的地方， 反而温度最低， 所谓

“灯下黑”，“因此， 一方面要兼顾大家熟知的

上海品质和城市特色； 另一方面也希望挖掘

出上海人新的精神面貌。 ”

越来越多青年作家意识到， 如果写作只

倚赖某种视角， 很难建立起跟人与城之间的

鲜活关联，容易陷入以偏概全的“刻板印象”

中。 “对于城市我有强烈的写作欲望，但随着

了解深入，理性更占上风，因为作者对城市的

认知往往是横截面式的，要避免单一，尽可能

准确呈现。 ”禹风说。 他的小说集《玻璃玫瑰》

尝试在叙事中调和不同视角， 多棱镜般折射

城市多重维度。 评论家李伟长评价该作品里

既有“夜上海夜上海”“玫瑰玫瑰我爱你”等荡

漾出的“老上海基因”，也有公司高管、外企白

领、在沪外籍人士、务工人员等汇聚而成的当

代都市烟火画卷。

不固守光鲜地标，勾勒城
市多元镜像

“站一个至高点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

观的景象。它是这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

这是王安忆小说《长恨歌》的开头，叙述者站

在高处打量弄堂， 城市日常一点点开启；“如

果不相信，头伸出老虎窗……”这是金宇澄小

说《繁花》里的一句话，他更多采取的是“身在

其中”的视角。

除了人们熟悉的街巷里弄， 项静观察到

一个现象， 近年来上海本土写作出现了新趋

势，一些作品从市中心延展至郊区，对上海气

质的理解愈发丰富饱满， 勾勒出城市更多元

的镜像。 比如，80 后作家顾湘几年前从上海

市区搬到赵桥村，这里靠近长江入海口，面对

崇明岛， 由此带来的生活积累和心理感受被

她写进新书《赵桥村》，为读者打量远郊多了

一重视角。 而薛舒的多篇中短篇小说也聚焦

郊区故事，让人们一窥城市的发展进程。

有学者表示，这座城市里有摩登温情，也

有工业硬核， 人们无法以某一种典型想象来

容纳所有的城市经验。 以蔡骏最新半自传体

长篇《春夜》为例，书中延续了作者擅长的悬

疑推理元素， 结合父亲曾在上海第三石油机

械厂的工作经验， 烘托出新旧世纪之交沪上

工厂子弟的生活起伏， 映射了城市百年工业

历史的前世今生。该小说的背景跨越几十年，

散落其间的沪上地标、工厂名称和上海方言，

并非“怀旧式”打卡，而是融入紧张情节中，令

读者更有代入感。

在评论家木叶看来，《春夜》 注重展现深

流涌动的社会关怀， 写出了亲切真实的两代

工人群体生活与精神面貌。“类型小说需要智

慧高超的谋篇布局能力， 从悬疑类型并轨到

纯文学轨道上，蔡骏通过角色的行动轨迹，让

上海在文学意义上有了更多的扩张与拓展。”

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颜慧说。

孟京辉：厉害的人都读诗
独角戏《狐狸天使》主创亮相沪上

“站在每一座峰顶，向往更高的山峰；置身每一个城市，

向往更大的城市；现在，向往如故……”1 月 11 日，知名戏

剧导演孟京辉现身朵云书院·戏剧店， 在现场朗读起小说

家、诗人彼得·汉德克的《童年之歌》。“厉害的人都读诗！”孟

导风趣地说。热爱阅读也热爱上海的他表示，很高兴看到上

海终于有了专业的戏剧书店。

文学与诗歌， 一直以来都是激发孟京辉戏剧想象的灵

感源泉。面对记者的提问，孟京辉说，自疫情发生后，阅读就

占据了他大部?的时间，“我读完了手边所有的剧本， 读完

了《布莱希特全集》，甚至是三十年前就已经烂熟于胸的阿

瑟·米勒。 ”

