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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殿之上，皇帝请出照妖镜，最终

裁决杜丽娘是人非妖，杜家上下皆大

欢喜……伴随着第55出《圆驾》恢弘的

场面落幕，昆剧《牡丹亭》久违地以全

本面貌与观众见面。昨晚，上海昆剧

团55出全本《牡丹亭》三台大戏的演出

在上海大剧院圆满收官。杜丽娘“回

生”后的故事复原了汤显祖笔下更广

阔的社会风貌和更深层的哲学思想，

小到指间，大到战场，汤翁所构建的生

命、理想和人生画卷在台上徐徐展开。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诚如上海

昆剧团团长谷好好所说，全本《牡丹亭》

凝聚着上昆几代人对昆剧事业的执着

和热爱，也是每一个昆曲人的守望和

梦想。业内评论家指出，作为年度沪

上舞台界的盛事，全本《牡丹亭》体现

了上海文艺院团的担当与品格，在对

传统经典深情的凝视之中兼顾传承与

创新，是文化自信与自强的生动展现。

八小时《牡丹亭》成就演
员的蜕变

上本演出前，“柳梦梅”胡维露给

“杜丽娘”罗晨雪端去了一碗“暖心鸡

汤”，“我们戏里相知相爱，戏外也是互

相给彼此加油打气。”罗晨雪笑着对记

者表示。虽然二人此前也曾搭档演出

过《牡丹亭》的折子戏，但两天完成总

计八个小时的三场演出，无论是体力

还是台上人物的塑造都对两位“昆四

班”的青年演员提出了不小的考验。

“《寻梦》里唱到‘最撩人春色是今

年’，我感觉心中的少女又一次觉醒

了，怀抱着对爱情的悸动和憧憬。”在

化妆间，罗晨雪一边卸妆，一边复盘着

台上的演出。虽然在无数次排练中她

早已对唱词和身段烂熟于心，但待到

正式登台，观众的注视和掌声依旧让

她找回了初识杜丽娘的那份新鲜感。

“演不尽的《牡丹亭》，唱不够的杜

丽娘。”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张静娴常

把这句话挂在嘴边，这一次挑梁全本，

罗晨雪真正体悟到了老师的话的含

义。对于闺门旦来说，《牡丹亭》和杜丽

娘一角是绕不开的话题，罗晨雪将“杜

丽娘”称作是她的“根”，从学戏到日后

的登台，角色一路见证了她的成长，而

这一次挑起全本，罗晨雪却感觉像是陪

“杜丽娘”过完了一生，“过去对杜丽娘

的理解集中在她的爱情，但如今会发现

这只是她人生的一部分。在复活之后，

她需要回答现实向她抛出的问题”。

1999年，上昆排演 35出《牡丹

亭》，彼时刚进戏校的胡维露是台下的

“小粉丝”。“表演、舞蹈、音乐，所有的

东西都太美、太震撼了，眼睛根本离不

开舞台。”看完演出，胡维露将岳美缇

和蔡正仁的明信片放在房间的书桌

上，那时的她不敢想象，自己有朝一日

会成为55出《牡丹亭》的主角。胡维

露将演出全本视作一次“再体验”《牡

丹亭》的过程，“折子与折子之间的衔

接改变后，人物之间的关系和表演也

有所变化，需要演员重新审视作品，就

像排一部新戏一样”。

“杜丽娘不急不躁，分寸感极佳，女小

生饰演的柳梦梅则飘逸洒脱。”舞台上成

熟的表演给上海戏剧学院教授荣广润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无论是主演还是配演

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对于院团而言，这

是人才培养巨大的收获。”一边传承，一边

创新，年轻的“杜丽娘”和“柳梦梅”都不约

而同地感慨全本《牡丹亭》之于艺术生涯

沉甸甸的分量，虽曾有过苦恼和迷惘，但

随之打开的“昆曲新世界”正如《游园》中

唱的那番：“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全景式回望历史，亦是对
历史的致敬

新的精神面貌、新的人文解释、新的

表达走向、新的表演方法以及新的舞台

呈现，在全本《牡丹亭》创排之初，导演郭

小男就期待呈现一场传统且不失新意的

“华丽一梦”。长达八个小时的演出如何

避免让观众产生疲劳感是首要的问题，

“三台演出不显得拖沓冗长，导演为此付

出的努力可见一斑”，文艺评论家方家骏

对记者表示：“转台上，三个演区的交替

既加快了换场节奏，也丰富了视觉效

果。”舞台上，表演、音乐、舞美和谐地交

融在一起，方家骏认为全本《牡丹亭》展

