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旋律作品越来越好看——常进

剧场的观众不难发现，红色题材舞台

剧的观赏度不断提升的背后，是文艺

创作者积极创新，推动解锁了新的N

种“打开方式”，让“好看”成为主旋律

作品的常态。大型话剧《直播开国大

典》、评剧《革命家庭》、沪剧《陈毅在上

海》等红色题材口碑佳作近期将陆续

登陆申城舞台。它们既承载着深沉的

家国情怀，又在不同维度上做出大胆

创新，在带来高品质艺术享受的同时，

更激发观众思维的同频共振，让正能

量润物细无声地抵达人们心间。

不拘题材限制，打开主
旋律叙事的广阔空间

“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让主旋

律题材好看起来是我们责无旁贷的文

化责任。”话剧《直播开国大典》导演、

联合编剧田沁鑫接受采访时曾表示。

本周，集结张桐、吴彼、刘威、苏青等实

力派演员的《直播开国大典》就将登陆

上海文化广场。在此之前，国内舞台

还未有正面描写开国大典的戏剧作

品，将开国大典的幕后直播故事以文

艺作品的形式搬上舞台，该剧填补了

这一空白。

“带悬疑色彩的行业剧。”田沁鑫

这样定义这部作品。剧中，主线任务、

提防特务、爱情故事三条线索并行，在

一个事件性故事的基础上，以舞台化

的方式完成叙事。编剧团队与党史专

家、播音专家反复沟通，大胆选取历史

原型人物，从广播的专业角度，在充分

尊重史实的前提下，描写共产党人在

关键时刻面对困难时攻坚克难的科研

精神，以及如何让声音传遍广场，用广

播向世界传送开国大典的伟大时刻。

除了话剧，传统戏曲也在寻求“舒

适区”之外的故事题材。近期，原创大

型沪剧《陈毅在上海》剧组正在为全国

巡演版演出做紧锣密鼓的准备，这部

全景式历史题材作品将观众带回一代

儒将陈毅元帅在上海的岁月，用“上海

的声音”创新表达“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的时代意蕴。自去

年8月首演以来，《陈毅在上海》掀起

了一波沪剧热潮，剧中“望浦江”“梅岭

三章”等唱段已经在沪剧爱好者中广

为传唱，大格局打破了不少戏迷对于

沪剧“小情小调”的认知。“在沪剧院的

作品长廊里，这部剧的历史厚重感也

是格外突出的。”“陈毅”扮演者、沪剧

表演艺术家孙徐春对记者表示。

创新叙事表达，名家大咖在舞台表演中
不断“突围”

“上海的观众懂戏爱戏，让我有信心一次次来到这里。”评剧

《革命家庭》主演、天津评剧院院长曾昭娟说。就在不久前，根据

革命母亲陶承回忆录《我的一家》改编而成的评剧《革命家庭》摘

得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文华大奖”戏曲类榜首。如今，剧组上

下已期待着下月带作品来到戏曲大码头接受检验。

主旋律的“突围”在于创作者的大步迈开，也在于名家名角

的敢于“放下”。不破不立，曾昭娟用四个字形容自己在《革命家

庭》中的表演。在剧中，曾昭娟饰演主人公“方承”，演绎了一个

平凡女性从妻子到母亲再到革命者的成长历程。“方承不同于我

以往的所有角色，甚至颠覆了我一以贯之的表演习惯。”

为实现与观众间的最大共情，《革命家庭》的舞台叙事从方

承的回忆切入，使作品呈现出一种调度自由的别致格式和浓情

写意的表现风格。与此同时，多维立体的空间呈现和基于传统

戏曲美学的当代舞台表演方式，在保留北方剧种的民间魅力的

同时，让评剧有了时代关注下的多元表达。 ▼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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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宣晶

■本报记者 刘力源

■本报记者 王筱丽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10月1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德国总统施泰因