“缺了戏剧，身体没事，但精神会垮掉。 ”孟京辉说。1 月

月 28 日起，他的全新独角戏作品《狐狸天使》就将亮相上海

大剧院中剧场。这部新作的剧情参考了诗人里尔克、戏剧大

师布莱希特、 小说家彼得·汉德克和胡里奥·科塔萨尔的文

字片段，由五段完全不同却又丝丝相扣的故事组成。剧中将

展现多个“一次”后的反转：一场车祸，让被撞者和撞人者都

成了邪恶的代表；一次咒骂，空荡的脑袋里孵出了前所未有

的心声；一次失眠，遇见了爱情，或是欲望；一份遗愿，重燃

了心跳；一次死亡，让生者摇曳飘忽……种种偶然，将在淡

淡的忧伤中浸透出人生的底色，如同狐狸的蹩脚诡计，又如

同天使的隐秘善心。

孟京辉的戏剧风格随性而自由， 那些舞台上的吉光片

羽，就是因阅读、音乐而产生的“条件反射”。 他说自己一直

是个很“慢”的人，所以才喜欢阅读、喜欢画画。 疫情期间他

一直躲在家里画油画。 “画画，是为了在自己的世界里待一

会儿，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接近自我的状态。而这也是

我坚持的文化选择。 ”

当天，《狐狸天使》的主演黄湘丽也来到了书店。“阅读，

能够不断打破现有的禁锢和边界。 ”对她而言，阅读和戏剧

都已经成为了一种日常， 融入了生命。 连演三部独角戏的

她，拥有 13 年舞台经验，八年独角戏演出创作经验，屡屡刷

新国内剧坛演出纪录———一人在舞台上驾驭十个角色、独

自跨越三个平行时空。 继《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你好，忧

愁》《九又二?之一爱情》后，上海观众又将能够欣赏到由孟

京辉、黄湘丽这对“金牌搭档”带来的舞台奇幻之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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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究竟曾为世界文明贡献过什么

