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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童薇菁

《启航：当风起时》：热血青年在时代的浪潮中拼搏闯荡
两个互联网创业青年的事业发展轨

迹呈现在荧屏之上， 一段年轻人在时代

浪潮下不断追梦、 拼搏闯荡的故事徐徐

展开———由刘畅、 马一鸣执导， 吴磊、

侯明昊、 毛晓慧等联袂主演的青春励志

年代剧 《启航： 当风起时》 渐进尾声，

获得超过 8 亿次的播放量， 一万多观众

在豆瓣打出了 8.3 分的好评…… 《启

航： 当风起时》 除了故事内容打动人心

以外， Z 世代演员为角色注入了鲜活的

真实感， 让满腔热血的青年创业者形象

更加立体而生动， 引发共鸣。

迎击时代挑战，披荆斩棘
也要追逐自己的理想

和同样是创业题材的影视作品 《中

国合伙人》中的成冬青一样，《启航：当风

起时》 的两位主角萧闯与裴庆华也是抓

住了时代契机的燕京大学高材生。 无一

例外都摒弃了“金手指”开挂，有的是对

事业的热忱和对未来的憧憬。

梳着三七分的背头， 穿着时兴的花

衬衫，叼着牙签，用不标准的粤语模仿港

片台词，萧闯人如其名，身上有一股“闯

劲”。裴庆华则是所在的村里唯一考上大

学的乖孩子。二人从代理国外电脑做起，

向自主研发过渡， 这一路创业的经历可

谓是披荆斩棘。从终日坐在研究所的“书

呆子”到灵活应变的推销人，裴庆华跨行

并非一帆风顺。 在广州漂泊的他为了从

“贵人” 鲁哥那里认识有采购需求的老

板，拼尽全力帮鲁哥修好了电脑。结果在

跟老板当场演示时， 因为电脑被人动过

手脚，内存条不见了，错失了这单生意。

来到上海的萧闯抓住了展销会的契

机开始销售电脑，租了套房，雇了秘书，

打出“康朴电脑大型订货会”的阵式，结

果却无人问津。无奈之下，萧闯不得不雇

佣了更多秘书佯装成各单位的采购人，

向各大供应商指名自己公司要购入康朴

牌电脑， 并派人手散布康朴订货会的清

单，拓宽知名度……

《启航：当风起时》的剧名含义深刻，

两位创业者都在创业之路上扬帆启航，

“风”是改革开放的春风，表明二人在时

代的洪流中迎风启航， 也暗示着创业之

路多艰辛坎坷。创业之路上，二人的心态

不同。 萧闯执着于前进，热爱逐浪，广阔

的海洋才是他挥洒才华的天地； 裴庆华

则愿当磐石， 倾向于坚守， 即便波涛汹

涌，也屹立不动，坚守心中信念。

Z 世代演员赋予了青年
创业者真实性和代入感

泛黄的色调下， 穿着喇叭裤的萧闯

模仿《英雄本色》中小马哥的台词抒发自

己的雄心———“我等了三年，就是要等一

个机会，我要争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

不起。”当《琅琊榜》中的“飞流”变成一个

有情有义、踌躇满志、略带一点江湖气的

创业青年 ，1999年出生的Z世代演员吴

磊用角色证明了自己的可塑性。 相比萧

闯的热情爽朗，裴庆华为人低调，做事沉

稳。 1997年出生的侯明昊可以同时驾驭

《人不彪悍枉少年》中热血仗义的花彪和

《理想照耀中国》中的龙华二十四烈士之

一的蔡博真， 演绎农村出生的创业青年

裴庆华更是轻车熟路。

自2013年电影《中国合伙人》之后，

青年创业题材的影视作品不断涌现。 电

视剧《创业时代》的主演杨颖和宋轶都出

生于1989年，去年播出的《青春创世纪》

中的黄景瑜和吴谨言都是90后， 青年演

员已经在创业题材作品中挑大梁。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学者孙佳山表

示， 萧闯和裴庆华虽然都是燕京大学的

高材生， 但创业初期都属于缺乏社会经

验的青涩少年。 Z世代演员扮演这类角

色真实性、代入感和投射感较强，距离感

较弱， 可以给观众呈现出更加真实的一

面。 同时，正因为这些角色不尽完美，更

适合Z世代演员去创作，青年演员本身的不

成熟不会在这类题材的作品中被放大。

机场、商圈、街区皆有好戏，“秀”出城市软实力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广告进驻航站楼，《武康路19号》《里弄1992》
《疯狂理发店》等沉浸式体验挺进上海各大商圈、网红马路———

