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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多云到阴，午后有分散性短时阵雨 温度：最高 29℃，最低 22℃

风向：东南 风力：3-4级
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转阴有阵雨或雷雨 温度：最高 28℃，最低 24℃

风向：东南 风力：3-4级

新一批援派干部集中培训
本报讯 （记者 张骏）昨天，本市举办新一

批援派干部人才培训班，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于绍良出席并作动员讲话。

于绍良指出，开展对口支援帮扶工作是上
海义不容辞的重大任务，也是上海干部队伍肩
负的政治责任和光荣使命。他勉励新一批援派
干部人才要守初心、担使命，涵养真挚的为民
情怀，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拿出真抓实干的
劲头，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助力打赢脱贫攻坚
战，更好为全国改革发展大局服务，把上海对
口支援帮扶事业不断推向新的高度。他要求切
实加强组织保障，用组织的关心关爱为援派干
部人才干事创业保驾护航。

台高校法律人才来沪实践
本报讯 （记者 洪俊杰）第四届静安区台湾

青年法律人才实践基地项目启动仪式昨天举
行。来自台湾东吴大学、政治大学、台湾大学、成
功大学等 8所高校的 26位法律专业学生将前
往区内 9所律师事务所参与实践。 在接下来两
个月内， 每位台湾学员会与律所资深合伙人形
成“一对一带教学习”模式，在华东政法大学的
帮助下，切实提升在法律实务操作方面的能力，

帮助他们进一步了解大陆、融入大陆。

市委常委郑钢淼出席。

德国自民党代表团访上海
本报讯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肖贵玉昨天

在兴国宾馆会见了以党主席林德纳为团长的
德国自民党代表团一行，他向来宾们介绍了上
海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等情况。

世界技能博物馆展品交接
本报讯 （记者 吴頔）昨天，世界技能博物

馆首批展品交接仪式在杨浦区举行。本次交接
的展品涉及 30 组 105 件，包括实物、照片、影
像、工具、作品、故事等。

建设世界技能博物馆是我国申办世界技
能大赛的一项庄严承诺，博物馆将于 2021年 9

月上海举办世界技能大赛期间同步建成。目
前， 博物馆已征集国际国内展品信息逾 700

条，覆盖纺织、钢铁、航天、电气、造船、建工、飞
机、汽车等多个领域。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汤涛，上海
市副市长彭沉雷，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
卫·霍伊出席交接仪式。

市政协专题协商职教发展
本报讯 （记者 张骏）昨天，市政协召开

“构建现代职业教育新体系， 推动职业教育高
质量发展”专题协商会。副市长陈群通报本市
职业教育发展情况，并与委员协商交流。

委员们建议，优化调整职业院校人才培养
方向和培养模式，加大教育投入力度，为上海
“五个中心”建设提供高技能人才支撑；以举办
世界技能大赛为契机，进一步提高技能人才培
养水平，推动完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持续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引导企业深度参与
技能人才培养， 加快建设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深入研究应用型人才培养规律，打通应用型人
才培养贯通渠道和职业晋升通道，创新人才评
价机制，形成尊重劳动、崇尚技能的社会氛围。

市政协副主席方惠萍主持协商会，副主席
张恩迪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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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位官员的“狠
话”火了。

7月 7日， 在一个
问政电视节目上，北方
某县一位县长对于问
政短片中曝光的玫瑰
文化节居然有“三无产
品”混入的情况，在现
场明确表态：一定要严
查， 今后将加大监管，

谁砸当地玫瑰的牌子，

就砸谁的饭碗。

按理说来，这位县
长的语境前提是因为
文化节上有 “三无产
品 ”混入 ，砸 “三无产
品”的“饭碗”，应当很
受网友欢迎才是 。然
而，这番狠话却没有在
网上引起共鸣，反而让
许多网友感觉 “凉嗖
嗖”， 在某门户网站该
新闻后面的跟帖评论，

几乎清一色批评“不讲
法治”，“一句话就可以
砸人饭碗 ”———看来 ，

动不动就 “砸人饭碗”

