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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姜方

《战上海》昨晚焕新亮相，杂技语汇开启红色记忆之门

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剧目，
上海出品红色主题杂技剧登陆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本报讯 （记者王筱丽）伴随着象征和平的白鸽凌空飞来，安

静地落在金色的“雕像”上，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内响起雷

鸣般的掌声……作为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优秀舞台

艺术作品展演”剧目，由上海杂技团和上海市马戏学校联合创排

的红色主题杂技剧《战上海》昨晚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连演两

晚，演员们以崭新的杂技艺术语言、创新的表现手法为观众开启

红色记忆之门，再现上海解放这段战争史上的奇迹，重温那个波

澜壮阔的时刻。

此次赴京演出的《战上海》经过了历时半年多的重大修改，

剧情更加紧凑，杂技技巧展现更为巧妙，加上多媒体、音效、光影

的配合与技巧、剧情、人物形成呼应，使各个场景更为逼真与震

撼。 与此同时，剧中还融入了更多上海红色基因，进一步发挥了

杂技本体与叙事、剧情高度融合的优势。

以在今年央视元宵晚会上亮相的尾声片段《丰碑》为例，为

达到编导在剧目尾声升华意境的要求，演员不惜舍弃成型技术，

重新研发契合剧目创意的技巧，在情景中诠释崇高的革命理想。

此外，为了实现更加贴近历史的创意，剧中打破了海派杂技代表

节目“跳板”的固定表演程式，根据剧情进行拆解整合，这一革新

更好地体现了“血战外围”中我军为突破敌人火力封锁飞身炸坦

克的壮烈场景，也引发强烈的震撼和冲击。

首演于 2019 年，《战上海》一经推出后就引发了观众和业界

的关注，全剧采用以小见大的叙事手法，将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

主义相结合，通过正面战场和地下斗争两条故事主线交替展开。

剧中八个场景汇聚了 20 个精品杂技节目， 涵盖杂技、 魔术、滑

稽、 驯兽等表演样式， 以杂技特有的惊险和充满张力的肢体语

汇，融入剧情叙事，并配以“声、光、电、影、景”等综合艺术运用，

展现进步青年追求理想、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的奋斗精神，用青

春和热血奏响了一曲英雄主义赞歌。

本次演出后，演员们将携整剧及精彩片段围绕建党百年主题

参加各类重要演出，下半年 50多场的巡演档期也在不断增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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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 年的“上海

之春”音乐节舞台，上

海音乐学院民族班的

藏族学生才旦卓玛唱

响 《唱支山歌给党

听》，经过电台的录制

播放，这首歌曲传遍大江南北，成为几代人心

中最熟悉的红色经典旋律之一。 58 年后，即

将于 5 月 10 日晚举行的第 37 届上海之春国

际音乐节闭幕式上，84 岁高龄、有着 60 年党

龄的著名歌唱家才旦卓玛将再唱山歌给党

听，她将被授予本届“上海之春”组委会颁发

的“特别荣誉奖”。

为了重回“上海之春”舞台放歌，才旦卓

玛前晚经过?几个小时的旅途辗转， 飞抵她

的第二故乡上海。昨天下午，她在接受上海媒

体采访时，聊起《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曲

的幕后故事。 说着说着，84 岁的老人突然高

歌起来，“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

母亲只生了我的身， 党的光辉照我心……”