现了一种张弛有度的“大美”。

上海昆剧团建团40多年以来，对

《牡丹亭》的修改提高与演绎曾有十余次

之多，在各种版本珠玉在前的情况下，当

代舞台为何需要55出全本《牡丹亭》？

在方家骏看来，直面《牡丹亭》的全貌方

可感受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彩，“原著中精

妙的文辞、严丝合缝的集唐诗都体现了

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

不偏颇、不简化、不丢失原著文脉，

《牡丹亭》通过又一次的艺术演绎获得了

正本清源式的回归与重塑。“全景式地呈

现《牡丹亭》，将其置于一个崭新的文化

底版上，是对历史文化的回馈、反哺，也

是一种致敬。”方家骏表示，“经典之所以

成为经典，不仅仅是因为一个唯美的爱

情传奇，更是因此看到了经典产生的历

史文化环境和其中深厚的人文内涵。”

上海昆剧团55出全本《牡丹亭》昨在上海大剧院圆满落幕

借凝聚数代昆曲人的旖丽一梦
探传统文化精神之源

■本报记者 王筱丽

昨天，由国内知名同行专家担任评

审的复旦版《2021年度中国医院综合排

行榜》和复旦版《2021年度中国医院专

科声誉排行榜》在上海发布。中国医学

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

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和复旦大学附属

中山医院位列2021年度中国医院综合

排行榜前五名。全国共100家医院进入

复旦版中国医院综合排行榜，42个专科

（前10名）榜上有名。

沪上医院在榜上表现不俗：三家医

院（瑞金医院、中山医院、华山医院）进入

全国前十；在专科声誉榜上，华山感染、

华山皮肤、华山康复、瑞金内分泌、仁济

消化、九院整外、中山全科、耳鼻喉科医

院耳鼻喉科、复旦儿科医院小儿内科等

九个专科位列全国第一。

最新发布的这份排行榜是复旦大学

医院管理研究所作为独立第三方开展的

公益性项目，也是复旦版中国医院排行

榜连续第13年发布。“虽然不唯排行榜，

但也不能不看排行榜。”“复旦榜”创建者

如是说。

时逢国家医改进入深水区、公立医

院转型发展吹响号角，“复旦榜”风向标

到底给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哪些启示？

全国唯一“全覆盖”医院排
行榜，方便百姓就近“看好病”

发布13年来，两个趋势日益明显：

一是“复旦榜”越来越得到同行认可，将

榜单作为医院间比较评价的重要依据；

二是更多患者根据排行榜来选择医院，

排行榜产生了发布者希望得到的社会

效益。

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所长高解

春在解读这份榜单时表示，经13年持续

努力，尤其是近年，“复旦榜”的公信力有

目共睹，其与国家大政方针步调一致。

典型如国家医学中心、区域医疗中心建

设进程，2017年，我国启动国家医学中

心和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规划设置，这对

提升我国整体医疗服务能力、减少患者

跨区域就医、助力分级诊疗具有重要意

义。高解春介绍，当前，“复旦榜”对我国

所有医院（包括部队医院）实行“全覆

盖”，已成为全国唯一一张“全覆盖”医院

排行榜，有利于患者在全国任何区域找

到心仪的医院、适合的专科就医。

看病不仅看医院，更看专科实力。

截至今年7月，全国已设置的心血管病

医学、癌症医学、老年医学等共12个国

家医学中心，也与“复旦榜”高度吻合。

比如，国家呼吸医学中心是钟南山院士

所在的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和王

辰院士工作的中日友好医院，两家的呼

吸科是榜单上的“常胜将军”；国家口腔

医学中心是北大口腔医院、华西口腔医

院和上海第九人民医院，三家医院的口

腔科在“复旦榜”排行中长期名列前三

位；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扎营”华山医

院、浙大一院和北京地坛医院，今年华山

医院感染科在榜单专科声誉排行中名列

第一，浙大一院紧随其后。

临床能力是根本，临床创
新是医院“创新之魂”

