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尚
长
荣
和
蔡
正
仁
齐
上
阵

为
上
昆
建
团
四
十
三
年
第
一
次
排
演
现
代
戏

现
代
昆
剧
︽
自
有
后
来
人
︾
本
周
将
登
陆
上
海
大
剧
院
连
演
四
场

“这红灯闪闪地照亮眼明，这红灯悠悠地呼唤我心，莫道这红
灯儿……”这些天，绍兴路上上海昆剧团总是从一大早就传来了戏
声和乐声，演员和乐队正在为本周即将在上海大剧院上演的《自有
后来人》进行最后冲刺。作为上昆建团43年来的首部现代戏，《自有
后来人》从剧本到演员处处显露着不一般，而由尚长荣、蔡正仁、张
静娴和李小平组成的艺术指导“天团”更是全程把关。昆剧能不能
演好现代戏？谜底即将揭晓。

近60年后，“鸠山”和“李奶奶”又回来了

现代昆剧《自有后来人》改编自1963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同名经
典电影，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地下工作者为掩护和转送密电
文件，前赴后继，与侵略者开展斗争的英雄故事。电影成功塑造了
李玉和、李奶奶、李铁梅祖孙三代对敌斗争的感人至深形象，一经
问世就引起竞相移植，沪剧、京剧以《红灯记》之名走进戏迷心中，

成为经典之作。剧中，李玉和由“梅花奖”得主吴双饰演，李铁梅由
青年演员罗晨雪担纲。

排练厅里， 蔡正仁和张静娴两位老艺术家兢兢业业排戏的画
面格外引人注目。1964年，蔡正仁在上海青年京昆剧团时就曾在移
植自浙江昆剧团的《自有后来人》中扮演“鸠山”。近60年过去，再度
出演这一角色，蔡正仁丝毫没有怠慢，为接近剧中人物的年龄，还
特意染了黑发。“曲牌选好，念白念好，这两项过关了，我认为就基
本成功了。”蔡正仁对记者说道。昆剧大师俞振飞曾提出，昆曲要往
前走，需要“破套存牌”，即打破曲牌的套曲形式，灵活使用合适的
曲子。“在这部戏里，我们就打破了传统的规格。”不过，舞台经验丰
富的老艺术家也表示突破不代表颠覆：“历史教育我们， 要演好昆
曲现代剧，首先你得像昆剧，不像昆剧，怎么叫昆剧现代戏？”

另一位时隔数十年再演同一角色的便是张静娴，她曾在1965年
的京剧《红灯记》中饰演“李奶奶”一角。“时隔50多年后，我再次回到
这个熟悉的题材、熟悉的人物，继续与角色的不解之缘。”她表示：“如
何克服唱念表演方面的难关，如何将耳熟能详的故事进行昆曲化表
达，体现当代价值和当代审美，每个环节都是挑战，需要我们不断地
探索尝试，开辟一条昆剧现代戏的新路。”

守正创新，用好作品讴歌英雄

“主唱无需亢奋 ，深沉一些 ”“最后一句扬上去 ”……台上演
员演得认真，台下的艺术指导之一、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也
看得认真，不时在纸上记下提升要点。曲牌体的昆剧跟板腔体的京
剧风格有着很大的区别，尚长荣此前不是没有过顾虑，但随着排戏
的深入，他逐渐打消了年头。“当年梅兰芳、周信芳这一代艺术家，他
们的年轻时代也在探索如何演绎文明戏，到了当代，我们又为何不
能去做些求索和实验呢？前辈巨匠都在做的事情，我们也该继续去
做、去积极地探索和实验，不要固步自封，自己把自己锁住。”他表示。

排练厅里另一个忙碌的身影便是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铁
梅那声‘爹’声音不够尖”“这句话还缺这么一口气”，除了提意见，

她一碰上休息间隙便立马走上台，手把手教戏。为指导好铁梅的一
场跪戏，她直接“扑通”一声跪下，亲自示范。

“我是这部戏里所有角色的B角，因为对戏太熟了。”谷好好笑
着对记者说道，排昆剧现代戏不容易，她直言所用的精力足够排10

部《牡丹亭》，但所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这部戏为我们打开了守正创新的思路，昆曲除了演才子
佳人，也可以迈开步伐应对现代戏的挑战。”她表示：“创排的过程对我们明天的创作，对明天再唱传
统戏有很大的帮助。”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这个年份推出现代红色题材力作，谷好好
也认为具有特别的意义：“在看《自有后来人》电影时，我好几次被共产党人的精神感动流下眼泪。我
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希望在剧场里用昆曲把共产党人的故事演绎好，让更多年轻人了解这段历史。”