如何让海内外游客、 过路客被上

海的演出“种草”？ 作为上海打造精品

驻演剧目的成果 ，舞剧 《永不消逝的

电波 》 新一轮驻场演出昨晚正式启

动，全新亮相的“风雅颂韵”四组新人

将双线演出近150场。 几天前，上海的

“门户”———虹桥机场二号航站楼内，

贴出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音乐剧

《伪装者》等上海原创、驻演精品的巨

幅海报，通过城市的公共文化窗口，第

一时间“秀”出上海城市软实力。

演艺在空间上的突破， 文化与商

业、旅游的“破圈”携手，正在不断塑造

新业态、带来新消费、树立城市的新形

象。无独有偶，在上海“网红打卡地”衡

复风貌区， 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制作

的沉浸式戏剧 《武康路19号》 即将开

演。它以参与度极强的沉浸式戏剧，串

联起武康大楼、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巴

金故居等“可阅读的建筑”，生动地讲

述上海故事。

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城市

文化创新研究院执行院长包亚明看

来，这些文旅融合新产品、新样式的诞

生背后，是“城市空间再发现、城市传

统再连接、城市元素再结合”的表现，

它代表着城市更新背景下， 经济和文

化供给侧市场的再平衡， 有力地拉动

了消费的创新和升级。

打造比“和武康大
楼合影”更难忘的体验，
为城市文旅消费增值

每天挤过汹涌的街拍大军， 走进

剧场办公室，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总经

理张惠庆总要长长地舒出一口气：“拍

照的人太多了！ ”这条被称为“宇宙中

心” 的网红马路———安福路全长不足

一公里， 却密集地排布着一批高颜值

的潮牌、网红咖啡店和餐饮店。与安福

路相连的武康路，又因“武康大楼”的

绝佳摄影点， 带来如潮一般的各地游

客与蜂拥而至的时尚博主们。

当然， 除了吸引年轻潮人的咖啡

文化、品牌文化，安福路还有熠熠生辉

的戏剧文化———上海最知名的文化地

标之一、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即坐落于

此。隔着通透的落地窗，望着楼下川流

不息的年轻人，张惠庆总是仍不住想：

“衡复风貌区的美丽如果仅仅是照相

机里的背景板，就太可惜了！ ”要让人

们留得下印象， 除了和武康大楼合影

拍照之外，能否充分发挥戏剧的力量，

赋予城市的文旅体验更多内涵？于是，

以城市为舞台的沉浸式戏剧 《武康路

19号》诞生了。

演出中，观众需佩戴耳机，在全景

立体声技术的引导下， 从宋庆龄故居

出发，步行至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途经

武康路上重要的历史场馆和建筑，翻

开1931年至1949年的中国大事件。 跟

随真人表演与互动体验重温战争时期

一个普通人的心灵史，探寻附着在武康

大楼、上影演员剧团、周璇故居、德利那

齐住宅、世界小学、开普敦公寓、湖南别

墅、巴金故居、严裕棠故居等地理景观

之上的文化景观。 一些观众还穿上旗

袍、学生装、马甲，“穿越”成为老上海

的风流人物， 在演员引领下进行剧情

演绎，完成暗藏玄机的秘密任务。

打开 “戏剧+”的产业增值的能力 ，

正在成为全行业的共识。 通过一个“秀”

