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批纪念上海解放70年主题新书集体亮相，清晰呈现解放和建设上海的动人细节

“瓷器店里捉老鼠”战役写下奇迹
■本报记者 施晨露

“把这个迟浩田找来，我看看他长得什么
样的三头六臂，竟能制服一千多敌人！”上海战
役时任第三野战军第 27军 79师 235团 3营 7

连指导员迟浩田在《上海战役亲历者》中详细
记述了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的过程———为保
护上海人民生命财产，解放军党委决定不能使
用火炮，在对岸猛烈炮火前，迟浩田等三人从
下水道中钻过苏州河，出其不意、深入虎穴，不
费一枪一弹，抓获国民党青年军第 204师上校
副师长，迫使其师部及三个营放下武器，让第
三野战军军长聂凤智大为惊叹。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年和上海
解放 70年， 昨天举行的上海出版工作专题会

暨出版界庆祝上海解放 70 周年座谈会上，近
期出版的一批纪念上海解放 70周年主题新书
集体亮相。 书中不乏 70年前解放上海的动人
细节，更有 70年来上海城市建设的种种进步。

历史与现实交叠，上海之所以成为上海，在亲
历者的口述中、珍贵历史照片上、学者作家的
倾情书写里，变得越来越清晰。

解放上海不只是一场军事斗争
《上海战役亲历记》收录于上海人民出版

社出版的《日月新天：上海解放亲历者说》。这
本书由市委党史研究室与市政协文史委联手
编撰的，来源权威，史实可信。粟裕、张震、迟浩
田、张承宗、张祺、吴学谦等 36 位当年参加渡
长江、战上海的老首长、老战士，参加接管的老

干部，上海地下党的老同志，通过一篇篇口述
重现了 70年前解放中国最大城市上海的历史
篇章。

为做好解放和接管上海的准备，渡江战役
之前，第三野战军制定颁发了《入城三大公约十
项守则》。当中共中央收到陈毅关于“入城守则”

的草案后， 毛泽东在来电上批复 8个大字———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5月初，从各地抽调
的 5000余名干部汇集丹阳， 进行了为期 20天
的集训， 为接管上海的各项工作打下了坚实基
础。该书责任编辑罗俊介绍，全书按照战斗、潜
伏、接管的线索编排，较为详尽地反映了上海解
放前后的历史过程。 正是在方方面面的工作和
全体上海市民的配合下， 这场 “瓷器店里捉老
鼠”的战役才创造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这也正

是今天上海城市建设的基础。

新旧之间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
除了亲历者口述，多本新近出版的解放上

海主题出版物创新编排形式，力求从多个视角、

以贴近读者的方式，展示历史和当下。上海人民
出版社·学林出版社推出的 《1949上海解放日
志》用“一天一日志”形式，串起大事记、小故事，

图文并茂还原历史现场， 描绘了中国共产党领
导中国革命事业成功、 上海人民赢得解放的历
史过程。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
版的《上海相册：70年 70个瞬间》选取了新中
国成立后上海 70个具有特色和重要意义的瞬
间，以图片讲历史，收录的 200余幅珍贵历史照
片中，有不少是公开渠道稀见的。

带伤作战至西甲收官，今接受手术

武磊受西班牙媒体赞誉
本报讯 （记者 陈华）作为目前唯一效力于欧

洲五大联赛的中国球员，徐根宝得意弟子、上海培
养的前锋武磊，将于西班牙当地时间今天进行左侧
肩锁关节手术。此前，他在西甲收官战收获精彩进
球，成为西甲进球最多、五大联赛进球第三的亚洲
球员。武磊出色的表现，得到了西班牙和亚洲主流
媒体的称赞。

“武磊，欧洲之王！”西班牙《马卡报》在最新报
道中给了武磊这样的称号，该报表示，武磊的数据
令人称道。一共出战 16场西甲联赛，收获 3粒进球
和 1次助攻，并制造一粒点球。武磊是 1月 28日加
盟西班牙人的， 当时球迷对这笔引援多有质疑，但
最终他的加盟获得了成功。

武磊成为首位在西甲取得进球的中国球员，之
前加盟西甲的球员张呈栋只为巴列卡诺踢了 9 分
钟。因为武磊的加盟，西班牙人的品牌影响力在亚
洲市场呈指数级增长。 西甲在亚洲的负责人透露，

武磊的进球影响力是梅西进球影响力的 14倍。

当然，眼下武磊最重要的是接受手术，然后及
时康复。1月的亚洲杯， 武磊肩锁关节韧带断裂，本
应在 14天内进行手术治疗，考虑到国足整体利益，

武磊最终留下带伤作战，和队友一起帮助球队杀入
亚洲杯八强。亚洲杯后，武磊转会加盟西班牙人队，

医疗团队对他的伤情进行了评估，认为可以继续正
常比赛。4月底，在与塞尔塔的比赛中，武磊意外跌
倒后感到左肩伤势不稳定， 队医进行了新一轮检
查。结果表示，他的左肩可能会持续给他带来不适。

