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一大纪念馆创新方式讲好红色故事
原创实景沉浸式戏剧《思南路上的枪声———向着光明前行》在“周公馆”上演

本报讯 （记者王宛艺）昨晚，由中共一大

纪念馆推出的原创实景沉浸式戏剧 《思南路

上的枪声———向着光明前行》 在中国共产党

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纪念馆（周公馆）上演。“实

景体验”是这部沉浸式戏剧最大特点，特别是

周公馆本身，就是历史见证者，观众身处其中

能回顾、重温甚至“参与”历史。

周公馆， 即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

处纪念馆，位于思南路 73 号。 这幢沿街三层

花园住宅，是抗战胜利后中共代表团于 1946

年 6 月在上海设立的一个公开办事机构。 当

时由于敌人的阻挠， 这里就以周恩来寓所的

名义作为掩护，称“周公馆”。

导演姜涛介绍，沉浸式戏剧中，人人都是

历史的“参与者”。 通过充分利用周公馆的两

栋建筑空间，以扎实可考的历史事件为背景，

以真实历史人物为角色设定， 深度融合戏剧

表演和沉浸式互动体验等多种艺术手段进行

演出，探索党史学习教育走深 、走实 、走心 。

“我们希望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通过创新方

式致敬革命先辈，让观众感受激情与朝气，感

悟红色精神。 ”

现场体验中，观众要与扮演者一道，用智

慧、信仰和胆识破解敌人的阴谋，找寻线索，

将“不可能”变成“可能”，帮助周恩来演讲顺

利展开。 “在现场观看红色戏剧，也成了演出

的一部分，这种感觉很新奇。 ”一位观众参与

后如是感慨。

除了周恩来的扮演者是专业特型演员

外，其余 20 余位剧中人物扮演者均来自中共

一大纪念馆。 “希望通过更新颖，年轻人更喜

闻乐见的方式讲述红色故事。”中共一大纪念

馆宣教部开放主管马玮佳表示， 红色文化的

传播和普及， 需要不断创新思维方式和传播

形式，今后还计划推出更多沉浸式演绎，用好

用活党的诞生地丰富的红色资源。

小荧星：“一校一策”让课后服务内容更丰富

优质艺术课程资源惠及更多学生，“双减”后的新学期，上海艺术教育
“排头兵”以最强阵容为全市40所学校开设 105门兴趣课

“明天下午的330快乐活动，我就能在学

校里上小荧星的小主持人课啦！”晏卉琳是卢

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小讲解员社团的一

员， 即将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开始她的志愿讲

解服务。 得知学校引入了小荧星的小主持人

和戏剧表演课， 晏卉琳第一时间报了名：“能

够得到小荧星专业老师的指导， 对我今后的

讲解肯定会有不少帮助！”

开学近一个月 ， 上海各中小学在 “双

减” 政策的引导下， 积极引进优质的非学科

类培训机构参与课后服务。 被誉为上海艺术

教育 “排头兵” 的小荧星艺校派出最强师资

阵容， 近百位高级及以上教师组成的专业团

队走进全市14个区的40所学校， 为4000多名

小学生开启了涉及21个专业的105门专业兴

趣课。

一校一策，200多种艺术
课程供学校自主选择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紫竹小学， 是本学期

