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读

2019年5月 日 星期二
己亥年四月十七 今日小满

第25535号 今日十二版

21

上海报业集团·解放日报社出版JIEFANGDAILY www.jfdaily.com

新闻热线：021-63523600

广告热线：021-22899999 转解放日报广告中心
今日 国内邮发代号：3-1

国外发行代号：D124
上观
客户端

明日晴到多云 温度：最高 29℃，最低 17?

风向：西南 风力：3-4级
晴到多云 温度：最高 30?，最低 19?

风向：西南 风力：3-4级

牢固确立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

《习近平强军思想学习纲要》印发全军
新华社北京 5 月 20 日电 为推动

全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牢
固确立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

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坚定不移走中国特
色强军之路， 奋力推进新时代强军事
业，经中央军委批准，军委政治工作部

组织编印 《习近平强军思想学习纲要》

（以下简称 《纲要》）， 日前正式出版发
行。 下转荩5版

加强城市维护 规范“城市家具”标准
应勇主持市政府常务会议，还研究促进创业投资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等

本报讯 （记者 孟群舒） 市委副书
记、市长应勇昨天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
会议，研究促进本市创业投资持续健康
高质量发展， 深化科创投集团改革；研
究完善本市城市维护管理机制，提升市
容景观和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部署推
动上海竞技体育发展，加快建设全球著

名体育城市。

为进一步营造创业投资发展良好
环境，推动国际金融中心和科创中心联
动发展，本市制订了《关于促进上海创
业投资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
见》。

会议原则同意《若干意见》并指出，

创业投资有助于加快培育经济发展新
动能，形成鼓励创新创业的投资文化和
氛围。要抓住设立科创板的契机，大力
推动基金资源整合和政策统筹协同，建
立市区联动、相互衔接的政府引导基金
管理体系，形成规模效益和品牌效应。

下转荩5版

像打磨艺术精品一样做好服务保障
十二艺节组委会全会召开，雒树刚应勇讲话，王儒林等出席
长三角三省一市文化旅游部门签约，打造全域融合文旅产业

本报讯（记者 孟群舒）第十二届中国
艺术节组委会全体会议昨天在沪召开。文
化和旅游部党组书记、部长、艺术节组委
会主任雒树刚，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艺
术节组委会主任应勇出席并讲话。

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组委会委员王儒
林、杨志今、孙力军、范卫平、李前光、张首映
出席。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李群主持会议，

上海市副市长宗明通报艺术节筹备工作情
况和举办期间总体安排。

雒树刚指出，我们要把举办第十二届中
国艺术节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的一次实际行动，作为展示国家文
化形象和推动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重要任
务。 下转荩5版

世行专家团来沪磋商
八大类营商环境指标
进一步减时间减环节减费用，上海

66项地方事权改革事项已全部完成

本报讯（记者 张杨）昨天，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政
策磋商会议在上海举行。由世行私营部门发展学家弗雷德
里克·梅尼尔、世行评价分析员马克西姆·拉沃斯基、世行
评价分析员杨蓉鹏组成的世行专家团， 与上海有关部门
分为两组，就获得电力、办理建筑许可、开办企业、跨境贸
易、执行合同、办理破产、登记财产、纳税等八项指标进行
了磋商。

今年以来，围绕进一步减时间、减环节、减费用，上海
完善了相关制度规定，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希望助力
中国在 2020世行营商环境评价中有更好表现。目前，上海
提出的 66项地方事权改革事项已全部完成，获得电力、开
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登记财产、跨境贸易等以地方事权
为主的 5个指标，企业办事时间缩短了 40%左右，手续环
节又将减少近 50%。

逆历史潮流而动 终将被历史抛弃
■新华社长文《戳穿美方霸凌主义真面目》 ■人民日报署名文章《“对华文明冲突论”可以休矣》 刊 3版荩

今日聚焦我国规格最高、最具影响力的国家级综合性文化艺术盛会在上海开幕

上海启动安全生产
百日专项整治行动
立即开展建筑施工领域安全专项

整治，深入查摆存在漏洞盲区 刊 2版荩

文化“嘉年华”：润泽城市 福惠人民
——— 祝贺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在沪开幕

本报讯（记者 谈燕）五月的上海，繁花
似锦，艺韵悠扬。以“逐梦新时代———向国庆
献礼，向人民汇报”为主题的第十二届中国
艺术节 5 月 20 日晚在上海正式拉开帷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
席开幕式并宣布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开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出
席开幕式。中宣部副部长、文化和旅游部部
长雒树刚，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在开
幕式上致辞。

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文联名誉
主席孙家正， 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王晓晖，全
国政协常委、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王儒林，上海市领导殷一璀、尹弘、周慧琳、

诸葛宇杰、宗明、张恩迪出席，文化和旅游部
副部长李群主持开幕式。

雒树刚在致辞时说，第十二届中国艺术
节是在全国上下喜迎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之
际举办的一次艺术盛会。在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指引下，新
时代的广大文艺工作者紧紧围绕举旗帜、聚
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提高质量
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 努力攀登艺术高
峰，谱写中华民族新史诗，艺术创作生产呈
现出更加蓬勃繁荣的生动局面。我们要自觉
承担起培根铸魂、 守正创新的使命和责任，