豆瓣9.5分，《国家宝藏3》魅力何在？它以中华大地上的九座历史文化遗产和

类别丰富的27件国宝文物回答了重要命题———

无论是影视作品，还是综艺节目，想要超

越前作，并非易事。 不过，眼下正在热播的大

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 3》就在一片叫好

声中拿下三季以来最高评?， 在豆瓣上获得

9.5 ?。 原因何在？ 已经播出的六期给出的答

案是：格局和视野。

如果说《国家宝藏》前两季以年轻的表达

让人们见识到文物之美以及国宝重器所承载

的文化自信， 那第三季则更深层次地将中华

文明置于人类文明的长卷， 以中华大地上的

九座历史文化遗产和类别丰富的 27 件国宝

文物回答了两个重要的命题： 中华民族究竟

曾为世界文明贡献过什么？今天的我们，究竟

该为后世子孙留下些什么？

中华文明赓续绵延，与世
界文明交相辉映、互相交融

在文物保护、 活化利用中， 时常要问两

个问题： 初心是什么？ 时代需要什么？ 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庆柱认为，

考古学是一门通过文物来研究历史的科学，

目的就是以史为鉴， 获取人类发展进步的有

益经验。

和前两季相比，《国家宝藏 3》 最大的变

化之一是主角， 不再停留于某一个博物馆室

内空间， 而是选取了中华大地上的九座历史

文化遗产———600 年的紫禁城、933 年的西安

碑林、1000 年的苏州古典园林、1300 年的布

达拉宫、1654 年的莫高窟、2200 年的秦始皇

陵、2500 年的孔庙孔林孔府、3200 年的三星

堆、3300 年的殷墟，以及类别丰富的 27 件国

宝文物，传递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

比如，第一期在介绍故宫时，专门讲到了

金嵌珍珠天球仪。 作为我国流传至今唯一一

座黄金制成的天球仪模型， 该天球仪布列星

辰、三垣、二十八星宿、三百六十八星座、一千

三百三十颗星，球面还有黄道、赤道、银河和

二十四节气，是融贯科学和艺术的珍品。这件

宝物反映出我国清代不俗的天文科技水平，

也是中西文明交流的见证———天球仪最大特

点之一是上面的星象引进了西方的星等，体

现了当时对西方文明的借鉴。

事实上， 中华文明赓续绵延， 一直以来

与世界文明交相辉映、 互相交融。 12 世纪

传入欧洲的造纸术和 15 世纪传入西方的活

字印刷术， 加速了启蒙运动、 文艺复兴的进

程； 13 世纪， 指南针传入阿拉伯和欧洲各

国， 为欧洲航路开辟和发现美洲提供了重要

条件； 13 世纪中期火药传入阿拉伯， 后由

阿拉伯传入欧洲， 成为助推近代社会变革的

关键技术发明……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惠互鉴，

因互鉴而共荣发展。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没

有什么能阻挡人类文明互鉴的步伐， 唯有携

手共进、守望相助，才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钥

匙。 学者认为， 这对于全球化受到挑战的当

下，极具借鉴意义。

一件件国宝背后，是一代
代历史文化遗产守护者的辛
勤付出

泱泱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 留下无数宝

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而一件件国宝背后，是一

代代历史文化遗产守护者、 传承者尽施己力

的辛勤付出。

以 “九色鹿” 为例， 作为美丽、 善良和

正义的化身， 这一经典动画形象定格在了无

数 70 后、 80 后的记忆里。 它的原型出自被

誉为中国绘画基因库的敦煌莫高窟 。 据统

计 ， 莫高窟的壁画总面积达 45000 多平方

米， 保留了北凉、 北魏、 西魏、 北周、 隋、

唐、 五代、 宋、 西夏、 元等十个朝代的绘画

佳作， 堪称艺术宝库。 它们能留存至今， 离

不开许多人的默默付出 。 他们来自五湖四

海 ， 却选择归根大漠 ， 隐身于世 ， 生死相

守， 其中便有 “敦煌守护神” 常书鸿。

近 1700 年， 是敦煌莫高窟走过的风雨

历程 ； 50 年 ， 是常书鸿痴守敦煌的岁月 。

他青年时期留学法国十年， 艺术创作才华已

经崭露头角， 本该有美满安逸的一生， 他却

放弃了个人的艺术创作， 每日清沙筑墙、 整

理资料、 修复石窟塑像、 临摹历代壁画。 莫

高窟有一座倚崖高楼叫 “九层楼”， 檐角挂

着 “铁马” 铃铛， 常书鸿听了几十年。 后来

回到北京， 他在窗前也挂一串铃铛， 梦里依

稀回到敦煌。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场文化的接

力 。 令人欣喜的是 ， 如今 ， “敦煌艺术之

花” 正越来越多地绽放在我们的生活里： 电

视剧 《长安十二时辰》、 电影 《英雄》 《妖

猫传》 等许多影视剧的场景取材自敦煌莫高

窟； 奥运会开幕式上的飞天、 舞蹈 《丝路花

语》 《千手观音》 中的美妙身姿来自敦煌莫

高窟； “九色鹿” 的形象亦历久弥新， 如今

被印在丝巾上、 画在茶杯上……

一如观众看完后的留言：通过《国家宝藏

3》，我们感受到文物背后文化的重量、底蕴，

知晓了“何谓华夏，何以中国”，它书写过去，

指引将来。同时，也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曾经的

辉煌，不要忘记现在的难题，更不要忘记未来

我们背负着什么，该如何走下去。

《赵桥村》《玻璃玫瑰》《心居》

《狐狸天使》剧照。 （孟京辉戏剧工作室供图）

《春夜》

■本报记者 李婷

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 3》?一片叫好声中

拿下三季以来最高评分。 制图： 李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