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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盏红灯，照亮了祖孙三代人；三代人，忘
死生，前赴后继风霜路，碧血丹心照精魂；举红
灯，再出征，革命自有后来人！ ”这些天，上海大
剧院的夜晚属于古老又青春的昆曲———上海昆
剧团建团 43 年以来打造的首部大型革命题材
现代昆剧《自有后来人》连续四晚与戏迷见面。

昆剧能不能演好现代戏？ 首演前主创们的心都
悬在半空中，但无论是演出中观众感动的泪水，

还是谢幕时热情的欢呼， 都给予了这个问题肯
定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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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述了东北某
地一户由三个异姓人组成祖孙三代的革命家
庭， 为完成党的任务将密电码转送到北山游击
队 ， 秉承革命信仰 ， 前赴后继与日寇殊死搏
斗， 历经千难万险最终完成任务的故事。 开票
后作品就受到了热捧， 临时决定加开两场。

与电影有些不同，《自有后来人》 将视角聚
焦在“李铁梅”身上。“塑造李铁梅是我昆剧演艺
事业的新起点。 《自有后来人》就是铁梅的革命
成长史。 ”罗晨雪表示，作为上昆第四代青年演
员初次尝试革命现代戏， 她遇到不少第一次创
作现代戏时的问题， 比如传统戏曲程式化的表
演和生活化表演方式的嫁接、 传统唱念咬字韵
脚和普通话的结合、 叙事推进与抒情刻画时技
巧运用把握度。 但罗晨雪深知艺术的创作没有
捷径， 只有精益求精捕捉角色的情感线索与行
为逻辑，才能在舞台上将李铁梅演实。

在新作中饰演 “李玉和” 的吴双犹记得，

1986 年， 当街坊四邻得知他考入上海戏曲学
校昆剧演员班的消息后便纷纷对他说： “好好
学， 长大演李玉和。” 当时， 他还解释说自己
学的是昆剧不是京戏， 却没想到如今真的能出
演这一角色。 在吴双看来， 《自有后来人》 采
用破套存牌设计唱腔 ， 打破了宫调套式的枷
锁， 迈出了 “守正创新” 的一大步。

昆剧与现代题材相遇， 也催生了舞美设计
的新创意， 舞台上的 “魔盒” 身兼多职， 一会
儿是祖孙三代的家， 一会儿是日本宪兵队队长
设宴款待李玉和的地方， 满足了演员表演的生
活环境需要。

《自有后来人》 集结了上昆三代演员， 当
饰演 “鸠山” 的蔡正仁和饰演 “李奶奶” 的张
静娴出现在舞台上时， 观众席爆发出热烈的掌
声。 对于老艺术家而言， 演现代戏同样是全新
的尝试。 蔡正仁本是昆剧小生演员， 要塑造好
“鸠山” 这个人物， 需要跨行当表演， 小生的
唱念是真假嗓子混合使用， 而 “鸠山” 作为一
个反面人物， 需要用本嗓唱念。 “每个环节都
是挑战”， 对于张静娴来说同样如此。 以往她
唱闺门旦都是用小嗓子， 这次要唱回大嗓子的
同时还要将耳熟能详的故事进行昆曲化表达，

但她认为， 要开辟一条昆剧现代戏的新路， 唯
有不断地探索尝试。

“排练的过程中碰到很多磕磕碰碰，但是每
一次磕碰、每一次排练都是一次提升，团队在过
程中不断地进步，这是最令人欣喜的地方。 ”上
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表示，“我们带着仪式感演
绎英雄人物，希望感染更多观众，向他们证明昆
曲‘自有后来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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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上海+幸福中国
构成短视频竖屏叙事中的“流量美景”
奔腾不息的黄浦江 ， 中西合璧的外

滩 ，璀璨夺目的东方明珠 ，繁华热闹的南
京路……还有时尚男女的自信街拍， 摩登
现代的上海， 通过短视频吸引了一大波海
内外粉丝。 截至记者发稿， 抖音平台 “上
海外滩 ” 话题播放量 8.4 亿次 、 “Love