带动周边的餐饮和住宿，以戏剧文化为

中心的安福路做到了 ，沉浸式戏剧 《不

眠之夜》中文版也做到了。 落座江宁路，

《不眠之夜》剧院旁边的酒店、餐饮即便

在传统的旅游淡季时依然预订量爆满。

“做驻场演艺不仅仅是文化产业的生意，

更是加速产业融合的过程， 是上海提升

整个城市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的、 不可忽

视的杠杆。”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总裁马晨

骋说。

精品驻场演艺在为文化产业注入新

动能的同时，亦是城市实力与形象的“代

言人”。“演艺是窗口，是城市的形象。”马

晨骋说， 文商旅融合打开了演出品牌从

建设到推广的新思路。两周后，虹桥机场

的另一半通道也将进行同样的展示，未

来将在地铁、公交、商场等各类公共空间

铺开。

演艺，不总是高级而稀
缺的，它离城市生活很近

“22：30”———这是大多数商场打烊

的时间，熙熙攘攘的顾客人群散去，留下

几盏通道灯陪伴夜的寂静。 但在北外滩

来福士地下一楼的城市市集，“夜游神”

们正在聚集。 开心麻花的深夜沉浸式梦

游剧场《里弄 1992》准时开场，白日里提

供给顾客畅快餐饮的桌椅， 复原感极强

的里弄环境， 顿时化身天然的剧场和舞

美置景，把消费者在商场逗留的时间，又

延长了两个小时。

近期， 沉浸式体验纷纷挺进上海各

大商圈、 网红马路， 刮起一阵消费新旋

风。 “新空间演艺的产品思路，就是打破

剧场概念，塑造空间概念，做出强烈的品

牌调性。 ”开心麻花联席总裁、上海开心

麻花 CEO、《疯狂理发店》总制作人汪海

刚认为，传统剧场已经进入存量市场，而

“新空间演艺”正进入增量市场，这意味

着传统演出行业迎来新的赛道。据悉，开

心麻花的另一部沉浸式喜剧 《疯狂理发

店》也同时成功挺进商业综合体，计划在

瑞虹天地月亮湾驻演三年。 还有一个以

陕西北路老洋房为演出场地的新项目正

在孵化……

在《疯狂理发店》演出中，每位观众

都被赋予了“目击者”的身份，“侦探”会

向观众一一求证线索， 观众亦可以直接

向演员质询，共同推动剧情发展，宛如一

场 200 人的记忆力、智力大考验。不想说

话可以旁观，“社恐”不必害怕，对于“戏

精”而言更是表现的“天堂”。这无疑满足

了 Z 世代观众对游戏感、互动感和参与

感，以及极致体验感的强烈追求。

“在消费空间供给过剩的背景下，为

了避免闲置 ， 商业综合体必须寻求转

型。 ”包亚明说，这给了文化行业更多创

新发展的机会， 但相应地， 对场地供应

者、 内容供应者双方也提出了更高的市

场要求。 “新的消费市场已经诞生，但高

质量的产品供应亟需跟上。 ”

“如果说专业剧场在过去的十年里，

培养了一批忠实的、专业的剧场观众，那

么近年来，一系列文旅新业态的诞生，则

让观众意识到， 演艺不仅是生活中偶然

发生的一种仪式、 一种高级但稀缺的体

验，它更应该是一种普通的、常态化的娱

乐生活体验。”在亚洲大厦成功打造了沉

浸式音乐剧《阿波罗尼亚》《桑塔露琪亚》

的制作人刘汉坤说。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重启驻演大幕
“沉浸式”体验让观众“一秒入戏”

“李侠” 的身影出现在江宁路上

的剧院海报栏里， 仿制的老式电报机

“躲藏” 在剧场的隐秘角落， “电波

不逝， 信念永存” 主题互动触屏矗立

在剧场大厅的醒目处……

昨晚， 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

新一轮驻场演出在美琪大戏院开启，

全新的 “沉浸式” 剧场体验吸引了众

多观众驻足。

让观众欣喜的不仅是剧院里的新

场景， 还有舞台上的新面孔。 经过两

个月的集中训练， “风雅颂韵” 四组

演员阵容将陆续掀开神秘面纱， “驻

场+巡演” 双线演出近 150 场。 “从

这轮演出起， 主演和群舞阵容将以新

老搭配的形式登台亮相， 相信可以带

给 《电波》 更多的舞台活力和不同的

观剧体验。” 上海歌舞团副团长朱继

承告诉记者 ， 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

波》 预计在 11 月迎来第 300 场演出，

青年演员们不断打磨着技艺， 已经渐

渐走进角色的内心深处。

还原舞剧“名场面”，打
造“沉浸式”观剧体验

始建于上世纪40年代的美琪大戏

院，浓缩了几代人的文化记忆。 如今，

即将迎来八十周年华诞的她， 成为舞

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的驻场演出地。

“美轮美奂”的建筑风格与“琪玉无瑕”