的狠话， 已经不吃香
了， 甚至已经遭人厌
了。

曾几何时，“砸饭
碗”是官员“放狠话”的
标配。“谁砸城市牌子
就砸谁的饭碗”“谁拖
欠民工工资就砸谁饭
碗”“谁搞‘三乱’就砸
谁饭碗”……最著名的
是一条关于拆迁任务
的标语：“谁影响××发
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
辈子”。 某市一位领导
在一次展会的动员大
会上则曾表态，谁影响
该市形象， 谁就有责
任，“砸不了他的饭碗，

也要搞臭他的名声”。

这些冲着“饭碗”去的话，一句比一句
狠，一句比一句有力。而由于语境背景不同，

这些话在网上的反响也各不相同，对维权类
的“砸饭碗”，多有赞誉之声；对维护形象类
的“砸饭碗”，则多为批评之论。

放在数年前， 这位县长的狠话可能会得
到许多人的赞赏。因为在大多数人看来，说狠
话总比什么都不说好，“砸饭碗” 总比什么都
不做好。为什么在今天，却少了支持者呢？究
其原因，一方面是人们的法治意识、规则意识
提高了； 另一方面是民众对官员的要求不再
满足于“放狠话”，而是更希望看到官员“出实
招”，解决实际问题。内在的意识提升，外在的
评价务实，导致“砸饭碗”式的狠话不再吃香。

法治意识、规则意识的提高，让民众知
道，官员拥有动辄“砸饭碗”“搞臭名声”的权
力是多么可怕。无论这种权力是对“坏人”还
是“好人”行使，都是违反法治秩序法治规则
的行为。“砸牌子”“影响形象”“影响发展”都
是一种 “口袋罪名”， 任何人的任何无心之
举，都可能被装进这样的“口袋”之中，“饭
碗”也就随时处于可能被砸的状态了。现代
法治政府依法办事， 自然不能动辄砸人饭
碗，用嘴砸也不可以。

另一方面，“玩口炮”和“有实招”上，民
众早已有了清醒的认识。以当地玫瑰牌子为
例，有网友就指出，“应该思考的不是谁砸谁
饭碗的问题，而是应该好好想想如何延伸产
品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进而提高玫瑰
产品价格， 让老百姓回复种植玫瑰的信心，

否则，就是在砸全县人的饭碗了”。做好了应
该做的事，把蛋糕做大做好，让大家都有饭
吃，都有“饭碗”，才是地方政府的正事。

原创话剧《日出东方》进入紧张联排，将于 7月 15日首演

展开红色记忆画卷走近伟人
■本报记者 李君娜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也是上海电影
制片厂成立 70周年。原创大型话剧《日出东方》

展开历史长卷走近伟人毛泽东， 回溯了毛泽东
与上海的四段故事， 也再一次走进历史变迁中
的上海。 即将于 7月 15日首演的这部话剧，日
前迎来了最后紧张的联排阶段。

展现这座城市红色记忆
2016年，当时新任上影演员剧团团长佟瑞

欣，就开始组织策划创作话剧《日出东方》。“毛
泽东与上海这座城市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他
一生中曾 50多次到上海。一栋栋建筑里，留下
了毛泽东在这座城市的红色印迹。”佟瑞欣说，

“上海有很多红色建筑， 这些建筑里有很多感
人故事，用怎样的视角去呈现这些历史，这是
这部话剧重点考虑的地方。”

话剧《日出东方》剧本由上影集团党委书

记、 董事长任仲伦领衔创作。2001年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80周年之际，他曾参与电影《走出
西柏坡》的创作。创作过程中，任仲伦曾前往上
海甲秀里毛泽东故居，细细回味构思毛泽东与
上海的深厚渊源，最终落笔形成剧本中毛泽东
与上海的四段故事。

将电影画面和话剧舞台背景相结合，让观
众在欣赏话剧的同时，享受到电影画面的视觉
冲击，这正是《日出东方》艺术总监、著名电影
导演郑大圣出的点子。“观众坐在剧场，仿佛在
通过电影取景构图看舞台戏，这符合上影演员
剧团不同于其它剧团的电影基因。 更重要的
是，通过这种舞美的写意表达，寓意着毛泽东
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从星星之火到逐渐打开新
天地的历程。”

