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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童薇
菁） 演员团队平均年龄不

到 25 岁 ， 让与剧中人年

龄相仿的演员们来 “还

原” 历史的真实面貌———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一

百周年， 由中国国家话剧

院、 中共上海市黄浦区委

宣传部、 上海市黄浦区文

化和旅游局、 上海中国大

戏院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

中国国家话剧院、 上海戏

剧学院青年话剧团联合演

出的话剧 《红色的起点》，

将于 6 月 30 日亮相中国

国家话剧院 ， 在 “七一 ”

档连演十场。

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

田沁鑫担任总导演的该

剧， 以叶永烈长篇纪实作

品 《红色的起点： 中国共

产党诞生纪实》 为创作蓝

本 ， 通过戏剧立体建构

一堂生动的 “党史课 ” ，

带观众穿越时空 ， 重温

那段波澜壮阔 、 开天辟

地的伟大历史时刻 。 编

剧在忠于文献史料的基

础上 ， 大胆打破了原著

的线性叙事结构 ， 选择

了 1919 年 、 1920 年 、

1921 年这三年波澜壮阔

的 “大事记 ”， 创新性地

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

的诞生、 发展及壮大的历

史过程。

“叶永烈的著作为话

剧提供了大量珍贵史实与

资料， 为戏剧改编提供了

很好的历史素材， 人物也

不再只是历史书中的介

绍， 而是在舞台上有着生

动表达的早期中国共产党

创始人和一大代表们 。 ”

田沁鑫表示， 《红色的起

点》 的创作从原点出发 ，

试图回到历史现场， 带着

询问与剧中人对话， 帮助

观众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

党诞生的历史环境和必然

发展壮大的原因， 感受百

年前的中国， 感受共产党

的初心缘起， 感受开天辟地的 “七一光芒”。

话剧大胆启用年轻演员， 或许是在百年后致敬

这段光辉路程最好的方式之一 。 正如导演罗兰所

说： “青春才有的直率和年轻人的单纯， 是一百年

前的年轻人和现在的年轻人所共通的特性。” 为此，

在学习党史、 翻阅大量历史影像资料之外， 青年演

员们还接受了数周的形体训练和台词训练， 通过演

绎百余年前的同龄人， 完成一次 “精神的接力”。

《红色的起点》 创作团队同时汇集了众多青年

艺术家。 罗兰联合舞美设计沈力， 灯光设计王琦、

温晓楠， 多媒体设计胡天骥， 电子音乐家孙大威，

服装设计魏巍， 造型设计江和平， 形体设计许邺文

等， 凭借当代先锋的创作理念和艺术审美， 力争将

这部红色题材作品呈现出富有生命力的时代气息。

“这是一部必须坐进剧场才能感受到震撼的舞台

剧。” 胡天骥说。 为了让百年前的故事更接近当代

观众的心灵， 舞台剧在叙事和结构之外， 同时注重

对表演、 舞美、 声光电音和多媒体等方面的创新，

在强大的氛围感和视觉包围中 “浸入” 历史现场。

整个舞台像徐徐展开的历史画卷， 群像式地向观众

讲述和重现这一段恢弘的红色历史故事。 热烈的讨

论、 激烈的争论、 崇高的信念、 革命的斗志， 在舞

台构筑的一方空间里激情涌动。 同时， 无处不在的

密探， 危机四伏的处境， 不速之客的闯入， 也让整

台舞台剧时刻处在紧张的氛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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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之路：建党100年“四史”100讲》出版
党史沪语音频点击量百万次

“党中央在上海最机密的机关在哪 ？”