■本报记者 许旸

荨尚长荣（右）与蔡正仁（左）。▲蔡正仁再度出演“鸠山”。

■本报记者 王筱丽

“世博秀带直播间”探营世博文化公园建设
本报讯 （记者童薇菁）为更好展现

“世界会客厅”独特魅力，由世博管理局
出品、世博地区场馆联盟单位支持推出的
“世博秀带直播间” 文旅活动推介专场日
前在中华艺术宫举行。记者在活动现场获
悉，世博文化公园北区将在今年底正式开
园，传承世博精神，延展公园之脉。

世博文化公园是上海中心城区最大
的沿江公园绿地， 位于浦东滨江和世博
核心地区。 公园内规划建设七大主题园
区，包括世博花园、申园、双子山、上海温
室、世界花艺园、上海大歌剧院、国际马
术中心等， 今年底即将开放的园区是世
博花园、申园等。 据介绍，世博花园原为
世博会欧洲片区， 公园对四个保留场馆
（原法国馆、意大利馆、卢森堡馆、俄罗斯

馆）进行改造，打造出一个文化教育、展
览展示的新空间。 而采用传统园林空间
造景的申园， 则堪称世博文化公园中的
“精品园”， 营造传承了江南园林文化特
色，与南侧的双子山隔湖相望。世博文化
公园建成后，不仅是一处可供观赏游憩、

服务周边市民的公共绿地， 更是一个开

放共享、 功能高度复合的城市公共活动
中心。

此次“世博秀带直播间”文旅活动推
介专场深度聚焦世博文旅地标建设进展
和相关精彩活动介绍。 除提前探营世博
文化公园之外， 还邀请市民观众一同走
进中华艺术宫系列大展、 东方体育中心
主题投影秀。

作为世博地区深受市民游客喜爱的
文化地标，今年以来，中华艺术宫策划了
一系列迎接和庆祝建党百年的系列展览
和活动，包括《日出东方———上海市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美术作品展》

《风自海上———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作品展》《我们的幸福生活———

首届上海市少年儿童美术大展》等大展。

“用好用活上海丰富的红色资源， 会让
‘世界会客厅’更有温度、更有韵味。 ”中
华艺术宫执行馆长沈捷表示， 期望通过
大展进一步激活上海的红色文化基因，

大力弘扬城市精神品格， 让信仰之力和
理想之光鼓舞人、激励人，全面提升上海
城市的软实力。

东方体育中心是世博地区最具活力
的上海城市地标大型体育场馆之一，是
世博软实力重要的展现载体。 这里曾举
办过包括 2011 年世界游泳锦标赛、2019

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等大型国际赛
事。 上海久事体育产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东体场馆分公司品牌总监赵斯惠介
绍说，今年以来，东方体育中心陆续推出
“夜动上海、东体有约”主题投影秀、“打
卡之旅系列”场馆旅游路线、“聚力前滩·
东体铁人三项企业挑战赛”等活动，逐步
形成以赛事为基础， 具有东体特色的体
育旅游产品。

“大展”“大秀”“大公园”背后承载着
世博地区的软实力和硬实力， 也是把最
好的世博资源留给人民的重要体现，实
现市民欢聚共享。 目前，世博地区正紧紧
围绕打造“世界级中央公共活动区”“秀外
慧中的世界会客厅”的目标，通过搭建上海
世博文化旅游推广平台，整合世博文体旅
资源，举办“世博秀带直播间”文旅推广活
动，推出“全域旅游”线路，为市民游客提供
丰富的世博文旅产品与服务。

拓宽书香“同心圆”
以更丰富的文化供给提升城市软实力

从地理半径“扩圈”到功能升级“破圈”，沪上远郊新增一批实体书店赋能古镇空间

美兰湖畔的居民近日来在夜幕中发现知名
品牌“读者”书店亮起了灯，这份国民级杂志品
牌在宝山区打造集阅读、休闲、展览、美育为一
体的新型文化空间 ； 而在青浦区重固镇章堰
村，中版·三到书房也融入当地社区，赋能乡村
文化；还有大隐书局新近开进金山区千年古镇
张堰镇，填补了当地实体书店的空白……随着
一批新书店开进上海远郊， 拓宽了书香 “同心
圆”，以更优化的阅读资源配置、更丰富的公共
文化供给，助力提升城市软实力。