上影剧团首部原创话剧
话剧《日出东方》在缅怀一代伟人的同时，

也在向上影演员剧团的艺术家前辈致敬。除了

毛泽东，此剧还将呈现杨开慧、向警予、蔡和
森、陈毅等一批老一辈革命家和赵丹、白杨、张
瑞芳、 黄宗英等一批老一代上影艺术家的形
象，这些角色都由上影演员剧团的老中青三代
明星塑造，其中包括达式常、赵静、牛犇、向梅、

吴竞、吴海燕、于慧等。此外，剧团也邀请到关
栋天、何赛飞、计一彪、宗晓军等友情出演，可
谓群星荟萃。

上影演员剧团演员、表演艺术家达式常表
示：“这是剧团成立以来第一部原创话剧，凝聚
了剧团几代艺术家的心血。”

值得一提的是，《日出东方》首演前将有一
个无声的致敬环节，上影演员剧团著名演员牛
犇将代表剧团成员上台鞠躬敬礼。

牛犇告诉记者：“这一回， 我们全体投入，

有戏份的演戏，没戏份的助威，我是属于摇旗
呐喊的。只要时代需要我们，哪怕是螺丝钉，我
们都会出全力，这也是上影演员剧团一直以来
的传统。”

立足大市场以消费助脱贫
本报讯 （记者 吴卫群）来自上海对口地区

的优质农产品， 如今正源源不断地走上市民餐
桌。市商务委、市合作交流办昨天共同举行的“本
市推进消费扶贫工作会议”传来信息，全市商务
系统通过与对口地区建立 “终端订单+批发市场
中转集配+合作社绑定建档立卡贫困户” 的产销
对接模式，引导更多对口地区的优质产品与服务
通过上海大市场大平台走向全国乃至世界，推动
贫困人口稳定脱贫、产业持续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去年共为云南、贵州遵
义销售各类农产品近 1.8亿元， 惠及建档立卡贫
困户 1万多人， 并在当地建设 30个外延蔬菜基
地，总面积超 3万亩。此外，市商务委通过“精准
对接、按需培训、择优引进、就业扶贫”的模式，着
力引导家政劳务协作， 让贫困人口就业脱贫。截
至目前，共计引进“云嫂”入沪就业 83人（其中建
档立卡户 24名），在遵义务川通过合作形式培训
600人，解决就业 111人（本地就业 68人，入沪就
业 43人），形成一批以“黔女”舒继兰为代表的家
政脱贫典型。

市商务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全市商
务系统还将采取一系列举措， 全面推动消费扶
贫：如动员本市电商企业对口帮扶贫困县，开展
电商专家下乡活动；支持设立贫困地区农产品销
售专柜，组织开展贫困地区农产品定向直供直销
学校、医院、机关食堂和交易市场；动员贫困地区
企业参加本市各类展会，助力贫困地区企业走向
国内国际市场；组织有意愿跨国公司赴对口地区
招商引资、消费扶贫等。