“解放军睡马路的幕后故事是什么？” “巴金

和电影 《英雄儿女》 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关

系 ？” ……100 个发生在上海的党史故事 ，

串起了地方志沪语系列音频 “建党 100 年

‘四史’ 100 讲”， 目前点击量累计近百万人

次。 而根据音频整理的新书 《信仰之路： 建

党 100 年 “四史” 100 讲》 日前由文汇出版

社出版。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上海

是党的诞生地和初心始发地。 “上海这座光

荣之城的红色资源非常丰富， 需要找到巧妙

的切口和新颖的角度进行深度开发。”上海史

专家熊月之认为，从沪语音频、党史微视频到

单行本，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通志馆以

IP 思维策划打造 100 讲系列，是对地方志文

献史料富矿的 “活化” 利用。 加上鲜明的沪

语特色 ， 并选取海派味道浓郁的人 、 事 、

物， 该系列充分发挥了地方志鉴往知来、 资

政育人的重要作用， 在梳理传播红色文化上

作出创新探索。

从音视频到可扫码图书，
立体传播红色故事

“建党 100 年 ‘四史’ 100 讲” 系列音

频自去年下半年在阿基米德网络电台上线

后， 同步在市方志办官网 “上海通” 和官微

“方志上海” 以及上海通志馆官微等播出推

广， 收听人数不断攀升。 其中， 《毛泽东与

陈独秀探讨中国革命》 等单集收听量约 20

万次。 新鲜出炉的 《信仰之路： 建党 100 年

“四史” 100 讲》 一书， 以点带面、 以小见

大、 以事明理， 用引人入胜的多媒体讲故事

方式助力 “四史” 学习教育入脑入心。 书中

配有二维码， 读者扫描即可收听沪语音频或观

看微视频。

全书时间跨度为 1921 年至 2021 年的 100

年， 按历史沿革确定 10 个主题， 每个主题 10

个故事； 与之同步的 100 辑音频， 每辑约 10

分钟； 微视频每天一集， 每集时长 10 分钟左

右， 在市地方志官网和市委老干部局网站等在

线学习专栏中连续推出。 该系列在 “短平快”

的篇幅里， 以 100 个党史故事串起建党、 大革

命、 全民族抗战、 上海解放、 抗美援朝、 社会

主义改造与建设、 改革开放和全面实现小康社

会等重要时期。

比如， 第一个主题围绕中国共产党成立，

编写了 “1898 年 ，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

“陈望道受命翻译共产党宣言” “老渔阳里初

心之地”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石库门里闯

入陌生人” “南陈北李为什么缺席一大” 等故

事。 “对于中国人来说， 马克思是最熟悉、 最

亲切的 ‘陌生人’ ……” 书中用 “三李带回马

克思” 形容国内学术界对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

传入中国的精准概括———当时传播者以李大

钊、 李达、 李汉俊等人为主要代表， 简称 “三

李”， 李大钊主要宣传唯物史观， 李汉俊侧重

经济学说， 李达则以科学社会主义见长。 不少

网友留言： “涨知识了！” “听着亲切的沪语

讲述， 仿佛回到历史现场。”