Shanghai” 逾 3 亿次 ， 无数海外网友更是
在 TikTok 上留下对上海的喜爱与祝福， 魔
都 “上海” 词条浏览量直接破 3 亿。

事实上 ， 以 “魅力上海 ” 为代表的
“幸福中国 ” 正在各大短视频平台的流量
世界中， 构成主流 “美景”。 中国的文字、

非遗、 美食、 服饰、 音乐、 民俗和大好河
山 ， 不仅是当代中国网友的 “最爱 ”， 同
时也在不断破屏出圈引发海外用户围观 。

在 TikTok 上检索 “China （中国 ）”， 不难
发现相关话题视频总观看量已经超过 168

亿次。 “一个小小的短视频， 为全球用户
打开了认识中国的一扇窗 。” 北京电影学
院副校长胡智锋教授感慨道， “它无意当
中撬动了一个全新的创作新景观。 在这个
巨大的流量池里， 普通人就是明星， 这是
由普通人的笑容与努力绘出的 ‘幸福中
国’。”

美好感受不分国籍，越
来越多的老外自发为“幸福
中国”代言

种田织布， 煮茶酿酒， 返璞归真， 自
给自足———过着田园牧歌般美好生活的李
子柒 ， 日前以 1410 万的 YouTube 订阅量
再度刷新个人纪录。 她上传的每一条内容，

激起了全世界无数观看者对中国文化的探
索欲 。 在她身后 ， 是庞大的 “网生一代 ”

用他们熟悉的工具 （短视频） 展现个性与
风采， 表达对美好生活的热爱， 涓涓细流
汇聚成竖屏上的主流叙事， 传播充满魅力
与温情的 “中国故事”。

在 Z 世代文化社区 “哔哩哔哩” 网站
上有着上百万的 UP 主 ， 法国在读研究生
彭静旋也是其中之一。 每到周末， 波尔多
大剧院、 巴黎埃菲尔铁塔、 塞纳河附近都
会出现她的身影 。 一身汉服 ， 一把古筝 ，

一首名曲， 就成为了一道美丽的风景。 掌
声响起， 巴黎街道上的路人和围观市民频
频为这个来自东方的姑娘点赞， 而她传播
民族文化的视频也在 B 站上持续发酵走
红， 播放量超过 1.3 亿次。

今天， 越来越多的老外也自发成为中
国故事的讲述者。 在浙江丽水， 俄罗斯小
伙德米日随手拍的乡村生活 ， 让他收获

116 万粉丝。 “这是丽水的稻鱼米 ， 在高
山梯田和鱼儿一起长大， 非常香。” 32 岁
的德米日， 在上海东华大学攻读企业管理
博士学位。 去年 8 月， 他来到浙江省丽水
市松阳县， 便被当地传统醇厚的生活方式
和原生态的乡村风光迷住了， 他用自己的
镜头真实记录下这一切， 表达他对中国的
热爱。

外国年轻人眼中的中国城市多姿多彩，

充满活力 。 TikTok 创作者 “e.l.u.c.e.y” 是
一名德国画家， 她笔下的东方明珠虽然只
有简单的线条 ， 但在黑色画纸的映衬下 ，

显得格外绚丽多彩， 颇有几分外滩夜晚灯
火辉煌的神韵， 40 多万的转发量之下， 跟
评是海外网友的羡慕： “太美了， 想来上
海看一看！”

创作者 “jjsays” 是一位酷爱中文歌的
美国网友， 去年 8 月， 她的母亲也在视频
中出镜， 演唱了脍炙人口的 《上海滩》， 引
发上百条的评论。 更令人惊喜的是， 这位
美国妈妈的中文发音十分标准， 一句 “爱
你恨你问君知否， 似大江一发不收” 唱得
荡气回肠， 唱到 “仍愿翻百千浪， 在我心
中起伏够” 时又充满了柔情与希望。 无论