的艺术水准融为一炉， 生成了代表上

海城市软实力的崭新名片。

昨晚，美琪大戏院剧场大厅“焕然

一新”，“电波”元素全面入驻，带领观

众坐上“时光机”，回到1948年那个十

里洋场却又云波诡谲的旧上海。 记者

发现，为驻场演出定制的《永不消逝的

电波》 海报、 人物剧照等均已安装到

位。在剧院侧厅的醒目位置，舞剧中的

“名场面” 被逼真还原———一桌一椅，

老式收音机里飘来熟悉的《渔光曲》将

人“一秒”拉进故事里。“沉浸式剧场布

置是一次全新尝试， 我们将不断在驻

演剧场增添新亮点， 进一步丰富观众

的观剧体验。”朱继承希望通过新颖的

展示和互动，让《电波》观众深入了解当

年的地下工作者是多么不易。

在长达12年的岁月里， 李白烈士行

走在生与死的刀锋边缘， 秘密用电波传

递着情报。昨晚，由李白烈士故居纪念馆

捐赠的发报机亦现身剧场， 观众可以现

场体验发报过程， 感受革命先烈潜伏生

涯的艰辛。 “李白烈士牺牲了，但他的精

神是永存的。他活在人们的心中，因此才

有那么多艺术家愿意以各种形式来纪念

他。 ”纪念馆馆长何瑛说。

“风雅颂韵”全新亮相，确
保“百场如一”高品质

日前，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公布

了“风雅颂韵”四组主演，除了大家熟悉

的王佳俊/朱洁静、侯腾飞/王景之外，又

增加了方文/毕然、 韩睿泽/徐莹的新组

合。他们根据演出情况兵分两路，一波赴

全国巡演，另一波在上海驻演。观众王先

生一口气购买了4场《电波》演出票，希望

能观赏到不同的演员组合。 “刚听说《电

波》可能在11月迎来第300场演出，我一

定会加购这场很有纪念意义的演出。 ”

备受观众期待的《电波》新阵容中不

仅有上海歌舞团的优秀演员， 也有初出

茅庐的新人。 今年7月，上海歌舞团广发

“英雄帖”， 邀请全国优秀舞蹈人才参加

选拔， 最终有来自全国14个省市自治区

的50位青年舞者加入了 《永不消逝的电

波》《朱鹮》驻（巡）演项目团队。前辈演员

们全身心投入于排练厅，与“项目制”演

员们一起反复抠动作、捉细节。 经过2个

月的“魔鬼”训练，这些青年舞者有了惊

人的变化。9月27日，舞剧《永不消逝的电

波》 总编导之一周莉亚再次来到上海国

际舞蹈中心指点细节， 辅导演员们揣摩

角色之间细腻而隐忍的情感表达。

据悉，国庆期间《电波》剧组已进入

美琪大戏院进行合成与联排， 期待以最

完美的状态开启新一轮驻场演出。“艺术

没有怜悯，也没有侥幸。 ”上海歌舞团团

长、《永不消逝的电波》 制作人陈飞华强

调，为了确保“百场如一”的高品质，所有

演员必须达标才能上台。“此次有十余位

演员担任了新角色，这是大家艺术生涯的

新开始。我们没有捷径，只有做到最好。”

■本报记者 汪荔诚

■本报记者 宣 晶

《启航： 当风起时》 除了故事内容打动人心以

外， Z 世代演员为角色注入了鲜活的真实感， 让满

腔热血的青年创业者形象更加立体而生动。

▲虹桥机场二号航站楼内拉起了包括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

波》在内的一批优秀上海原创、驻演精品的巨幅海报，通过城市公

共文化窗口“秀”出上海城市软实力。 （上海文广演艺集团供图）

荨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新一轮驻场演出昨晚在美琪大戏

院开启。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制图：李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