业内评价， 红色文化的立体传播矩阵， 吸

引了线上线下不同年龄层、 职业背景、 阅读习

惯的受众群体 ， 让更多读者在故事中学史明

理、 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 读出中

国共产党人永远不变的初心使命和永不褪色的

人民情怀。

深度挖掘地方志资源，凸
显海派文化特色

为真实客观讲述 “四史”， 音频素材立足

地方志资源， 活化运用修志成果。 不少党史细

节源自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纂的 《上海通志 》

《中共上海党志》 《上海军事志》， 上海通志馆

编纂的 《上海六千年》 《上海改革开放 40 年

大事研究》 “上海地情普及系列丛书”、 主办

的 《上海滩》 杂志等， 同时参考了 《中国共产

党历史》 等书籍， 力求准确权威。

无论是节目语言主打沪语， 还是故事编排

紧贴上海实际 ， 都凸显了海派文化特色 。 比

如， 提到上海观众耳熟能详的越剧表演艺术家

徐玉兰和王文娟， 书中侧重点在于她们曾是中

国人民志愿军行列里的上海兵。 “当年前线演

出条件艰苦， 常常是在露天土台上方罩一张巨

大的网 ， 插上树的枝叶作伪装 ， 再用黑布围

上， 演出就在这简陋的黑匣子里进行。 经常演

着演着， 外面的防空枪响了， 外面熄了灯， 但

黑匣子里的演出照样进行。 听着头顶呼啸而过

的敌机， 起先演员们有点紧张， 但到后来， 便

习以为常了。” 平实的讲述令人动容。

谈及 《英雄儿女》 电影， 正是根据作家巴

金短篇小说 《团圆》 改编， 那首 《英雄赞歌》

主题曲曾传遍大江南北。 对这段历史， 书中娓

娓道来———1952 年 3 月 ， 以巴金为组长的创

作人员换上军服 ， 在战地采访志愿军 。 有一

次， 六连在坚守阵地时已弹尽粮绝， 仅剩副指

导员赵先友和通信员， 面对一波波冲上阵地的

敌人， 用步话机向团长请求 “向我开炮”！ 电

影上映后， 巴金在日记里感叹： 故事片 《英雄

儿女》 改得不错， 关于王成 “向我开炮” 这部

分加得特别好， 王芳的形象也很美……

文化

上博馆藏马愈《畿甸观风图卷》首次面对公众

“万年长春———上海历代书画艺术特展”开幕，从“书画考古”角度
首次梳理水系与上海人文的关系

上海博物馆馆藏马愈 《畿甸观风图卷》

首次面对公众， 引来参观者期待满满， 这一

幕发生在昨日开幕的上博 “万年长春———上

海历代书画艺术特展” 上。 “我们已经考证

出， 这位籍贯上海嘉定的明代宫廷画师， 与

‘吴门画派’ 代表人物沈周祖孙三世有交往，

诗画倡和。 他的笔触， 实开沈氏画目先风，

极为珍罕。” 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主任凌

利中说。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展现

海上画史钩沉 ， 上海博物馆特别策划举办

“万年长春———上海历代书画艺术特展”， 展

出将持续至 9 月 21 日。 本次展览可称得上

是一次上海的 “书画考古”， 从学术视角对上

海历代书画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与研究， 遴选

相关书画 146 件 （组）， 艺术家及其作品的时

间跨度自三国至现当代逾千年。

“宋元以来， 文化画渐成主流。 一部文人

画史， 半部与上海相关。” 展览中， 观众将有

幸得见被称为 “法帖之祖 ” 的西晋陆机草书

《平复帖页》、 明文嘉 《曲水园图卷》、 元李升

《淀湖送别图卷》、 刘海粟等 《万年长春图轴》、

陆俨少 《勇立潮头图轴》 等珍品， 分别来自上

海博物馆 、 上海图书馆 、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 上海中国画院等的收

藏。 在 “丹青宝筏” 展上只 “露” 出后两米的

明董其昌行书 《天马赋卷》， 此次也将尽展前

16 米， 令参观者大饱眼福。

展览共分四部分在上博中国历代绘画馆、

中国历代书法馆展出。 第一部分 “艺脉/艺术

成就 ”， 通过梳理 《平复帖 》、 拈出 “墨戏

说 ” 文人画理论的米芾 、 元代上海文人画成

就、 明初云间书派与上海 “吴门前渊”， 以及

古代画史最后一个高峰———海上画派 ， 乃至

近现代如黄宾虹 、 李叔同 、 陆俨少等名家之

成就 ， 阐释海上千年书画之艺脉与成就对文

人画史的重要影响 。 展览系统地纵向回顾与

总结上海历代书画成就 ， 考察其美术史地位

及影响 ， 从而填补上海传统文化中书画艺术

史的研究空白。

展览另一大亮点是首次梳理了水系与上海

人文的关系。 整个元代， 进入了真正确立文人

画自身辉煌价值的鼎盛期。 地处太湖流域， 风

土宜人、 水陆便利的重镇———上海于元末成为

了文人画创作的中心地带， 所取得的成就奠定

了之后本土书画的格局与文脉， 更对其后的持

续发展及画史地位的不断攀升， 起到了举足轻

重的作用。 其间发生的大规模聚 “天下士” 之

人文迁徙， 是继三国东吴后的盛况再现。 展览

第二部分 “人文/地区互动”， 从元代 《淀湖送

别图》 至明代 《曲水园图》， 形象地勾画了一

幅元明以来上海城市人文的迁移路线图， 这恰

与明初以后上海地理环境， 尤其是以黄浦江为

主的水系变迁与形成几乎同步。 同时作为江南

文化两个重镇的上海与苏州 ， 随着其水系生

态、 地理优势、 经济地位等综合因素的不断变

迁， 于书画领域亦发生了两者既共生一体， 又

有局部地区间此起彼伏的互动关联。 话剧 《红色的起点》 大胆启用年轻演员，

整个演员团队平均年龄不到 25 岁。 图为剧照。

▲ 《信仰之路： 建党 100 年 “四史” 100 讲》 书中中共一

大纪念馆手绘插图。 冰果绘

▲ 《信仰之路：

建党 100 年 “四史 ”

100 讲》 新近出版。

（均出版方供图）

上海博物馆馆藏马愈 《畿甸观风图卷》 （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