从“三明医改”到“灵魂砍价”，从异

地医保结算到公卫服务均等化，医改十

年，中国以坚定的决心和超凡的勇气，建

立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卫生保

障网，居民就医负担逐年减轻。在此大

变革中，“复旦榜”何去何从，又该如何持

续引领潮头？

高解春说，“复旦榜”发布以来，一直

强调学科建设是核心竞争力，这不仅仅

是指科研成果、SCI发表数，更是解决临

床问题的能力。“老百姓从自身‘功利性’

出发，更看重一家医院或一个专科的临

床能力。排行榜给出的直接启示是：临

床能力是根本。”

在他看来，连续四年的国家三级公

立医院绩效考核堪称“国考”指挥棒，不

断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而“复旦

榜”的作用就是帮助指挥棒“让医院看懂

自己，也看清别人”。

就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路

径，高解春直言，内涵一是学科建设，二

是科学管理。他尤其强调，临床创新是

“医院创新之魂”，应从体制机制、组织实

施、评估体系、激励准入诸方面予以落

实，要有“临床创新有风险，没有创新更

危险”的急迫心情，针对健康领域的重大

问题系统开展基础和临床研究和创新，

达到提高医疗质量、技术能力和人民群

众获得感的理想目标。

一个优秀学科的发展，会
带动一批学科群联动发展

“复旦榜”还给出一条重要启示：一

个优秀学科的发展，可以带动一批学科

群联动发展。公立医院不仅要注重学科

建设，也要注重学科群的建设。比如，华

山医院神经外科很强，会带动神经内科、

影像医学科、康复医学科等相关学科一

起发展；阜外医院的心血管病科优秀，与

之相关的心外科、血管外科、心超等学科

群也表现优异；协和医院有一个全国最

优秀的变态反应科，与之相关的耳鼻喉

科、荨麻疹科、皮肤科水平都提升了。

“一个学科优秀，会带动一批学科一

起前行。而学科群发展了，才能出现顶

尖学科，才能成为国家医学中心。”“复旦

榜”评审专家如是分析。

复旦版中国医院排行榜发布，上海三家医院进入前十，九个专科位列全国第一

“复旦榜”给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哪些启示

疼痛，正成为老年人群生活质量的

“隐形刺客”。近日发布的首个《中老年

常见疼痛防治认知调研报告》显示：受访

人群里56.6%的中老年人普遍患有至少

2种常见疼痛。医学专家表示，随着我

国老龄化加剧，疼痛已成为继心脑血管

疾病、肿瘤之后的第三大健康问题。

中日友好医院疼痛科主任、中国医

师协会疼痛科医师分会会长樊碧发教授

表示，长期疼痛得不到有效治疗，非常影

响生活质量和精神状态。以带状疱疹后

神经痛为例，其疼痛涵盖了大部分神经

病理疼痛的表现，例如刀割一样疼痛、针

刺一样疼痛等。

本次调研共2697名50岁及以上的

中老年人参与。结果显示，中老年人认

为常见疼痛排名前四的有：骨骼肌肉疼

痛（颈椎、腰背、椎间盘等，占比80.4%）、

糖尿病性神经病变带来的疼痛（占比

53.1%）、头部/颌面部疼痛（占比48.4%）、

带状疱疹相关性疼痛（占比40%）。

在专家看来，调研反映了一些问

题。比如，中老年人普遍低估疼痛的严

重程度，56.6%中老年人普遍患有至少2

种常见疼痛；疼痛发生后，近半数（占比

48.4%）中老年人选择忍痛。

调研报告分析：拖延、辗转多个科

室、很难完全治愈，成为目前具有疼痛困

扰的中老年人群常态。报告显示，

53.1%的中老年拖延就医时间超过 3

天。医学专家称，如果选择3天内就医，

60%治疗后基本不影响正常生活，而3

天后甚至更长时间就医，则有难治愈的

趋势。此外，67.5%的中老年需要辗转

至少2个科室就医，拖得越久，确诊越

难；大多数（95.4%）中老年人就诊后疼

痛问题无法完全治愈。

被动疼痛不如主动管理和预防，但

在这方面，中老年常见疼痛的预防意识

严重不足。“越拖越痛，找不对科室”，这

一点在社区老年疼痛患者中更为典型。

专家们呼吁加大对科学管理、预防

疼痛的关注。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俞华表示，当前，我国疼痛患者

远超3亿人，且正以每年1000万至2000

万的速度增长。“疼痛不单是病症或疾

病，这背后是人们对待生活质量的选择，

希望以调研报告发布为契机，提高社会

对疼痛管理和预防的认知度、行动力。”