迈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习近平指出，过去50年来，中德秉

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精神，持续推

进两国关系，努力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

出积极贡献，谱写了携手同行、相互成

就的篇章。我高度重视中德关系发展，

愿同施泰因迈尔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

建交50周年为契机，继往开来，推动中

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造

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施泰因迈尔表示，50年来，德中关

系在多领域向深层次发展，增进了两

国交流和两国人民福祉。中国是德国

第一大贸易伙伴，德中经贸合作符合

双方利益。祝愿两国间合作继续蓬勃

发展。

就中德建交50周年

习近平同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互致贺电

非凡十年：中国的十个维度
 刊第三版

“青城山下白素贞……”这段流传千年

的民间传说，将在舞台上拥有全新的解

读。作为“东方舞台美学”系列的又一力

作，舞剧《白蛇》将于11月4日至7日在上

海大剧院举行世界首演。此前，主创团队

在墨尔本进行初期创排，并通过“云排练”

沟通各界顶尖艺术家，但始终蒙着神秘面

纱。昨天，舞剧《白蛇》在上海歌剧院排练

厅开放首次探班采访，记者得以一窥究

竟。交响乐与民乐齐鸣，西方芭蕾与中国

舞同台，新作以穿越古今的舞台造型和多

元交融的艺术语汇，探讨现代女性精神世

界的自我修炼与蜕变。

芭蕾艺术家谭元元担任舞剧《白蛇》的

艺术总监，她将在舞剧中出演“妻子/白素

贞”，这也是她首部参与主创的舞剧作品。

“《白蛇传》的故事不仅有着戏曲、电影、动漫

等不同版本，也留下了每个时代不同的印

记。在我们的思考里，蛇的冬眠、苏醒、蜕

皮，或许体现了女性的认知与重生——历经

千年磨难最终找到自己。”谭元元透露，上海

大剧院版舞剧《白蛇》既包含了经典故事的

部分情节元素，又破除原有叙事的桎梏，赋

予极具当代性的象征意味。

重构民间传说，洒脱的青蛇
是白蛇的“另一个自己”

在二十多年舞蹈生涯中，谭元元获奖无

数，还作为旧金山芭蕾舞团首席演员赴欧、

亚、美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演出。
▼ 下转第四版

交响乐与民乐齐鸣、西方芭蕾与中国舞同台，海内外一线舞团顶尖舞者组成“梦之队”

谭元元领衔舞剧《白蛇》将在沪举行世界首演

排练现场，谭元元与舞者李嘉博共同演绎双人舞片段。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今日导读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取得
重大进展，迈向全面提升能级

这10年上海金融市场
成交总额增长近4倍

■昨天举行的“奋进新征程 建
功新时代”党委专题系列新闻发布
会，围绕“新时代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建设的成就与展望”主题，介绍党的
十八大以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情况  刊第二版