但考虑到最后 3场比赛的重要性，武磊表露出继续
比赛直到赛季结束的意愿。

西班牙人俱乐部近期表示，在征求了多位外科
专家意见后，决定武磊于本周四在巴塞罗那德克斯
大学医院进行手术。术后，武磊将住院几天接受观
察，之后回家休养。按计划，他可以以完全康复的状
态参加 7月末的首回合欧联资格赛。

除了手术，武磊还准备开设一个自媒体“武磊
周记”。他表示，“如果没有来到西班牙，我永远也无
法想象这里的男女老少对足球有着如此纯粹、不需
遮掩的热爱。梯队的小球员们会因为周末来之不易
的胜利在更衣室里放肆狂欢，就像刚刚赢得了世界
杯冠军。看台上的球迷们会在我们每个主场比赛第
21分钟献上长达 1分钟的掌声， 怀念 10年前因心
脏病不幸离世的队长达尼—哈尔克。足球在这里不
仅有嬉笑与谩骂，还有温暖与尊重。当所有这些故
事与点滴在我脑中挥之不去时，我决定用文字的方
式把它记录下来。我们终其一生，就是要摆脱别人
的期待，做真实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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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秦东颖

在传统实体商业受到网上
购物不断冲击的当下，从“卖东
西”转向“卖满足”，提供体验式
服务无疑是一条出路。 近日，在
殷行街道商业新地标 “国和
1000”内，市民健身国和分中心
对外开放，辖区内的老年人可以
在商场体验购物餐饮健身一站
式服务。继去年 5月殷行街道市
民健身（健康）中心运营，“政府+

市场”的“殷行 2.0 健身模式”已
经布局辖区内一南一北。

就近健身很方便
分中心复制了殷行街道市

民健身（健康）中心的管理和经
营模式。“政府搭台，市场唱戏”，

政府对分中心运营进行监督指
导；引入尚体健康科技、乐刻运
动两家机构进行专业运营。“公
益托底，市场运作”，分中心分为
“乐活空间”和“乐刻运动”两部
分，乐活空间 30平方米，专为 55

岁以上老年人提供专业运动器
械和专业健康健身指导，由政府
进行购买服务，收费仅为 9.9元/

月/人， 而从现在到 6月 30日则
为免费开放期。乐刻运动针对青
年人群开放，采取市场化收费方
式；该场地同时对健身有较高需
求的老年人开放，由政府购买服
务，老年人可以享受半价优惠。

81 岁的俞女士是 “国和
1000”的常客，经常到这里的超
市逛逛买买，从家里走过来只要
10分钟左右。如今四楼变成了睦
邻中心，解决了老人的三餐问题，不过最引起俞女
士关注的还是乐活空间里专为老年人设计的健身
器械。俞女士的老伴刘先生今年 81岁，几年前中风
造成偏瘫，日常出行需要搀扶或是由俞女士推着轮
椅。“国和 1000”的健身教练介绍，“通过微循环低频
刺激，可以调节自律神经，改善老年人健康状态，预
防骨质疏松。”在这里，俞女士踩着健身车，刘先生
则在律动椅上进行微循环促进运动，各取所需。

创新养老供给新模式
老龄化背景下，建设老年友好型城市，提升民

生保障水平是特大城市提升全民幸福感和城市综
合实力的重要体现。

在乐活空间的门口，能看到停放着的轮椅。即便
是行动不便的老人， 也能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健
身方式，通过运动进行健康干预。今年 4月，“乐活空
间”被体育总局评为“国家体育产业示范项目”。

为老服务需要完善体系、创新模式、提升水平。

殷行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办事处主任孙辉介绍，殷
行街道老年人占总人口的 43%左右。殷行市民健身
（健康）中心作为社区老年人运动健康促进中心，不
仅是他们安全、温馨的健身场地，也是老年人文娱
社交的平台。通过体质测试、器械练习、运动处方、

健康讲座等服务，进一步推动“体医融合”慢病干
预，也是对科学养老模式新的探索。殷行市民健身
（健康）中心运营一年来，已累计服务 18.5万人次，

其中老年人 3.3万人次，残疾人 5000人次。

推进养老事业多元化、多样化发展，需要鼓励
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国和 1000”拿出空间，殷行
街道为企业提供政策支持和运作载体。通过政企合
作模式，政府充分发挥引导和监督的职能，企业提
供专业运营能力，为居民提供多样化、多层次的健
康服务。据悉，殷行街道还将根据居民需求进行扩
点，打造辖区内“十分钟公共体育文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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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全国84台节目956位演职人员齐聚上海角逐群星奖，组委会面临极大考验