调研显示半数以上中老年人患有至少2种常见疼痛

还有多少老年人在悄悄“忍痛”
■本报记者 唐闻佳

本报讯 （记者李晨琰）记者从昨天
闭幕的第七届生育保健论坛获悉，由中

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

院教授黄荷凤主编的新书《发育源性疾

病》发布。“该书旨在为学界提供一种新

视角，从生命早期进行预防或干预，以此

从源头降低慢性病的发生率，也可以减

少整个社会对疾病的负担。”黄荷凤说。

防控出生缺陷对保障儿童健康、促

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发

育源性疾病》由来自复旦大学附属妇产

科医院、复旦大学生殖与发育研究院、浙

江大学医学院等11家单位的36位妇产

科学家、生殖医学家倾力打造。

黄荷凤团队长期致力于母体孕期环

境因素暴露致成人疾病发生机制的研

究。她介绍，早在20世纪90年代，生殖

医学领域便提出“多哈（DOHaD）学说”，

主要内容即人类成年期一些疾病的发

生，如高血压、2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

和神经精神疾患等，与胎儿时期营养及

发育不良有关。

“除了成人期的生活方式和基因遗

传外，人类生命早期的环境因素，包括精

细胞、卵细胞的状态，营养等也会影响成

人某些疾病的发生风险。”黄荷凤说，从

这个现象来看，慢性病在生命早期就决

定了。此前，黄荷凤就曾在国际上首次

提出“配子源性疾病学说”，即对某些疾

病，卵母细胞在孕前已被打上异常“烙

印”，传递至子代会引发代际遗传。

“目前，很多医学专家似乎更强调女

性对子代的影响，事实上，男性和女性一

样，如果男性不注意自己的健康也会导

致后代不健康，甚至会导致胎停、生化妊

娠等后果。”黄荷凤举例，女性在丈夫肥

胖时孕育的孩子和减肥后孕育的孩子健

康情况非常不同。父亲肥胖时孕育的小

孩要特别注意锻炼、饮食等，否则患慢性

病的几率将有所提升。因此，她建议，备

孕夫妻去一次孕前门诊，35岁及以上夫

妻尤需如此，全面评估身体状态，做好健

康管理，在充足的准备下迎接健康的小

生命。

中科院院士黄荷凤新书发布

聚焦人类生命早期健康环境因素

“在他百岁生日前一天发布全集，用这种方式告慰

纪念很有意义。”今天恰逢贺友直百年诞辰，耗时7年

筹备出版的26卷《贺友直全集》昨天在2022上海书展

首发，贺友直夫人谢慧剑在台上感慨：这厚厚一摞是贺

老毕生心血创作的全部作品汇集，也是他一生为连环

画事业付出的总结。

为连环画家出全集，这在中国出版史上尚属首

次。《贺友直全集》收录贺友直从艺50多年已发表、部

分未发表的美术作品，以及文论、书信等文书，时限上

起1949年9月，下迄2016年3月，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

社推出。

其中，第1卷至第16卷为连环画卷，收录贺友直个

人创作及与他人合作的连环画200余种，包括深受读

者欢迎喜爱的《山乡巨变》《朝阳沟》《李双双》《白光》

《小二黑结婚》《十五贯》等；第17、18卷是沪甬风俗画

卷，收录贺友直晚年创作的有关沪甬两地的风俗民情

画13种；第19卷至22卷为插图卷；第23、24卷是综合

卷，包括组画、水墨和速写等；第25卷是文论卷；第26

卷是书信年表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侯培东介绍，

《贺友直全集》自启动以来，资料收集和整理是最大难

点，随着收集到的作品日渐增多，项目卷数和类别都大

大增加。这是对贺老艺术成就、艺术思考和艺术精神

的最系统全面总结，展示了他对中国传统白描艺术再

生创造和改革创新的伟大实践成果，进一步弘扬传承

发展连环画艺术。

首发式上，画家、美术评论家谢春彦以“想念这个

宁波老头”为开场白表达敬意：“贺友直一生是艰苦的、

努力奋斗的、清清白白的，是过去100年中国画史上难

得的人物。他为中国人物画在当代甚至未来建立了一

个体系、一种很难超越的规范，他通过刻苦的自学、深

刻的思考、深入的观察，形成了属于他自己也是属于我

们民族的特殊的艺术语言。”

现代连环画兴起于上海，与新中国的成立与发展

息息相关，连环画在精神层面上对大众进行鼓舞与引