无论是地理半径的“扩圈”，还是书店复合
功能升级“破圈”，沪上越来越多的民营书店和
社会力量， 正把各具特色的阅读活动输送至远
郊，以馥郁的沁人书香涵养城市气质，激活文旅
消费的新蓝海，满足郊区读者的个性化、多样化
文化需求。

家门口亲历鲜活的文艺现
场，居民多了获得感幸福感

“家门口终于有一家有型有范儿的大书店
了！”刚刚过去的周末，资深书虫胡先生一家四
口在读者·壹琳文化空间各自找到归属感———

自己在一楼翻阅新上架的社科新书； 妻子约了
朋友在书店户外阳伞下边聊边喝咖啡， 再到二
楼逛下杂志专题展； 两名小学生儿子钻进三楼
星空厅，一抬头就能仰望璀璨琼宇模型，享受星
空科普的乐趣。

继寸土寸金的上海外滩旗舰店、读者·北站
阅读空间后 ， 读者品牌打造的第三家实体书

店———读者·壹琳文化空间选址宝山区美兰湖，

占地约850平方米，书店不仅把敦煌文化“搬”进
书店，营造沉浸式文化体验空间，还新增了艺术
展览、亲子美育、艺术演出等文化消费选项。

“这两年观察下来，不少人特地从远郊来中
心城区书店参加作家见面会、新书分享活动，我
们团队就在思索： 能不能把阅读服务直接配送
至远郊， 让读者在家门口就能亲历鲜活的文艺
现场，并首选居民密集区，根据他们的具体需求
在空间功能布局上有所侧重， 提高周边3至5公
里范围内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读者（上海）

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志文介绍， 作为
读者书店的首家品牌授权店， 壹琳文化空间也
在探索书店空间服务生态中的新业务方向。

因此，试营业期间，空间整体设计除了延续
读者书店一贯风格和基本元素， 将品牌IP具象
化、氛围化、场景化，还以“书店+”模式优化文
化创意、休闲社交、亲子互动等功能服务。无论
是吸睛的一整面读者杂志封面墙，还是名家雅
集、艺术展览、深度游学等创新项目，都力求以
线上线下融合的深度体验，打造有品质的文化
艺术生活方式提案。

助力乡村振兴，通透中式
建筑与古镇村落空间诗意对话

这批落子远郊的实体书店， 不仅为当地添
了人气，也以建筑自身的语言融入古镇村落，产
生更多诗意的对话。

比如，中国出版集团旗下品牌中版书房，将
书香触角从市区延展到郊区， 占地近160平方米
的中版·三到书房开进青浦区重固镇章堰村，这

里曾被列入上海市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项目名
单。子品牌“三到”源自朱熹《训学斋规》中提到的
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三到书房延
续了本地老房子幽静舒雅的屋宇环境，石板搭建
的书桌、建筑立面透光的木格栅、窗外的小桥流
水、 古色古香的中式庭院……书店建筑风格契
合传统村落风貌， 通透建筑与村落空间产生诗
意的对话。

“上海中心城区各种文化设施相对较齐全，

郊区民众身边的文化空间相对较少， 但他们对
优质阅读服务的热望是一样的。 中版书房借助
文化消费、空间体验在生活方式上的引领，对城
市的均衡全面发展产生一种无形的软性助推力
量。”东方出版中心副总编辑刘佩英谈到，中版·
三到书房未来将在带动区域文旅、 拉动乡村就
业等方面发挥重要功能。

金山张堰镇新开设的大隐书局， 也是在基
于对建筑历史及整体外观尊重的基础上进行改
造修葺。 书局所在建筑原为创办于1937年的张
堰中学宿舍，建筑本体与张堰中学相接，历史文
脉深厚、学术涵养充分。因此，书店部分隐匿于
老墙之内，同时设立“道远书社 ”品牌 ，表达对
张堰中学创始人任道远的致敬尊崇，传承其教
书育人的初心 。水乡特色的宅院府第 、江南传
统的亭台院落 、形态完整的历史街巷 ，推开书
店雕花红漆木门，居民仿佛进入另一天地———

穿梭其间，书香、木香、茶香、咖啡香如影随形，

简约木质桌椅 、精致古朴器皿 、错落有致的盆
栽 、中国风小摆件随处可见 ，书房散发着古朴
浪漫的色彩 。在相关负责人看来 ，实体书店不
仅是传递知识的实践者，还连接了更多的精神
寄托，让人们愿意在此驻足流连，对这座城市也
产生更多的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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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文化公园北区将在今年底正式开园，传承世博精神，延展公园之脉。