藏族民歌唱法特有的嘹亮通透的声线， 真切

清晰的咬字， 无不透露着歌唱家心中对党的

无限深情。这是烙印在她身体里的旋律，穿越

了近一个甲子岁月的风霜， 激荡在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的初夏上海。

回想起 58 年前，在上海演唱《唱支山歌

给党听》时的场景，才旦卓玛依然记得当时听

众的热情。 “那时我不仅在‘上海之春’歌唱，

还在上海的其他音乐厅表演， 大家都非常热

爱这首歌曲。 ”如今，《唱支山歌给党听》已是

全国人民心中难以忘怀的旋律。 对才旦卓玛

来说，从过去到现在，演唱了一次又一次这首

歌曲， 她心中积淀起的感情愈发深沉，“第一

次上台演唱时， 我自己就被自己的歌声打动

了；这么多年过去，这首歌中所传递的感情，

也始终伴随着我工作的生涯，如今再次唱响，

我会更加有感情”。

“这首歌受到那么多人的喜爱，是因为它

本身就是一首很好的歌曲，它的广为传唱不是

我一个人的功劳，作词、作曲、演唱的人都很重

要。 ”才旦卓玛说。 1963年，上海作曲家朱践耳

看到《人民日报》上刊登的雷锋事迹，深受感

动，特别是看到雷锋日记中引用的一首由陕西

省焦坪煤矿职工姚筱舟所作的小诗《唱支山歌

给党听》时，清新而深情的旋律脱口而出、一气

呵成，歌曲由任桂珍首唱。 当时正在上海音乐

学院学习的才旦卓玛在校园广播里听到了这

首歌，激动不已，找到了自己的恩师、声乐教育

家王品素，要求学唱这首歌。

王品素被才旦卓玛的真情所打动， 便费

尽周折找到曲谱，一字一句地教她汉语歌词。

“我的汉语不好， 所以学习这首歌的时间比较

长，王老师仔细给我演示每句歌词，要我深入

了解歌词的意思。从歌词、曲调到表演，只有心

里有内容、有感情，才能把这首歌唱好。 当时，

上音声乐系的老师们都很关心、支持我，我的

成功也离不开大家的支持。 ”据才旦卓玛回忆，

当年为了唱好《唱支山歌给党听》，王品素还请

朱践耳为她的演唱把关。 “朱践耳是一个非常

好的人， 他做任何事、 见到大家时都是很亲

切、很友好的。 ”才旦卓玛回忆说。

“晨钟”在京敲响，重温革命先驱求索之路
上海歌剧院原创歌剧《晨钟》亮相国家大剧院歌剧节舞台

“何谓信仰， 那是历久弥坚。 何谓誓

言， 那是永不背叛。 何谓理想， 那是矢志

不移。 何谓先锋， 那是奋勇向前。” 国家

大剧院的歌剧舞台上， “李大钊” 面对抓

捕临危不乱， 这平静而坚定的咏叹直击人

心。 5 月 7 日至 8 日， 由上海歌剧院历经

多年创排打磨的原创歌剧 《晨钟》 首度亮

相北京， 登陆国家大剧院歌剧节的舞台。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 无数仁

人志士、 革命先驱为探寻民族独立、 国家

振兴前仆后继、 风雨兼程。 歌剧 《晨钟 》

再次把观众拉入那个风云诡谲的年代， 在

振聋发聩的声声 “晨钟” 里， 重温第一代

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 “寻道 、 行道 、 殉

道” 之路， 再现革命先驱们上下求索之艰

难与慷慨赴义、 不移信仰的伟岸人格。

声声“晨钟”，再现历史风云

歌剧 《晨钟》 中， 一个大雪纷飞的夜

晚， 李大钊乔装打扮， 亲自赶着一辆骡车

将陈独秀送往天津， 两人一路商谈， 畅议

建党未来， 这便有了 “南陈北李 相约建

党” 的佳话。 从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 、

“南陈北李 相约建党” 再到二七大罢工，

歌剧 《晨钟》 选取建党初期的诸多重要事

件， 串联起了李大钊这位 20 世纪初中国

革命的 “播火者”、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

驱的不朽一生。

“《晨钟》 里刻画的李大钊是一个细

腻、 沉稳， 具有博爱精神的人， 非常符合

我心中祖父的形象。” 李大钊之孙李建生

在观剧后感慨， “尤其关于领导工人罢工

的事迹， 之前刻画李大钊的艺术作品在这

方面着墨并不多， 《晨钟》 对李大钊的革

命生涯做了深入的挖掘。”

在创作风格上， 歌剧 《晨钟》 选择了

以正歌剧、 英雄式的音乐风格来塑造中国

共产主义先驱们的凛然正气与高尚风骨 。

东北、 河北等民间音乐素材的运用又显得

真挚质朴 ， 入耳入心 。 剧中 《晨钟之使

命 、 青年之责任 》 唱出李大钊对国家前

途、 同胞安危的担忧； 《完美人生》 表现

李大钊面对牺牲的坦然； 《为了四万万劳

苦大众》 则饱含他对中华民族复兴的祝愿

与期许……一个个唱段再现了以李大钊为

代表的先驱们对共产主义从探寻到坚定 、

从践行到牺牲的过程。

“四年多来， 《晨钟》 已历经三轮演

出和修改， 从题材内容选择、 台词文本的

歌剧化、 人物戏剧形象与音乐形象的统一

性到人物间唱段的个性化差异、 乐队的编

配等等， 都显得日趋成熟。” 上海歌剧院

院长许忠说。

重访故居，缅怀革命先驱

北京石驸马后宅 35 号 （今西城区文

华胡同 24 号 ） 是李大钊故居所在地 ，

1920 年春至 1924 年 1 月， 李大钊和家人

在此居住。 为了更好地演绎革命先辈， 更

真实地塑造先烈形象， 8 日上午， 《晨钟》

剧组跟随李建生来到这座隐匿于胡同里的

三合院， 波光流动在院内的海棠树间， 百

年前李大钊正是在这里热情地研究和传播

着马克思主义， 领导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

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 领导北

方工人运动， 推动促成国共合作。

歌剧 《晨钟》 也以这个小院为背景拉

开了第一幕。 “祖父李大钊很喜欢这里。”

李建生回忆道 ， “他在这里写了很多文

章， 一边还画画、 养花， 后来又到旧货摊

上买了一架风琴 ， 在院子里教儿女们唱

《国际歌》。 祖父还叮嘱他们只能小声唱，

不能叫外面的 ‘密探’ 听见， 但下雨时就

可以大声唱了。” 与安静小院一墙之隔的

外界， 仍是风云激荡的社会， 字 “守常 ”