来自都市还是乡村， 无论是黑眼睛还是蓝
眼睛， 因为热爱中国， 他们为 “美好中国”

“幸福中国” 代言。

非遗和传统文化频频破
圈：短视频竖屏拼出“新民
俗”最时尚的《清明上河图》

抖音、B 站、 快手等短视频平台近年发
展迅速，创造了无数百千万级甚至亿万级流
量的优质短视频。 当代艺术家邬建安认为，

拥有巨大观众基数的短视频网站正默默地
形成一个基于社交媒体上的 “新民俗”，“借
助短视频的流量通道，传统文化可以在上面
生根发芽，成为真正‘活着’的宝藏资源，这
不仅是一个传播传承非遗和传统文化的高
效路径，还能形成广阔的艺术交流空间”。

以抖音平台为例， 截至 2020 年 12 月，

抖音已经有七亿多用户入驻， 其中， 粉丝
数量过万的艺术创作者超过 20 万名， 艺术
类型的视频播放量超过 2.1 万亿 。 “他们
不是孤独的表达者”， 巨大的用户数量和参
与度， 在学者看来， 可以瞬间就让艺术分
享形成数亿之间的互动。

王梦婷不仅是北京京剧院梅兰芳剧团
的一名专业京剧演员， 同时还是一位 “美
妆达人”， 短短 15 秒内就能勾勒好一个完

整的戏曲妆面妆容。 “拍短视频并不是把
京剧的位置放低了， 而是把门打得开一点，

让大家都进来。” 她在抖音上有 90 多万粉
丝， 其中不少 95 后、 00 后就此爱上了京
剧。 凭借短视频成为网络红人的戏曲演员，

在今天还真不少 。 “教大家学说上海话 ”

的上海沪剧院青年演员徐祥抖音号粉丝数
量已经突破了 100 万。 上海淮剧团 95 后青
衣顾芯瑜的第一条戏曲视频， 播放量就突
破了 370 万， 每每走进直播间， 总有拥趸
向她隔空喊话： “因为你才知道了淮剧。”

以视觉元素为核心的审美形态， 让短视频
成为了一个天生离艺术非常近的平台。 戏
曲、 国风展示、 民间手工艺……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将非遗和传统文化搬到屏幕前 。

非遗折纸新一代传承者、 华南理工大学设
计学院 2020 级环境设计专业本科生刘江
辉， 在 13 年里用 8000 余件作品雕琢出万
千世界。 麒麟、 龙神、 精灵、 宝马……这
些栩栩如生的折纸作品被他发布在短视频
平台上， 让网友大呼惊艳的同时更获得众
多国际折纸大师的关注与点赞。

无数古老的技艺， 在一种年轻创新的
传播推动下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 短视频
竖屏正在拼出一幅 “新民俗 ” 最时尚的
《清明上河图》。

现如今， 不论是职业艺术家， 还是民
间艺术创作者， 都极具开拓精神地利用短
视频和直播平台进行各种艺术实践和艺术

生产 ， 形成了一个个多元化的艺术群落 。

戏剧、 舞蹈、 绘画、 书法、 诗歌、 音乐等
文化艺术类别在短视频内容生产和消费领
域发展迅速 ， 在屡出 “爆款 ” 和 “红人 ”

的过程中已初具市场规模。 一年多来， 中
国戏曲学会、 中央美术学院等数十家艺术
院校院团， 中国美术馆、 上海美术馆等几
十家艺术场馆和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近万名
艺术家陆续入驻抖音、 哔哩哔哩等基于视
频传播的互联网平台。

今年上半年， 日本知名视觉艺术家村
上隆入驻抖音， 用户以 “10 亿次+” 的点
击量表达欢迎与喜爱。 画家肖景志在抖音
分享他的生活小视频， 播放量已超过了四
亿。 名导胡玫通过短视频记录她在戛纳海
滩上的所见所闻 ， 引发用户强烈兴趣 。