本报讯 （记者王蔚）讲述上海这
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更好地向世

界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中

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中共上海市委对

外宣传办公室、文汇报社、上海市社会

科学界联合会、上海社会科学院联合

出品的《大家聊巨变》系列纪录短片第

一季正在热播，今天推出第五集《节点

新城》，跟随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

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来到虹桥国际

商务区和远香湖畔、水城门前，感受“五

个新城”和上海都市圈发展的新气象。

按照独立综合性节点城市定位，

上海正加快建设产城融合、功能完备、

职住平衡、生态宜居、交通便利、治理

高效的嘉定、青浦、松江、奉贤、南汇

“五个新城”，打造未来发展的重要战

略空间。陆铭认为，从长三角城市群

和上海都市圈的发展来看上海的发展

动能，“五个新城”的发展能使上海中

心城区向外延伸到郊区新城，再辐射

到江浙毗邻地区，为未来上海都市圈

引领长三角一体化的现代化发展打下

扎实的基础。  扫码看短片

从“五个新城”看上海都市圈发展
今推第五集《节点新城》

时至今日，每每凭江临风，三年前的那

一幕依然历历在目。

“总书记正与大家亲切交流，钱思文忽

然说了一声‘爷爷好呀’，总书记就径直走了

过来，非常亲切地摸摸他的小脸，问他几岁，

然后从我手里接过孩子抱了起来。”回忆至

此，上海杨浦滨江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钱亮心潮难平。

彼时，钱思文只是个两岁多的奶娃娃，

对于这一场景的记忆不如大人们来得深刻，

但他始终记得有一双温暖的大手和回响耳

畔的亲切叮咛。如今，孩子已五岁半。垂髫

小儿将回忆中的这份温暖感，投射在了他最

喜欢玩耍的杨浦滨江。

2019年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到杨

浦滨江考察，指出“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

城市为人民”。

三年来，杨浦滨江一路变样——滨水岸

线改造提升，公共空间拓展开放，丰富功能

不断植入，连通腹地跳变跃升，儿童友好、无

障碍、公园城市等“抬头”熠熠生辉。这段寄

托着总书记殷殷嘱托的岸线，也成为上海人

民城市建设的一个生动缩影。

三年来，钱亮的微信头像换过不少，但

每一个的背景都是杨浦滨江，这段滨水岸

线已深深融进他的生活，熟稔似另一个

“家”。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他又早早把

杨浦滨江列入了全家活动清单，“一路看着

她的变迁发展，一种喜悦和安定从心里油

然而生”。

而小思文更对这段岸线有着别样的留

恋：“哪里有好吃的、好玩的，我统统知道。

爷爷在哪里抱过我，我也认得出！”

让来者心动、观者心悦、
居者心怡

钱亮一家住在浦东，随着杨浦滨江公

共空间不断升级，到这里过周末已成为一

家人的保留节目，“每个周末，我们都会带

孩子到户外玩，选择杨浦滨江总没错。只

要车开过杨浦大桥，钱思文就会说‘这不

就快到了嘛’。”钱亮笑言，在滨江哪里吃

过冰淇淋，在哪里骑过车，这些生活琐

事、碎片场景成了一家人用来判定方位的

地标。

回想刚来杨浦滨江上班那会儿，尽管

只隔着一条江，但上下班路上仍要花掉不

少时间，随着附近交通等基础设施建成运

行，岸线离人们的日常动线也越来越近。

钱亮说，滨江建设前后花了近十年时间，

特别是近几年，杨浦滨江蜕变成让来者心

动、观者心悦、居者心怡的模样，“从土地

收储到滨水空间建成，再到配套设施完

善、新兴产业导入，这里一步步实现了还

江于民，正是呼应了那句谆谆教诲‘把最

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当年，总书记在杨浦滨江的一席话，为

岸线空间贯通、环境功能提升提供了根本遵

循。公共空间要扩大，公共空间要提质，让

人民群众在这里有获得感，有幸福感。

如今细细琢磨，钱亮更为话语中的宏阔

思考所折服，“这对我们来说，不仅是思想上

的指引，更在工作方法上有了具体方向。公

共空间扩大与提质，确实是黄浦江杨浦段

5.5公里公共空间开放后，我们滨江建设者

需要回答的两个重要问题。一切工作的出

发点、落脚点就是‘人民’”。

当然，不只杨浦滨江，全市层面，黄浦

江两岸45公里岸线公共空间全线贯通，并

持续改造提升，每一段都有亮点，为都市增

添了生活的韵律，也成为人民群众的心灵

所栖。

按老百姓的需求和建议
不断“微雕”

今年国庆假期，大桥公园正式亮相，

杨浦滨江岸线上又多了一个亲近自然、感

受野趣的去处。更多公建配套、基础设施

有了大提升：百年杨树浦路从“面子”到

“里子”都在翻新，主线于今年初通车；地

铁18号线、江浦路越江隧道完工，滨水生

活触手可及。

公共设施方面，9个党群服务站串珠成

链，新潮时尚的商业配套入驻江岸，成为新

的网红打卡点，“从废旧仓库变身而来的绿

之丘，改造的第一步成为公共立体公园。当

下，通过功能入驻，它将成为往来市民游客

的服务型枢纽”。 ▼ 下转第四版

践行“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杨浦滨江精心打造人民城市建设样板

这段滨水岸线熟稔似另一个“家”
■ 杨浦滨江建设者

的期待：坚持“一张蓝图
绘到底”，在杨浦滨江建
设过程中不断践行人民
城市重要理念，让这里有
看头，更有嚼头

2019年11月2

日，习近平总书记

到杨浦滨江考察，

指出“城市是人民

的城市，人民城市

为人民”。三年来，

杨浦滨江一路变

样——这段寄托着

总书记殷殷嘱托的

岸线，也成为上海

人民城市建设的一

个生动缩影。图为

上海杨浦滨江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钱亮（左一）带

着家人来到杨 浦

滨江公共空间杨

树浦水厂滨江段，

感受浦江两岸日新

月异的变化。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打破艺术边界，打造江南风格的“东方舞台美学”转版导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