7场群星奖决赛、24场惠民演出，志愿者、联络员、票务员、安保、司机……一群幕后英雄在保驾护航

他们默默付出，托起全民共享视觉盛宴

■本报记者 张熠

深夜11时，群星奖决赛已经落幕，观众如
潮水般退去，绿树掩映下的东方艺术中心恢复
了宁静， 只有一个地方例外———14号门出口。

这里人来人往， 道具转运工作组正在紧张地
忙碌中。原来，除了决赛外，84个节目还被打
散重组，分门类、分省份临时编排成一台台演
出， 第二天送往全市各区。 演出时用到的道
具、布景，只能等决赛结束后，再趁着夜色分
类装车，不能乱，更不能出错。

没有道具，就没有演出
“4天7场演出12场会议73次接送机（站），

有一群人顶着责任和压力， 专心解决活动背
后的‘九九八十一难’。一帧帧抠接待细节，随
时应对突发情况，不断磨合期盼各方满意。有
幸参与一程， 致敬每一位保障群星奖活动顺
利举行的工作人员……”这是“群星奖”接待
组的一位工作人员在她的朋友圈写下的一
段话。此次群星奖决赛，全国84台节目共956

位演职人员齐聚上海，从食宿、交通、彩排、

演出各方面，都对组委会提出了极大考验。7

场决赛、24场深入16个区的惠民演出， 有一
群幕后英雄在保驾护航。志愿者、联络员、票
务员、安保、司机……正是他们默默地付出，

托起了这场全民共享的视觉盛宴。

深夜的东方艺术中心什么模样？群星奖
道具转运组的张昱最熟悉。 因为帷幕落下，

观众散场了，她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此次群
星奖，除了决赛外，每个节目都领了惠民任
务，比赛一结束完，第二天一早就要去各区
演出，道具的搬运、转运是每天的收官之战。

每晚 10时半， 从演出场地赶来的第一辆道
具车就等在卸货口了，而留给道具转运组的
时间只有 20分钟。“卸货口每次只能容纳一
辆道具车， 第二天惠民演出可能是 4 场、8

场，我们排了顺序表，严格按照时间点来。”

张昱说。小的厢式货车 0.9吨，最大规格的货
车长度超过 5 米，订多大的车、装哪几个节
目的道具，必须又快又准。

由于剧场后台面积有限，无法为每个节
目配备专用休息室，也因如此，房间不便贴
标记。“哪个团队在哪里，都要靠自己记。”道
具转运组发挥“盯人”战术，节目一演完，就
站在下场位置等待， 见缝插针冲到演员跟
前，清点、确认待转运道具的数量。泡沫做的
假山、石凳，大的瓜棚、栅栏，小品小戏的沙
发、桌子，舞蹈节目的布景，音乐节目的大
鼓、小鼓，都要预先放到出货的位置，以便晚
上迅速装车。不仅如此，人人心中还有一幅
道具运输路线图。“这个节目第一场在金山，

第二场在奉贤，第三场在欢乐谷；那个节目
第一场在徐汇，第二场在闵行，绝对不能错。

因为没有道具，就没有演出。”

看得最多的是节目“背影”

这几天，舞蹈干部吴西蒙离舞台的距离最
近，但看得最多的是各个舞蹈节目的“背影”。

身为催场师，一场决赛下来，她要在侧台、后台
间奔波十数次。群星奖为观众席上的市民送上
精彩的视觉盛宴， 但对于幕布后的工作人员
来说，假若能看完一个完整的节目，就已非常
奢侈了。“目送演员上台，来不及看正脸，就要
转身叫下一个节目候场了。”一个舞蹈节目
6至8分钟，刚够候场准备时间，学舞蹈出身
的吴西蒙深知准时的重要性。比赛结束，她用
“盗来”的舞台正面照，发了一条朋友圈。

昨天， 结束惠民演出的84个节目纷纷返
程，赛事接待安保组负责人宋昊松了一口气。

从第一支舞蹈门类参赛队伍抵达上海开始，

他就没有回过家。 近千人的住宿是第一道难
关。以东艺为中心，他罗列出正常车程20分钟
范围内的酒店，挨个走访，既要确认餐厅、会
议室能否容纳大体量的人
员， 也要考虑可停放的大巴
数量。在演出高峰期，每天共
有50辆大巴在他的统筹下，

从酒店出发， 驶向各个区的
演出场地。“我像个救火员，

每天剧场和酒店两头跑，围
着东艺一圈又一圈绕。”

上海市残疾人舞蹈团群舞《红韵》登上火柴电竞馆惠民演出舞台。

在上海大世界大舞台，黔剧《失子惊疯》的演员们展现疯步功、眼神功、水袖功。

图片新闻

原创舞剧《杜甫》角逐第十六届文华大奖

“大写意”呈现“诗圣”颠沛流离一生
本报讯（记者 钟菡）“这两

天一共才睡了 5个小时，现在
最想睡一觉。” 昨日结束了原
创舞剧《杜甫》的新闻发布会，

导演周莉亚红着眼睛说。她和
该剧的另一位导演韩真同时
也是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