引入小荧星艺术课后服务的第一批试点学

校。开学后，该校分别引进了机器人课、国画

课、民族舞、声乐合唱、戏剧表演等课，并免费

对学生开放。

创立于1956年的小荧星， 承载了一代代

人童年时代难忘的集体回忆，对很多80后、90

后而言，更是一种有精神归属感的符号。随着

“双减”政策的落地，小荧星以更“亲民”的形

式主动走进校园， 让每个孩子都能享受到专

业优质的艺术资源配置。

利用65年积累下的艺术教育经验和强大

的师资团队、专业的课程及专用教材的优势，

本学期起， 小荧星为上海的众多公立学校提

供了“菜单式”服务，涵盖歌、舞、演、艺、体200

多种全门类艺术课程，包含民族舞、芭蕾舞、

少儿街舞、国标舞、声乐合唱、戏剧表演、主持

演讲、小记者、京剧、沪语等素质类课程。结合

前期对接， 小荧星与各所学校通过 “一校一

策”落实了相应的课程方案，让学校自主选择

感兴趣的艺术科目， 而价格只相当于市场价

的十分之一。

助力“双减”，让每个学校
都有最适合学生的服务

在首批40所试点学校中， 既有高安路一

小、卢湾一中心、华二紫竹小学、福山证大、适

存小学等家长心目中的优质小学， 也有育童

小学、园南小学、虹口六中心等一批家门口的

好学校。

闵行区梅陇中心小学本学期的轮滑课、

沪语课的教学均由小荧星的教师担任。 在梅

陇中心小学校长方海运看来， 学校能够提供

的师资和课程有限 ， 而小荧星将优质课程

“下沉” 到一线的普通学校， 并让学校根据

课后服务的菜单 “点菜”， 甚至为学校量身

定制课程， “如此优质而又特色鲜明的课后

服务， 不仅让每个孩子都能在校内轻松享受

到丰富的美育教育， 还能发掘自己更多潜在

的兴趣爱好。”

今年7月， 上海市教委曾赴小荧星调研，

希望小荧星能以多年来累积的艺术教育实力

和经验， 试点参与学校的330课后服务工作，

助力“双减”行动。接到任务后，小荧星第一时

间行动起来，与市教委沟通携手推动“330课

后服务进校园”，调研学校的课后服务难点与

痛点，制定课程服务方案，与全市多个区的学

校展开对接，主动上门服务。

最优师资，人气声乐老师
往返5小时送教到金山

为了提升学校和家长的满意度， 确保每

个孩子都能享受到小荧星最专业的艺术课

程，小荧星想方设法调动最优师资，动员教研

中心主任、课程组长、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

高级教师等全面参与到330课后服务。

除了中心城区学校， 小荧星的课后服务

也同步覆盖了宝山、奉贤、金山等区域。高亚

裴，是小荧星学校的高人气声乐老师。原本，

她周末的排课就非常满。但自从加入了330课

后服务团队，这个9月，高亚裴以每周2次，每

次往返5小时的节奏， 前往金山区的学校授

课。“虽然路途远，但我感觉很值得。几节课下

来， 我发现小朋友对于艺术学习有很大的兴

趣和潜力，进步非常明显，让我成就感满满。”

在小荧星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上海小荧星艺校总校长沈莹看来， 无论是在

艺术门类的选择上，还是师资力量的输送上，

小荧星都希望能让孩子们在艺术兴趣上做到

最大范围内的自主选择。她表示，小荧星将继

续致力于推动校内素质教育进校园服务的全

面覆盖， 争取将艺术教育普及到全市所有区

域，进驻更多的小学及初中，为更多孩子的综

合素质增光添彩， 使孩子们的未来充满更多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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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 是第八个烈士纪念日。 昨天

下午 ， 一场跨越时空的 “世纪对话 ”

———“青春龙华”纪念追思活动在上海龙

华革命烈士纪念地举行，烈士家属、党史

专家、“最美退役军人”、 青少年学生代表

等参加并共同缅怀英烈。

“回望来时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

应该如何更好地理解那段历史，理解‘信

仰’ 的力量。 我们将接过前人手中的笔

墨，书写今天，也书写未来。”大型原创话

剧《前哨》，围绕牺牲于龙华的“左联五烈

士”展开。导演马俊丰告诉记者，100年前

的那群年轻人， 是当年的90后、00后。此

次选择用戏剧方式， 让当代青年与革命

青年之间产生“对话”，关注当下更思考

未来的路。

“一切民族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的脊

梁， 他们的事迹和精神都是激励我们前

行的强大力量。” 大型红色青春纪录片

《青春龙华》用年轻化的语态为当代青年

讲述龙华英烈投身革命的青春故事，纪

录片主创团队在现场分享了创作心得。

祭扫仪式在著名钢琴家孔祥东演奏

的《致敬英雄》旋律中进行。上海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负责人表示，展演的文艺作品充