的李大钊并没有安坐于书斋之内， 而是奔

走呼号， 身体力行地践行着革命之路。

除了重访旧居，《晨钟》 剧组还探访了

李大钊烈士陵园。 剧中“李大钊”饰演者韩

蓬是一位 80 后歌唱家，虽然和剧中“李大

钊”的年纪相仿，但他此前深感与先驱的经

历、心境差别太大，表演起来颇有难度。

“走进李大钊故居和陵园， 了解的事

迹越多，感慨也越多，也更能接近剧中人物

的精神世界。 ” 韩蓬说，“作为一名青年党

员，我非常有幸能够饰演李大钊这一角色。

正如我们朗读的那段 《晨钟》 创刊词 ‘个

人有个人之青春， 国家有国家之青春……

青年当努力为国家自重’， 作为青年文艺

工作者， 心怀崇敬与感佩地讴歌英雄， 通

过真诚演绎， 传递中国共产党先驱们的初

心， 鼓舞当下青年奋进新征程， 正是我们

青年党员对百年前中国共产党人使命与担

当的最好传承。”

（本报北京 5 ? 8 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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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 才旦卓玛接受媒体采访。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歌剧 《晨钟》 选取建党初期的诸多重要事件， 串联起了李大钊这位 20 世纪初中国革命的 “播火者”、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

的不朽一生。 图为歌剧 《晨钟》 演出剧照。 (上海歌剧院供图)

?上海杂技

团和上海市马戏

学校联合创排的

红色主题杂技剧

《战上海》昨晚起

在北京天桥艺术

中心连演两晚。

(均上海杂
技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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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线拔杆，上海计划三年整治 600公里
(上接第一版 ) “?四五 ” 时期 ， 普陀区计

划实施 “美丽道路 ” 建设共计 225 条 ， 约

226 公里， 力争三年全开工、 五年全入地。

上半年全市争取竣工100公里

据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介绍， 新一轮

架空线入地和杆箱整治按照 “以点连线、 延

线成片、 连片成面” 的原则， 中心城区聚焦

内环、 延安、 南北高架沿线两侧重点道路，

围绕豫园、 外滩、 苏州河沿线、 衡复历史文

化风貌区、 北外滩区域、 世博—前滩区域、

张江 、 新客站以及南站周边等区域开展整

治。 郊区主要聚焦长三角一体化、 临港新片

区 “两翼” 发展、 “五个新城” 建设及旅游

景区等区域开展整治。

在整治内容上， 三年全市完成内环内主

次干道、 内外环间重要道路， 以及历史风貌

区、 旅游景区、 “一江一河” 沿线、 郊区新

城、 核心镇、 历史名镇等重要区域范围内约

600 公里整治。

在整治效果上， 整治路段综合杆设施基

本覆盖， 减杆率、 减箱率分别不低于 60%、

50%， 市政修复和城市家具设置达到全要素

提升的标准， 创建多个无架空线全要素整治

高品质示范片区和示范道路。

在长效管理上， 探索构建全要素设施长

效管理机制， 整治完成路段的全要素设施全

部采用信息化、 标识化管理， 纳入网格化管

理部件， 由全市网格巡查员巡查督查， 设施

管理纳入 “一网统管”， 行政事项纳入 “一

网通办”。

今年 ， 上海将聚焦重点区域 、 重要道

路， 确保上半年实现竣工 100 公里的目标，

下半年再力争完成 100 公里的整治任务 ，

为新一轮三年行动计划开好局打下坚实基

础 。 例如 ， 黄浦区对中共一大会址 、 《新

青年 》 编辑部旧址周边道路进行整治 ， 延

伸后创建环人民广场—新天地区域 18 公

顷、 环南外滩—豫园区域 13 公顷的无架空

线全要素整治示范区 ； 徐汇区对衡复历史

文化风貌区、 徐汇滨江、 徐家汇体育公园、

南站周边进行架空线入地全要素整治 ； 普

陀区对曹杨 、 长寿 、 长风 3 个居民新村和

桃浦智创城 、 苏州河两岸等区域进行架空

线入地全要素整治 ； 崇明区对花博会周边

道路进行架空线入地全要素整治。

五年内百家总部型
机构落地“五个新城”

(上接第一版 ) 今年 3 月 ， 临港集团已

将总部迁往南汇新城。 上海电气、 百联

集团、 申能集团等 9 家市属国企则于昨

天与 “五个新城 ” 所在区政府 （管委

会） 签订协议， 将把 10 个总部落户在

“五个新城”。

昨天， 市国资委还与 “五个新城”

所在区政府 （管委会） 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 此外， 有 10 个重大项目签约落户

“五个新城 ”， 6 家市属金融企业也与

“五个新城” 所在区政府 （管委会） 签

订金融服务合作协议。

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陈寅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