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
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

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为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应勇在致辞时说，本届中国艺术节在上
海举办，是对上海的高度信任，是对上海加
快建设“五个中心”和国际文化大都市的有
力推动。 我们要精益求精做好服务保障，努
力奉献一届让人民满意、有国际影响力的艺
术节。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用艺术凝魂聚力，搭好艺
术节这座“大舞台”，让全国各地艺术工作者
充分展示风采，为人民抒怀，为时代放歌；用
艺术传承文脉，借助艺术节这座“连心桥”，

加强与兄弟省区市的学习交流，进一步打响
上海文化品牌；用艺术助力发展，做大艺术
节这个“推介会”，展示推广更多精品佳作，

助推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 下转荩5版

《永不消逝的电波》揭幕十二艺节
黄坤明宣布开幕，李强出席，雒树刚应勇致辞，孙家正王晓晖王儒林殷一璀尹弘出席
本届艺术节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 51台优秀剧目将在上海 19个剧场为观众演出超百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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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诸葛漪

昨天下午 1时，在上海大剧
院，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为第
12 届中国艺术节开幕式做最后
一次彩排。剧长由 120分钟精编
为 109分钟， 为了缩短这 11 分
钟，剧组磨了整整一天半，用上
海歌舞团团长陈飞华的话说，

“尽善尽美呈现这部融红色文
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于一体
的上海原创作品，向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献礼。”

38部十二艺节参评剧目中，

革命题材、现实主义题材占压倒
多数，如何打动观众尤其是年轻
观众的心，从编导、演员到运营
团队都动足脑筋。

创作标配之外还
有什么
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是

一部 “今天的 80后关注上世纪
的同龄人，通过创作演出感染当
下的青年人”的作品。查阅革命
先辈的历史资料、赴红色教育场
馆采风、 历经多年孵化研讨、逾
百天艰辛创制， 演出后收集专
家、观众意见，反复修改，是每个
闯入文华大奖决选剧目的标配。

在此基础上，所有团队都在挖掘
作品与众不同之处。

永远把每次演出当作第一
次。昨天下午彩排，《永不消逝的
电波》 总编导周莉亚举着话筒，

紧挨搭档韩真，从观众席扫视舞
台每个细节，“演员走出来对齐”

“音乐再晚两秒”“光不够亮”，两
人更多的要求， 是针对演员的情
感表达，“神秘一些”“再激动一
些”“紧紧抓住围巾”。 谢幕时，周
莉亚强调， 每个演员的笑容一定
要温暖、真诚、真实。末了，她对一
位女演员喊，“要止疼片吗， 我有
很好的止疼片。”剧组不太愿意聊
伤病，对舞蹈演员而言，这是家常
便饭。 有人一边打点滴一边坚持
彩排与演出。今天，上海歌舞团又
将投入十二艺节惠民演出排练，

准备 25日亮相中山公园。

《永不消逝的电波》 档期已
排到明年 6月。这台舞剧迄今已
演出近 30场， 陈飞华把市场反
响分为三个阶段： 去年 12月首
轮试演，《永不消逝的电波》一鸣
惊人，在舞剧同行、评论家圈中
有了口碑； 今年 3 月该剧在海
口、佛山、广州二轮试演，请外地
观众验收，证明该剧海派特色不
受地域限制；4月 10日，《永不消逝的电波》 回沪公演，

此前积累的口碑在剧场会员、舞蹈爱好者等固定观众群
发酵，“大家好奇这部被交口称赞的舞剧到底如何”。

做网红求新意对接观众需求
截至昨天，97秒的《永不消逝的电波》视频宣传片在

微博上已播放 124万次，在舞台剧领域，这是难得一见的
惊人数字。陈飞华明显感受到作品成为“网红”后，影响力
跨越传统的舞剧观众。远有大江南北的演出商，近有身边
亲朋好友，都在抢票。他总结原因，主创团队一开始就深
谙换位思考重要性， 将观众需求放在与自我表达一样的
重要位置，找到供需对接最佳频率。

视频预告片也精准击中年轻观众的兴趣点：谍战悬
疑中透着家国情怀， 婀娜多姿的旗袍舞洋溢海派魅力，

音乐、镜头精准踩节奏，激情澎湃。 下转荩5版

昨天，作为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开幕演出，以李白烈士事迹为原
型的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在上海大剧院上演。

上图：昏暗压抑的气氛，这是解放前夕的上海，地下工作者李侠和
假扮成他妻子的何兰芬并肩战斗在没有硝烟的黎明之前。

右图：剧中主人公李侠正在秘密发报。 本报记者 蒋迪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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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四个最严”确保“舌尖上安全”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发布 刊 8版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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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昨天，97秒的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视频宣传片在微博上
已播放 124万次，在舞台剧领域，这是难得一见的惊人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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