分体现了上海这座人民城市对革命英烈

的尊崇。 龙华烈士陵园未来将继续围绕

“革命烈士纪念地、初心使命教育地、红色

文化传播地”的定位，进一步把弘扬英烈

精神与党史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讲好

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凝聚红色力量，

让社会大众，特别是青年一代，更多了解

革命先烈的奋斗精神， 打造爱国主义和

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地标。

■本报记者 何易

“力量之声”：用歌声记录上海的多面风情
对于许多怀有梦想前来， 并始终

努力的人来说， 上海无疑是个圆梦之

地。我们是如此幸运，怀着“音乐梦”而

来，组成了“力量之声”这样一个跨界

的流行美声组合，以我们的“新声”，记

录下我们在上海的“新生”。

———“力量之声”组合

从拍摄城市旅游宣传片， 到创作

并主唱城市旅游形象歌曲，由宋罡、余

笛、 王志达3位男中音歌唱家组成的

“力量之声” 流行美声组合成名已久。

三人在上海求学， 又都在高校担任教

师。成立至今，他们在音乐表现形式上

进行各种尝试，以声音记录下上海的多

面风情， 将他们与这座城市的情结、情

感与情怀，生动地糅合进音乐作品里。

“天下要太平，劳工须团结……有

工大家做，有饭大家吃，这才是共产社

会太平国。”庆祝建党百年之际，一首

百年前由陈望道作词的 《太平歌》，首

次在上海音乐厅的“百年回响”主题音

乐会上被唱响。遥想百年前，这首歌就

被印在贺年卡的背面， 发给市民。如

今，“力量之声” 组合带着大华小学的

学生， 将这首歌从上海音乐厅一直传

唱到宝山区、 奉贤区、 临港新片区等

地，还将继续一路唱下去。

上海，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又发

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基于这样的多

面性， 他们为上海精心创作的歌曲显

得更加富有表现能力。

当被问及 “你们是更愿意在象牙

塔里唱， 还是更愿意为人民歌唱”，他

们没有丝毫犹豫：“为人民歌唱， 让更

多人听到我们的声音。”他们会主动走

进敬老院，送去慰问的歌声；会选择和

小朋友一起登台，去歌唱美丽上海。他

们每周还会来到大华小学， 对孩子们进

行专业指导，培养他们对音乐的热爱。

音乐的力量是强大的， 也是需要传

承的。汾阳路、复兴西路、衡山路一带，在

这片音乐街区，不时传来优雅乐声。作为

上海音乐学院、上海交响乐团的驻地，这

里有上音音乐厅、上交音乐厅，大大小小的

音乐书店、乐器店、乐谱店……很多耳熟

能详的音乐家都曾在此求学、执教、演出。

谈及各自那段难忘的求学经历，宋

罡、余笛、王志达不由得在脑海中勾勒出

一幅诗歌般的画卷：梧桐树下，老师和学

生们边散步边进行着艺术交流。周边，红

烧肉、三黄鸡、糟卤等上海美食，勾得排

队者络绎不绝。此情此景，令人难忘。

“许多求学者刚来上海时，还不满20

岁，然后可能会像我们一样，经过20岁、

30岁、40岁，一直扎根于上海。我们相信，

即使到了50岁、60岁，直至更年长，只要

心中有梦想， 上海依然会给你土壤和氛

围，让你去圆梦。”

