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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安现代戏剧谷发布节目内容

上海首演剧目将达100%

本报讯 （记者 诸葛漪）2019上海·静安现
代戏剧谷将于 4月 26日至 5月 12日举行，节
目内容日前发布。 今年将有中国、 俄罗斯、希
腊、 荷兰等 11 个国家艺术团队 19 台剧目亮
相，比去年 8个国家 17台剧目有进一步拓展。

国际与国内剧目的比例保持在 2：1， 首演剧目
比例再创新高，上海首演达 100%，中国首演剧
目高达 80%。静安区以更大力度的票补，让观
众以最低 100元价格“跨越”古今戏剧高峰。

“名剧展演”板块分为 6 个系列。开幕大
戏《追梦云天》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通
过 C919 大飞机制造描摹为中国航天事业奉
献的建设者。上海杂技团新作《战上海》以杂
技、歌舞方式再现惊心动魄的上海解放前夕。

“一带一路传经典系列”和“国际视野敬大师
系列”体现当今国际戏剧最高水准。俄罗斯亚
历山德琳娜剧院今年继续带来瓦列里·福金
的力作《零祈祷》，其改编自陀思妥耶夫斯基
的小说《赌徒》。拉脱维亚国家剧院以契诃夫
的《海鸥》、古希腊悲剧代表作《安提戈涅》亮
相。 里玛斯·图米纳斯导演的立陶宛 VMT 剧
院《钦差大臣》也颇令人期待。以色列卡梅尔
剧团的口碑剧目《安魂曲》也将上演。希腊阿
提斯剧团特佐普罗斯代表作 《被缚的普罗米
修斯》、 日本小池博史导演的契诃夫代表作
《三姐妹》等，也将再掀演剧高潮。

“人气剧场星光耀系列”同样汇聚国内外
佳作，有中外联合制作的明星话剧《默默》、荷
兰挪威制作出品的肢体偶戏《香奈儿》、英国误
集剧团作品《风筝》等。“新锐导演重原创系列”

网罗国内青年导演的人气作品，例如王子川的
《雷管》、丁一滕的“启”国际剧团演绎的《弗兰
肯斯坦的冰与火》、香港导演黄俊达肢体剧《狂
人》等。孩子们还能在“精品演剧为儿童系列”

中，欣赏到中福会儿艺剧院儿童剧《孩子剧团》

《那山有片粉色的云》等佳作。

图片新闻京剧名家携台北新剧团巡演

《清辉朗照》下月启幕
本报讯 （记者 诸葛漪）高亢激昂的京剧

和缠绵柔美的昆曲在同一空间碰撞，激荡出的
火花让观众充满遐想。2019年春天， 京剧名家
李宝春携台北新剧团展开巡演，4 月 9 日、10

日在上海美琪大戏院带来《清辉朗照》《赵氏孤
儿》两部大戏。

《清辉朗照》聚焦李清照一段鲜为人知的
故事。她有过两任丈夫：第一任丈夫赵明诚逢
战乱病死， 第二任丈夫张汝舟则假婚姻真诈
欺，骗取李清照保留之青铜国宝重器。李清照
不从，遭受家暴，一状告到官衙，诉请离婚。但
过程颇波折，因既无前例，李清照又提不出骗
婚的证据。为求胜诉，李清照改告张汝舟涉入
科举弊案，但宋代法令规定：女子告夫，需先坐
牢。究竟要有多大决心，宁可坐牢，也要诉请离
婚？ 李清照就是这样勇敢的奇女子。《清辉朗
照》藉由这桩破天荒的离婚案，走近女词人不
为人知的一面。

《清辉朗照》中，李宝春一人诠释反差极大
的两任丈夫赵明诚与张汝舟。全剧讲述两宋战
乱， 李清照深陷对已故前夫赵明诚的思念，恍
惚间见到张汝舟，以为是赵明诚再世，没想到
竟是一场骗局。《清辉朗照》是李宝春继《知己》

《京昆戏说长生殿》后又一京昆力作，揉合细腻
宛转的昆曲与明快挥洒的京剧，呈现李清照回
忆与现实的冲撞、爱恨交织的缠绵拉扯。

李宝春出身戏曲世家，祖父李桂春、父亲
李少春、母亲侯玉兰都是戏曲名家。他九岁由
祖父指导练功，十岁进北京戏剧学校，专攻文
武老生。1997年，李宝春领衔成立台北新剧团，