▲读者品牌开出外滩旗舰店、北站

阅读空间、壹琳文化空间等多家书店。

荩位于上海金山张堰镇的大隐书

局主打中式风格，融入古镇古朴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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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亚洲演艺之都和人民城市相匹配的传世之作在哪里？
（上接第一版）

对比之下 ， 同样演出 200 多场的
《永不消逝的电波》 非但声势没有减弱，

反而在全国越演越热 ， 尤其在 “网生
代” 年轻观众中产生影响。 究其根本，

首要原因是作品本身经得起反复品
味———无需将 “上海” 二字写入剧名，

从舞台光影到布景俱是海派审美； 无需
张扬 “十里洋场” 的流光溢彩， 《渔光
曲》 片段中素雅旗袍手执蒲扇的柔情婉
转， 反而让观众品味出上海弄堂独有的
烟火气 ； 无需喊出壮烈的口号刻意煽
情， 英雄无声的诀别反而更打动人心。

一改红色题材作品创作的定势思
维， 《永不消逝的电波》 从舞台、 叙事
到舞蹈语汇， 处处透着创新。 可细细品
味这些 “创新”， 又处处透露着深刻把

握红色文化、 海派文化、 江南文化深层
内涵后的 “情理之中”。 倘若表现红色
文化就是满台的红旗， 提起海派文化就
是旗袍、 石库门， 展示江南文化就是小
桥流水， 这样流于表面的符号化处理，

是无法让作品感动当代观众， 成为能够
代表上海的舞台精品。 正如该剧编剧罗
怀臻感慨 ， “我们应该正视所处的时
代， 推动当代文化的创新， 进而创作出
传递新时代精神风貌、 代表新时代审美
高度的精品力作”。

同样的 ， 上海杂技团也用 《战上
海 》 实现了红色题材杂技剧 “零的突

破”。 从演出序幕的一段 “裸眼 3D” 般
的多媒体影像， 到歌舞厅将智取情报的
谍战情节融入夜上海丰富的演艺生活，

再到巷战一段对滑稽元素的引入， 既有
将传统杂技与魔术、 滑稽的融合、 转化
和发展， 又有紧贴当下舞台最新趋势、

满足时代审美的种种努力。

创新氛围需要生产机
制改革、人才培育来滋养

事实上， 精品优品， 是每一个有追

求的演出团体和演艺人才的创作自觉。

可为何同时满足 “口碑炸裂” “市场爆
棚 ” 的作品却少之又少 ？ 在记者采访
中， 不少专家都认为， 文艺高峰不是一
蹴而就， 需要创作者守正笃实， 取法乎
上。 而从精品跨越成为传世之作， 更需
要时间和市场的考量 。 但可以把握的
是， 迎来质变之前， 必须实现坚实的量
变———在亚洲演艺之都提出 4 万场营业
性演出目标之中 ， 有多少是 “上海原
创” 的贡献？

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黄昌勇认为 ：

“文艺创作软实力的根本就是原创力 。

眼下原创精品数量不够， 其更深层次原
因是活力不足。” 曾有一段时间， 国内
舞台为搏奖陷入 “押注式” 创作的不良
风气。 这不但堆高了大制作的成本， 也
让资源过度集中， 遏制了演艺团体内部
的创作积极性和活力。

要形成一批具有传世之作潜质的精
品优品， 必须首先在市场体量和从业人
才数量、 创作数量上达到一定标准。 黄
昌勇举例说， 在伦敦西区 ， 有超过 10

万人从事演艺事业， 而在上海， 这个数
字恐怕只有两三万。 “演艺人才不够聚
集， 只能称之为码头， 距离源头还有提

升空间。” 因而， 他建议一方面应进一步
巩固国有文艺院团 “一团一策 ” 改革成
果， 形成惜才、 爱才、 养才的良好氛围；

另一方面应在戏剧高等教育上深入布局，

为这座城市培养更多优质青年人才。

值得注意的是， 在院团出品精益求精
的同时， 上海的民营院团、 剧场和演艺机
构， 乃至国内互联网平台， 也都通过联合
制作、 委约等多种形式， 为上海亚洲演艺
之都的建设自发贡献原创精品。 6 年前 ，

上海大剧院与张军联合制作的 《春江花月
夜》 让年轻人为当代昆曲而惊艳； 眼下，

环境式音乐剧 《阿波罗尼亚》 《桑塔露琪
亚 》 热演的亚洲大厦则成为孵化精品的
“外百老汇 ”； 而接下来 ， 爱奇艺参与出
品、 上海首演的 《隐秘的角落》 等， 又将
拓展国内原创音乐剧的题材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