领，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生活气息浓厚、时

代感强，成为20世纪极具中国特色的现代美术奇观。

贺友直正是当代最具代表性的连环画泰斗，他从事创

作超过五十载，连环画作品两百余种，几代人耳熟能

详。他从生活中获取创作灵感和素材，从传统艺术中

寻求适合的绘画语言，利用方寸之地，在连环画小小尺

幅中，把白描艺术发展到极致，形成独树一帜的“贺式

白描”手法。

作为来自民间的艺术家，以小见大的文化观察者，

他的创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时代立传，为人民抒

怀，用作品解答了“艺术为何”的问题，浓缩了时代的喜

怒哀乐，“都是画给人民大众看的”。从连环画、风俗画

到插图、漫画，无不将中国传统白描艺术与现实生活结

合起来，选取捕捉富有表现力的可视形象，蕴含着对描

写对象的真挚情感，在千百万读者中产生了广泛而深

远的影响。

业内评价，贺友直用“四小”——小动作、小孩儿、

小道具、小动物，“六字要诀”——记得牢、搭得拢，记录

平民烟火、时代变迁、大千世界。贺老身上的平民性、

人文性，与大格局、大视野，形成一生的艺术底色，使之

成为上海乃至全国连环画艺术创作的一座“高峰”。

《贺友直全集》不仅是贺老个人艺术的展现，更是中国连环画艺术的缩影。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黄强谈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作为中国

连环画出版重镇，在新中国成立后连环画创作室就拥有100多名创作人员，人

称“一百零八将”，走出了以贺老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连环画艺术家。“相信全

集的出版，将对唤起人们对连环画艺术的重新认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对于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艺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纪念贺友直诞辰100周年》纪念封同期首发，以贺友直手绘头像及其所

创作的《胖嫂》《朝阳沟》《蛐蛐》《南京路上好八连》等四幅作品为设计元素，极

富艺术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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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旸

■本报记者 唐闻佳

1.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3.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4.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5.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6.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

同济医院
7.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

属协和医院
8.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9.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0.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2021年度中国医院综合排行榜前十

《贺友直全集》收

录贺友直从艺50多年

已发表、部分未发表的

美术作品，系统全面总

结其艺术成就、艺术思

考和艺术精神。

（出版方供图）

由上海昆剧团

创排的全本《牡丹

亭》剧照。

（上海昆剧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