“这些都是艺术家的 ‘下沉’， 他们走进了
日常生活 ， 具有普适性的情感共鸣 。” 胡
智锋认为， “艺术生活化” 和 “生活艺术
化” 将是短视频未来发展的最大特征， 有
助于拉近艺术与大众的距离 ， 拓展审美
和艺术的外延， 构建起一个全民艺术交流
平台。

学者指出， 文化与艺术的入驻， 正在
为短视频市场带来大众内容平台的审美升
级———专业艺术家指出审美方向、 原生艺
术创作者构建审美主流， 而更为庞大的普
通用户群体， 受到这两者的影响， 通过短
视频、 直播频繁参与到了艺术审美中来。

文化

■本报记者 童薇菁

■本报记者 王筱丽

上海昆剧团首部现代戏 《自有后来人》 演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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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彩第 21082 期公告
中奖号码： 4 7 5 1 3 5 + 5

一等奖 1 5000000 元

二等奖 4 78428 元

三等奖 15 3000 元

四等奖 1063 500 元

五等奖 17429 30 元

六等奖 683399 5 元

一等奖基金积累数：

196820587.72 元

排列 5 第 21189 期公告
中奖号码： 8 1 0 5 7

每注奖金 100000 元

排列 3 第 21189 期公告
中奖号码： 8 1 0

直选每注奖金 1040 元
组选 3 每注奖金 346 元
组选 6 每注奖金 173 元

体彩公报

①浦江光影秀惊艳世界。 本报记者 邢千里摄
②上海夜景已经成为抖音平台新晋潮流爆点。

③TikTok上“中国街拍”话题超12亿播放量。

上海：伟大建党精神铸就人民城市
在新的赶考路上再起宏图再创奇迹

（上接第一版）正是从这一期开始，《新青
年》全面宣传马克思主义，正式成为中国
共产党发起组的机关理论刊物。

伟大建党活动是伟大建党精神形成
的实践基础。 早期共产党人致力于研究
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群众，筹建社
会主义青年团。直至 1921 年 7 月中国共
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一个以
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 完全新
式的无产阶级政党诞生 。 一年后 ，1922

年 7 月，党的二大在上海辅德里召开，与
党的一大共同完成党的创建任务。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 在实践中
建立了党的组织， 在精神上孕育形成了
伟大建党精神。 “伟大建党精神是对建党
实践所内含精神品质的高度概括。 ”上海
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 市委党校副
校长曾峻这样理解： 伟大实践孕育伟大
精神，光荣而艰辛的建党历程，不仅锻造
出领导中国前进的全新政治力量， 更淬
炼出了伟大建党精神。

一百年筚路蓝缕。其间，一位位革命
先驱， 不仅刻画出具有伟大建党精神的
共产党人群像， 每一个个体也是伟大建
党精神的具象展现。

在中共一大纪念馆，作为镇馆之宝之
一，1920 年 9 月印刷出版的 《共产党宣
言》中文译本和其背后的“守护”故事被广
为传颂。 白色恐怖下，早期共产党人张人
亚冒险将一批文件、书报从上海秘密送回
老家，交托给老父亲代为秘藏。 老父亲为
掩人耳目，将这些文件包裹好埋入“衣冠
冢”，两代人独守秘密直至新中国成立。

在龙华烈士陵园，长眠着一大批为革
命壮烈牺牲的共产党人。中共中央军委四
烈士之一的颜昌颐给父母的信中有这样
一句话：儿早已许身社会，奔走南北，前途
多荆棘，全力为社会，一心报国家。

“伟大建党精神回答了我们是谁、从
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基本问题，突出了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根本要求。 ”华东师
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丁晓强这样
注解：“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回答了中国
共产党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 ；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回答了中国共产
党为了谁———是为人民谋幸福、 为民族
谋复兴；“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回答了中
国共产党怎么干———为了践行初心使命
奋不顾身、前赴后继；“对党忠诚、不负人
民” 则回答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准绳———