每年两档以上的制作， 至今已累积推出新戏、

老戏近五十出，代表作包括《打金砖》《野猪林》

《华容道》等。在创作过程中，李宝春以戏剧传
统为基础，融入时代新意，发挥剧场效果，通过
“串折戏”“以老为新”“京昆混搭”等方式，突破
传统程式，进行“格式化”处理，为老戏注入新
的活力，使老戏获得新生。

除《清辉朗照》外，李宝春在《赵氏孤儿》也
将一人分饰赵盾、程婴两角。这版《赵氏孤儿》

进一步把原本“令人稍微失望”的结局做了修
改，让《赵氏孤儿》不再只是一个久远时代两个
死板老头把自己和儿子的性命拿去替死的愚
忠故事，而变成人生两难情况下的抉择。

挖掘医学人文内涵，上海将办朗诵会

向全国征集医学人文作品

■本报记者 顾泳

文学里有哪些医学元素值得去探讨？医学是技
术与人文的结合，技术快速更新了，人文该怎样跟
上？上海将于 8月 10日今年第二个“中国医师节”

即将来临之际在保利大剧院推出全国首场以 “生
命”为主题的大型医学人文朗诵音乐会，日前在沪
召开的作品征集研讨会上，专家们道出医学人文的
重要性。

研讨会上专家引经据典，“医学即人学， 医者
是生命的摆渡人， 只有当医疗技术与人文关怀充
分结合，才能为病家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我们
进入了物质丰富的年代， 精神世界却还没跟上
来。”中国医师协会人文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
任委员、总干事，原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袁钟
直言，“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之外， 更要照顾好自己
的‘灵魂’。”在专家看来，发生疾病犹如生命中的
一次觉悟，将会开启“重新排序”键，爱情、事业、钱
财……在病后都会得到一次审视， 最终实现生命
的平衡与融合。

专家举例多部文学作品中的医学元素。南方医
科大学杨晓霖教授娓娓道来：于娟的《生命日记》，记
录风华正茂年代罹患癌症最黑暗最痛苦的时刻，更
用坚强的生命之光点燃对生的渴望、爱的期许；渡边
淳一的作品常常以医生或患者的角度入手， 展现如
何在面对疾病之后将生命活得更有意义……

据悉，挖掘医学人文的内涵、呈现医学的本源
与初心，上海医学界将与全国医学界、艺术界开创
先河，共同打造大型医学人文朗诵音乐会。朗诵音
乐会制作人烁渊介绍， 活动将邀请国内顶尖艺术
家，以及具有代表性的医务人员与患者，以诵读、讲
述和音乐演奏相结合的艺术样式，让医学穿透人文
与科技、理性与感性、世俗关注与终极关怀。全国医
学人文朗诵作品征集令日前发布，还将制作“征集
令”短视频。

本月 20日起申城小学将免费课后服务再延长，不少学校已启动试运行

晚托延至18时，师资难题如何解
自 3月 20日起， 对家庭按时接仍有困难

的学生，本市各小学将免费课后服务从 17 时
再延至 18 时。实行小学校内课后服务，师资
是主要问题。晚托延长至 18 时，师资难题如
何解决？

招募大学生志愿者加入看护
不久前的一天 17时， 记者来到杨浦区教

育学院实验小学， 课后延时服务正在进行中，

只见 19 名小学生在两位老师的指导下做作
业、阅读。

新学期，杨浦区教育学院实验小学启动校
内课后延时服务试运行， 将放学之后的课后服
务时间分为两段。 第一段从放学后至 16时，开
展“快乐 30分”活动，全体学生参加，设置国际
跳棋、童话城堡、快乐搭建、我爱沪语、儿童绘
画、特色纸艺等近 20个项目，学生自主选课，发
展兴趣；第二段从 16时至 18时，这部分学生由
家长提出申请，学校审核确定，将近 50名学生
被安置在 3个班级中，实行免费课后服务。这段

时间，学生可在教师指导下完成作业，也可以进
阅览室看书或是选择游戏、运动。每天的工作都
由护导的行政老师总负责，直至学校清场。

作为区域内一所新优质学校， 该校共有
550名学生。校长姜谊说，学校成立了“实岩教
师志愿服务队”， 每天配备 3名教师志愿者义
务参与课后服务；另一方面，学校大力寻求社
会力量支援， 由学校党支部牵头与公益组织
“明德基金会”合作，招募复旦大学、同济大学
的学生志愿者参与看护。由基金会出资，为每
班配备 2名大学生辅导员，配合教师做好相关
工作。今后，学校还计划通过整合全校教师、返
聘退休教师、吸纳社区志愿者、动员家长志愿
者等多种方式， 全力提供好课后延时服务，帮
助确有需求的家庭解决后顾之忧。