的编导，两部剧同时亮相十二
艺节， 让她们忙得不可开交。

作为国内首部“诗圣”题材舞
剧，昨晚亮相于上海东方艺术
中心的《杜甫》由重庆市歌舞
团联合国内顶尖创作团队历
时一年精心打造，意象化地讲
述和呈现了杜甫颠沛流离的
一生。“杜甫是历史上最重要
的诗人之一，他留下的精神财
富无与伦比， 作为青年编导，

有责任把古典文化传扬到全
世界。”韩真说。

破解舞不能吟的难题
杜甫的一生是吟诗的一生， 其思想、人

格、追求、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歌上。如何用既
不能言又不能吟的舞剧， 来表现杜甫这位
“诗圣”，让观众“听”得懂、看得明白，是该剧
创作面临的一大难点。

“这是我们所有剧里创作用时最长、最难
演的，破解舞不能吟的难题，对我们来说也是
最大胆的一步。”周莉亚介绍，舞剧通常展现
人和人之间矛盾，有明显的故事逻辑，但舞剧
《杜甫》摆脱传统的情节叙事，以大写意的手
法进行“以舞构剧”，通过一个个符合戏剧表
现特征的“块状舞段”的转换，营造一个个隐
喻心理情境的空间环境， 凸显杜甫渴望 “求

仕”又心悸“失我”的对比，衬托杜甫丰富的内心
情感，折射出卓越诗史产生的社会文化根源。

“很难说《杜甫》里面展现了他的多少首
诗，这些诗是交融在一起的，比如在某些段落
里可以看到《哀江头》，某些段落里看到《春夜
喜雨》，即便在《丽人行》中，也融入了很多对杨
贵妃的诗词概念，观众可以看到‘回眸一笑百
媚生’在里面。越懂杜甫的人，能看到的诗越
多。” 周莉亚认为， 舞剧不是简单表现一首首
诗， 而是从诗中窥探他的所思所想和内心世
界，有关他人生转折的最关键的代表作品都可
以在舞剧中解读出来。以诗为脉络，也串起了
当时的重要历史事件。“我们也希望通过他的
诗看到唐朝由盛到衰的历史，希望历史作为镜
子照进现实，让当下看到这样一个文人在那样
的时代可以胸怀天下，也呼唤这个时代更多胸

怀天下的文人艺术家。”

编创团队将舞段与舞美设
计、舞台灯光、服装造型和多媒体
等巧妙结合， 通过抽象和艺术化
的方式，使舞与诗、舞与人、舞与
剧有机融合。宫女的服饰是硬的，

如同宫殿的立柱，当王朝衰落时，

她们也在背景中摇摇欲坠。 舞美
设计犹如一件官服， 观众可以看
到它随着王朝的衰落在一层层的
抽离，最后变成空的衣架。

两个杜甫隔空对话
以舞传情，“双生”杜甫矛盾

交织深化表现主题。舞剧《杜甫》

选用双胞胎演员分别饰演杜甫
和“另一个杜甫”，根据剧情发展
需要，安排其贯穿全剧进行有机
穿插表演。结合“两个杜甫”不同

的人物角色定位，梳理“隔空对话”线索，设计
对比强烈的舞蹈动作，增强剧情张力，凸显杜
甫内心思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进一
步深化了该剧的表现主题。

《杜甫》 的排练时间长达 6个月，1500小
时。有段时间，演员熏着檀香排练，以帮助寻找
久远的历史气息。 为了能更好地沉淀下来，排
练期间剧团没有接任何商演。

创作也是源于感动，“杜甫是照进历史的
一面镜子，他把别人的疾苦当作自己的，我们
有次在飞机上读着《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眼泪
一下子流下来了。”韩真说。

自 2016年 4月首演以来，该剧先后荣获第
十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奖、重庆市第十四
届“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第七届重庆艺术
奖，多次实现重庆舞台艺术成就零的突破。

艺术惠民
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

惠民专场演出自 5 月 17 日
至 6月 1日举行，在上海大
世界、中山公园、火柴电竞
馆三个场地上演 34 场。其
中，中山公园多场展演将从
5月 25日开始。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文
华表演奖获奖演员将于 5

月 31日齐聚中山公园大草
坪，以一台文华表演奖集锦
专场演出，向市民观众展示
新时代优秀文艺工作者的
风采。

本报记者 蒋迪雯 摄影报道

大幅公益惠民演出节目单抓人眼球。

重庆市歌舞团联合国内顶尖创作团队打造的舞剧《杜甫》上演。蒋迪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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