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遵守党的纲领，成

为奉献人民的先锋队和模范者。

每个奋斗故事，正是
伟大建党精神的炙与热

龙华烈士陵园内，陈延年、陈乔年烈
士墓前，出现了成百上千封“穿越时空”的
信函。 信中不少话语令人动容：“请放心，

我辈定当竭尽全力守护好中国”……寄信
人，正是百年后今天的 Z世代“新青年”。

百年间， 伟大建党精神在一代又一
代人肩头和心中继承弘扬。 复旦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朱鸿召生动讲述了这
样一个故事：延安时期，时任中央组织部
部长的陈云，在中央党校讲授“怎样做一
个共产党员”。 有人当场提问：如何理解
共产党员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陈
云答：“我理解的到底，就是棺材底。 ”

“我们在继承发扬伟大建党精神的
时候，既要看到特定时期的具体做法，更
要看到具体做法背后的精神内核。 具体

做法可能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 但精神
内核始终统一并不断延续。 ”曾峻说。

新中国成立之初， 上海将 “艰苦奋
斗”进行到底：1954 年试制成功第一台国
产汽轮发电机组，1961 年成功制造我国
第一台万吨水压机，1965 年在世界上第
一个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 改革开放后，

随着浦东开发开放，股票市场、土地批租
等许多“第一次”从这里走向全国。进入新
时代，自贸区及新片区揭牌成立，形成一
大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开放新成果。

时代洪流中， 上海这座城市始终以
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奋楫争先的拼搏奋
斗，让光荣之城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市
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陈方刘表
示：当下的上海，正把伟大建党精神转化
为勇于改革创新的强大精神动力。

现在，接力棒又交到年轻一代手中。

“星火”，意取自“聚是一团火，散作
满天星”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复旦大
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

服务队成立于 2018 年， 依托复旦大学
《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暨陈望道旧居这一
红色地标， 在青年群体中宣讲老校长追
寻真理的故事，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

每个发展奇迹，就是
伟大建党精神的实与力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浦
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发布，赋予浦东
新区改革开放新的重大任务， 也为上海
在新征程上再起宏图、 再创奇迹指明了
清晰路径与方向。 “支持浦东勇于挑最重
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努力成为更高水
平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排头兵、彰显‘四个自信’

的实践范例， 更好向世界展示中国理念、

中国精神、中国道路。 ”面对新的时代使
命，更需要继承发扬、用好用活伟大建党
精神， 激发出精神背后无穷的硬核力量，

也在改造世界中赋予精神新的时代内涵。

“伟大建党精神是‘活’的、有力的，

更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创新的。 ”专家
们认为， 伟大建党精神随着时代发展不
断自我丰富和发展， 从而贯穿于中国革

命、建设、改革全过程，体现出理论逻辑、

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

就在数天前，“上海市中国共产党伟
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揭牌，全力以赴打
造伟大建党精神研究高地。 “这是为了站
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从历史中汲
取精神营养，激励不断前行的力量。 ”朱鸿
召说，硬实力让城市强大、软实力让城市
伟大。 继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最好的方
式，就是赓续精神，创造新的历史。

“伟大建党精神与上海城市精神、 城
市品格密切关联， 是上海城市精神和品
格的底色。” 丁晓强认为， 要讲好伟大建
党故事、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以伟大建
党精神来浸润城市精神品格， 不断提升
上海城市软实力的 “根” 与 “魂”， 让伟
大建党精神在建设人民城市的伟大实践
中发扬光大。

陈方刘则说， 伟大建党精神落在细
微处，就是紧扣民生难题，一件接着一件
办，一年接着一年干。 “今天我们仍将面
临许多艰难险阻，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始终保持那一股昂扬的斗志、 那一腔革
命的热忱、那一种拼搏的胆魄，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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