“三段式”服务提供弹性选择
本学期，静安区已先行试点全面启动小学

“三段式”校内课后服务。所谓“三段式”，是将
放学后 15 时 30 分至 18 时的两个半小时，划
分为 3个时间段。其中，第一段———从 15时 30

分至 16时为快乐 30分，这个时段让学生在自
主选择、寻求帮助、合作分享中“快乐活动，彰
显个性”； 第二段———从 16时至 17时为自助

一小时， 力求让学生根据自身学习和发展需
求，在规划学习任务、独立完成作业、参加体育
活动、开展劳动教育、提升科艺特长中“自主成
长，全面发展”；第三段———从 17时至 18时为
温馨一小时，希望学生在劳技手工、静心阅读、

伙伴交往、整理学具、清洁卫生、家校沟通中
“休闲交往，感受关爱”。

静安区教育局副局长孙忠说，校内课后服
务时间实行弹性预约，让家长根据自己接孩子
的时间对课后服务时间段进行自主选择，服务
内容也可弹性选择。学校在 3个不同时间段内
为学生提供适切的、 可供选择的相关资源，由
学生根据个人实际情况弹性选择，享有个性化
课后服务。

静安区闸北第三中心小学有 847名学生，

试运行以来， 参加 17时至 18时课后服务的有
42人，混龄组成一个班级，由两位老师看护。17

时以后的课后服务老师， 由学校返聘退休老师
担任。 事实上， 静安区自上学期期末试运行以
来，在 17时 15分左右接走孩子的家长特别多，

17时以后的时段，更多是让学生在家校沟通中
感受关爱。“‘三段式’的弹性设计，不仅让孩子
参与自己喜欢的活动让家长放心， 也在一定程
度上为学校安排课后服务师资缓解了压力。”静

安区闸北第三中心小学校长尤睿说， 学校已开
始执行晚托绩效，根据时间折合成课时量。

鼓励家长和社区人员参与
在课后延时服务人员的安排上， 许多学

校除了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教职工轮流排班、

返聘退休教职工等方式外， 也鼓励家委会志
愿者、家长志愿者等参与。对于确有需要的，

还引入社区教育力量或社会公益性机构，加
入课后服务。

现在有些年轻家长希望孩子在学校里把
作业完成后再回家。其实，设置校内课后延时
服务的初衷，是为按时接孩子放学确有困难的
家庭提供服务。对于小学中高年级学生，家长
应从“扶手”到“放手”，逐渐培养孩子独立做作
业的习惯。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学生每日留
校时间过长可能并不利于孩子的发展。孩子的
健康成长，需要家庭的温情陪伴。

市教科院普教所所长汤林春认为，家长和
社区的资源还可充分挖掘。学校本是社区的一
部分，小学生大多就近入学，特别是公建配套
的学校。学校可与社区挂钩，鼓励社区调配资
源，如社区工作人员、社区里刚退休的老人或
全职妈妈等，共同参与课后延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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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沁

今日看点垃圾分类教育在学校深入人心，学生老师争相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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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
研究所杨辉研究组与中国
科学院计算生物学研究所
李亦学研究组等合作者，建
立了一种新型脱靶检测技
术，在世界上首次证实一直
以来被认为更加安全的单
碱基编辑技术有可能导致
大量无法预测的脱靶，存在
严重的安全风险。此研究显
著提高了基因编辑技术脱
靶检测的敏感性，能够发现
之前的脱靶检测手段无法
发现的完全随机的脱靶位
点，为基因编辑工具的安全
性评估带来了突破性的新
工具，有望成为新的行业检
测标准。相关研究成果日前
发表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
《科学》上。

建 GOTI检测技术
人类基因组含有约

31.6 亿个 DNA 碱基对 ，

CRISPR/Cas9作为第三代基
因编辑工具，可以从 31.6亿
个碱基对中剪除一两个，效
率非常高，但脱靶风险也一
直备受关注。不过想知道是
否“中靶”不难，难的是不知
道脱靶到哪里去了。

DNA 是个双链螺旋结
构 ， 使用 CRISPR/Cas9 技
术，会造成 DNA 断裂，对机
体很危险。后来衍生出了第
四代基因编辑技术 BE3（单
碱 基 编 辑 ）。 “ 如 果 把
CRISPR 比作一辆车， 它到
了目的地， 原来是由 Cas9