更多面的上海， 需要每一个人用心

去体会，走到大街小巷，去感受那些点点

滴滴的变化，留下专属于自己的、充满力

量的“上海之声”。 （文/苏洁）

“力量之声”组合：由宋罡、

余笛、 王志达3位高校声乐教
师组成。作为“中国长江旅游推
广联盟” 推广大使以及上海城
市旅游形象推广歌曲 《我们的
上海》的主唱，被誉为“上海声
音名片”。

中央文史研究馆建馆70周年书画展开幕
本报北京 9 月 28 日专电 （驻京记

者江胜信） 9 月 28 日， 国务院参事室、

中央文史研究馆、 中国国家博物馆共同

主办的 “承先启新———中央文史研究馆

建馆 70 周年书画展” 在国博开幕。 展

览划分为大家之风、 馆员遗墨、 墨颂九

如、 丹青共美四个板块， 分别展出馆内

外书画大家 、 已故中央文史研究馆馆

员、 现任中央和地方的馆员以及馆外当

代名家的作品共计 184 件， 代表了建馆

以来各个阶段馆员书画艺术的最高水

准， 展现了全国文史馆书画艺术蔚为大

观的面貌。

新中国成立之初， 在毛泽东主席亲

自倡议下 ， 1951 年 ， 中央人民政府政

务院设立文史研究馆， 周恩来总理亲自

选定北海静心斋作为馆址。 馆员在文史

研究馆的组织下， 开展文史研究、 艺术

创作、 国是咨询、 统战联谊等活动， 为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推动国

家文化建设 ， 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

线， 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务院副秘书长 ， 国务院参事室

党组书记、 主任高雨在开幕式上致辞。

该展览将持续至 10 月 17 日。

■本报记者 王星

原创实景沉

浸式戏剧 《思南

路上的枪声———

向着光明前行 》

充分利用周公馆

所辖两栋建筑的

展 陈 和 办 公 空

间， 深度融合戏

剧表演、 剧本杀

和沉浸式互动体

验等多种艺术手

段进行演出。

本报记者

袁婧摄

小荧星艺校为沪上学校带去了丰富的艺术课程。

总书记说到过这样一些英雄
（上接第四版）

2020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

彰大会上指出：“我国广大医务人员是有高度责任感的人，身

患渐冻症的张定宇同志说：‘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从病毒手

里抢回更多病人。 ’同时，他们又是十分谦逊的人，钟南山同

志说：‘其实，我不过就是一个看病的大夫。 ’人民群众说：‘有

你们在，就安心！ ’广大医务人员是最美的天使，是新时代最

可爱的人！ 他们的名字和功绩，国家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

记，历史不会忘记，将永远铭刻在共和国的丰碑上！ ”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危急时刻，又见遍地英雄。各条战

线的抗疫勇士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困难面前豁得出、关键

时刻冲得上，以生命赴使命，用大爱护众生。 ”

新时代是大有可为的时代，新时代是需要英雄并一定

能够产生英雄的时代。 无数英雄模范自信自强、守正创新，

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融

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中。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

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上强调：“新时代必将是大

有可为的时代。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像英雄模范那样坚

守、像英雄模范那样奋斗，共同谱写新时代人民共和国的

壮丽凯歌！ ”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万千忠骨，万千热血，他们以灼热的信仰信念、炽烈的

家国情怀、忘我的砥砺奋斗，在百年奋斗征程中书写了中华

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碑前一个个庄重的鞠躬、 在纪念

馆内一次次深情的凝望、对英雄故事一回回动情的讲述，都

凝结着一个大党大国领袖对英雄的无限追思和深切缅怀，

蕴藏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

谋复兴这一初心使命的念兹在兹、无日或忘。

昨天－今天－明天；历史－现实－未来。

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 一切伟大事业都

需要在继往开来中推进。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

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同时必须准备付出更为

艰巨、更为艰难的努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全社会要

崇尚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大力弘扬英雄精神，汇聚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

前路不会平坦，前景光明辽阔。 踏着英雄模范的足迹，

新时代的追梦人必将绘就更加壮阔的奋进画卷！ 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载9月29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北京9月28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