来切断 DNA， 而 BE3 则是
跟着这辆车到了特定位置
后， 直接对碱基进行修改，

不会剪断 DNA。” 杨辉告诉
记者。课题组建立一种被命
名为“GOTI”的脱靶检测技
术。他们在小鼠受精卵分裂
到两个细胞的时候，编辑了其中一个，并在 DNA上
标记了红色荧光蛋白，这些标记也会携带在子代细
胞里。在小鼠胚胎发育到 14.5天时，利用流式细胞
分选技术，分选出被编辑过的细胞和没有被编辑过
的细胞，再进行全基因组测序比较两组差异。由于
实验组和对照组来自同一枚受精卵，理论上基因背
景完全一致， 因此直接比对两组细胞的基因组，其
差异基本就可以认为是基因编辑工具造成的。这也
正是这一研究最精妙的地方。 借助于 GOTI系统，

“让我们震惊的发现， 以 BE3为代表的单碱基编辑
脱靶率竟然这么高， 比自然突变高出 20倍之多。”

杨辉说，BE3因为不产生 DNA双链断裂，一直以来
被认为更安全。 然而这次研究发现，BE3存在非常
严重的脱靶，而且大多出现在传统脱靶预测认为不
太可能出现脱靶的位点，部分脱靶位点甚至出现在
了抑癌基因上。

从脱靶问题入手改进基因编辑
“基因编辑工具开发及安全性评价， 是基因治

疗的基础。”中科院神经所所长蒲慕明院士说，此次
工作显著提高了基因编辑技术脱靶检测的敏感性，

在世界上首次证实了以 BE3为代表的单碱基编辑
存在之前技术无法检测的脱靶风险。

“让人感到欣慰的是，美国有家公司本来紧锣
密鼓打算用 BE3技术开展地中海贫血的临床实验，

听说我们的研究成果后，已经暂停了。”杨辉介绍，

现有的 7 千余种罕见病，80%是单碱基突变导致
的， 全球共有 3亿病人。BE3技术给这些病人带来
了希望， 比如杜氏肌营养不良患者往往行走困难，

在患者体细胞上进行基因编辑后，这一症状得到了
改善。 预计 2022年有 40种基因治疗新药上市。尽
管存在脱靶问题，但单碱基编辑技术本身有着巨大
的价值。杨辉透露，接下来，他们从脱靶问题入手，

设法改进这个基因编辑工具，尝试建立一种不会脱
靶、也没有其它风险的单碱基编辑技术。

■本报记者 黄海华

嘉定一中一道有关垃圾分类的征集令引来学子百余条宣传语和金点子

上午收到建议，中午食堂已重新布局

新学期开学，垃圾分类成为嘉定
一中孩子们的热议话题。原来，从去
年 11月起， 学校以 “垃圾分类我先
行”为主题，向学生们征集相关金点
子和宣传语。百余条短征文呈现在校
团委书记倪斯怡老师眼前，有趣又令
人印象深刻。

发挥想象力强调垃圾分类
“别让弱小可怜又无助的垃圾走

错家门。” 杨洋同学用拟人手法道出
自己对垃圾分类的理解。“垃圾分类
贵如金，低碳绿色万物亲”“分类一小
步，文明一大步”……这几条视野广阔，还特
别押韵。“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垃圾也应分门
别类。”这是文彦诚同学的佳作，道理没错，

怎么读起来有点怪怪的？ 还有几位同学的
宣传语， 也有异曲同工之妙。“隐藏在垃圾
堆里的钥匙啊， 在我面前显示你真正的力
量！ 现在以你的主人， 垃圾桶之名命令
你———垃圾分类！”“昔日垃圾不分类，今日
臭气熏漫天” ……同学们充分发挥想象力，

强调垃圾分类的重要性。

“垃圾分类太麻烦， 垃圾也是这么想

的。”卢明智同学的宣传语，好像有点消极。比
起随手一丢，分类确实多了不少步骤。新学期
的讲座上，一组组数据让他豁然开朗：以嘉定
为例，每天产生约 1780吨生活垃圾，每人平
均就是 1.1公斤，来自区内 36家机关企事业
单位、62 个菜场、522 个居住区、137 所学校
以及 6座公园。 如果能更好处理和利用这些
垃圾，稍微麻烦些很值得。

除了宣传语， 改善垃圾分类环境的可行
性建议也不少。张奕同学提出，可以评比每月
或每学期的环保之星，提高积极性。万芷寒同

学的方法独辟蹊径： 展示各地自然风光
及优美环境，激发大家保护环境的热情。

高一男生建议食堂重新布局
高一沈铭阳同学的建议最牛———

他给食堂重新布局。去年起，学校启动
垃圾分类教育以来，小伙子仔细观察食
堂布局，发现倒剩饭剩菜的湿垃圾桶和
扔纸巾的干垃圾桶分布不太合理，学生
吃完后放置餐盘的地方容易因拥挤而
没秩序， 影响了餐盘垃圾分类丢弃。在
名为“关于食堂倒饭垃圾桶及桌子重新
摆放的提案”中，他提出两点建议。首先
是重新排放桌子、干湿垃圾桶，确保学
生一路相继经过干垃圾桶、 湿垃圾桶，

餐盘筷子放置桌；同时，增设护栏起到
更好的引导作用，让秩序更好些。倪老

师上午收到这个建议，当即转给分管后勤的老
师。到中午，食堂已经重新布局。

垃圾分类教育在学校已经深入人心，学生
老师争相参与。不久前的寒假里，为期两天的
社区志愿服务活动中，学生志愿者们以班级为
单位，落实《菊园新区生活垃圾分类体系建设
实施方案》，走进 10 个社区，配合开展了社区
环境清扫、垃圾分类海报制作、垃圾分类上门
宣传动员等工作，引导居民认识到垃圾分类的
重要性，提高资源的回收利用率，为社区营造
一个优美的居住环境。

■本报记者 彭德倩

上海设计节开幕
昨天，上海新天地设计节开幕。

以“回归社交本源———相知遇见“为
主题，设计节有 26个展区，包括新
材料、新技术艺术作品等。

本报记者 邵剑平 摄影报道
荨观众将悬挂着的透明管道作为
传声筒进行互动游戏。

茛用塑料制品设计制作的奶茶树。

布局调整后的食堂便于学生进行垃圾分类。 （资料）

《深夜食堂》两位新“老板”均由综艺节目人气选手和评委扮演

《声入人心》带火音乐剧？实为舞台演员偶像化

又一位从热门综艺《声入人心》走出的选手
近日宣布新作， 翟李朔天将在 2019年音乐剧
《深夜食堂》巡演担纲老板一角。扮演老板的另
一位演员夏振凯同样是综艺节目老朋友， 身兼
音乐剧导师、制作人角色的他担任过《中国最强
音》音乐导演、《中国梦之声》音乐评委，并参加
许多大型节目策划。通过综艺节目获得热度，反
哺舞台艺术，正成为近年演出项目新趋势。

根据日本漫画家安倍夜郎 《深夜食堂》改
编的中文版音乐剧， 去年 10月首次亮相国内
舞台。温馨的故事、丰富的音乐以及现场烹制
的美食，让每位走进剧场的食客过足了瘾。4月
11日《深夜食堂》上海站再度开启，在上海人民
大舞台连演至 4月 21日。作为本剧灵魂人物，

食堂新老板的预告引来粉丝竞相猜测。近日谜
底揭晓，翟李朔天和夏振凯成为新老板。

年前，湖南电视台发掘新美声的大型综艺
真人秀节目 《声入人心》， 让全国观众发现歌
剧、音乐剧等舞台艺术全新魅力。音乐剧演员
翟李朔天凭借上海话演绎的歌曲《得不到的爱
情》从众多选手中脱颖而出，展示出扎实的舞
蹈功底和很强的现场感染力。这次，他“走进”

了音乐剧《深夜食堂》。老板一角神秘、话少，却
通过美食传递着治愈人心的温暖，翟李朔天坦
言，“老板” 和之前所饰演的角色大相径庭，但
正因如此，期待通过“老板”为观众展现他作为
音乐剧演员的不同面。

与众多 《声入人心》 选手参演剧目一样，

2019年《深夜食堂》巡演开票即取得佳绩。一档
综艺节目带热舞台表演已非新鲜事。近日郑云

龙主演的音乐剧《谋杀歌谣》北京场价格飙升。

去年他首次主演的话剧《漫长的告白》首轮售
票被秒杀。

粉圈文化“入侵”音乐剧市场，引发老话
题———老观众嫌弃新观众，觉得他们“不懂”，

搅乱观演秩序，把看戏变成看人，变成粉丝见
面会；而新观众深信自己的加入，让一门小众
舞台艺术获得更多关注。

上一个引发行业大讨论的舞台演员是张
云雷。虽然本行是相声，但张云雷数字专辑《毓
贞》卖出 156万张。张云雷的粉丝，会像看演唱
会一样在相声剧场挥舞荧光棒。疯狂这个词太
久没在剧院里看到了。在郑云龙、张云雷之前，

靠着综艺节目把影响力做出舞台圈的上上届
偶像王珮瑜就说了，“100个人来看戏，10个能
喜欢上京剧，也挺好。”

■本报记者 诸葛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