市商务委、 市合作交流办当天还向嘉定、松
江、闵行、浦东、杨浦、徐汇、长宁等 7个区的商务
委授予“上海消费扶贫突击队”称号。

北横通道唯一一座上跨双铁桥梁

1200吨钢桥起步平移
本报讯（记者 戚颖璞 实习生

李嘉茗）今天凌晨，上海天目路立
交桥附近， 一座长 75米的白色钢
桥开始缓慢挪动。 预计在未来 20

天左右时间内，这座桥梁将平移 100多米。

施工方中铁二十四局介绍，这是北横通
道工程中唯一一座同时上跨地铁、铁路的桥

梁。建成后，由钢桥组成的新建匝道将连接
南北高架，缓解南北高架拥堵问题，并为北
横通道建设及拆除天目路“大转盘”乌镇路

上匝道创造条件。

钢桥连接南北高架的部分，正
好位于铁路和轨道交通上方。项目
的难点在于跨越复杂的交通线路。

通过技术攻关，钢桥采用步履式多
点顶推法， 在 18台酷似弹簧的顶

推器“推动”下，重 1200 吨的钢桥才能顺利平
移。从前期准备到整个“飞跃”完成，前后要花
费至少两个半月。

在“芭蕾大师公开课”上，辛丽丽为芭蕾爱好者授课。 本报记者 蒋迪雯 摄（资料照片）

昨天深夜，工程技术人员在做北横通道“彩虹桥”推进前的准备。 本报记者 张海峰 摄

舞蹈家辛丽丽：一辈子就做一件事，用芭蕾舞的形式把中国故事讲给全世界听

为芭蕾而生，先有艰辛才有美丽

芭蕾是美丽的，但总是先有艰辛，才有美
丽。我叫辛丽丽，好像命中注定是要跳芭蕾的。

我 10岁进入上海芭蕾舞学校，17岁进入上海
芭蕾舞团，从台前的芭蕾舞者，变成幕后的创
作者、管理者。我现在 55 岁了，仍在为芭蕾梦
想奋斗着。 如今的年轻人要面对着很多诱惑，

而我们那一代人比较简单，认定了，一辈子就
做一件事。咬牙守住自己的阵地，不怕苦不怕
累，不断向塔尖攀登。

勇担别人不接受的任务
1973年考入上海芭蕾舞学校之前，我在少

年宫里学过柳琴和琵琶，但对于芭蕾，是真正
的零基础。在舞蹈学校，我学东西很快，乐感
好，老师也在我身上下了许多功夫，所以一直
是班里的尖子。

那时候我的老师就常跟我们说，要成名成
角，不仅要条件好，还要思想好，要有坚强的意
志力。别人都退缩的时候你得挺住，别人跳不
动的时候你要忍着疼痛继续跳，别人不接受的
任务你要勇敢地去承担。所以我从小身上就有
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训练再累也不怕，灯光
一亮，就要展现最好的自己。

17岁毕业，刚进入上海芭蕾舞团，我就开
始跳《天鹅湖》了。改革开放初期，上海观众对
高雅艺术十分钟情， 台下总是挤满了观众。通
过《天鹅湖》《吉赛尔》《罗密欧与朱丽叶》等经
典作品，我逐渐赢得了大家的喜爱。

上世纪 80年代， 我逐渐开始参加国际比

赛。1987年， 我参加了第二届纽约国际芭蕾比
赛，夺得女子组银奖，金奖空缺。第二年又参加
第三届巴黎国际芭蕾比赛， 我和舞伴杨新华荣
获双人舞大奖。比赛备战很辛苦，那时候大家都
很关照我，食堂里有好东西都留给我吃。那时候
为了比赛，为了演出，真是拼了命。1993年，我
右腿膝盖半月板撕裂动了手术， 三个月后又上
台了。那时候不像现在有这么多机会，一年能跳
一个角色就不错了，所以格外珍惜每一个机会。

用芭蕾讲述中国故事
我在舞蹈学校三年级的时候， 就开始跳

《白毛女》了，不过是片段。到了 1989 年，上海
芭蕾舞团出访加拿大， 那是我第一次跳全剧。

从喜儿跳到白毛女，很累，但很有成就感。《白
毛女》是我们的传家宝，上芭每一代台柱子都
要在这部剧中得到锤炼。 我是第二代 “白毛
女”，得到了胡蓉蓉老师等《白毛女》创作者的
真传， 每个动作、 每个眼神都被认真打磨过。

《白毛女》的意义不同一般，它是新中国成立后
尝试芭蕾民族化的标杆之作。在这之后，我们
不断用芭蕾这种世界语言讲述着中国故事。

2001年，我出任了上海芭蕾舞团的艺术总
监，我第一部独立编导的舞剧《梁山伯与祝英
台》也在这一年首演了。在当时，小提琴协奏曲
《梁祝》 早已闻名， 越剧版本也成为了舞台精
品，芭蕾舞剧也有前辈进行过探索。要打破固
有思维，排出新意，比另起炉灶更难。《梁山伯

与祝英台》除了是我的第一次，也是剧作家罗怀
臻第一次写芭蕾舞剧剧本，作曲家徐坚强第一次
为大型芭蕾舞剧作曲。 我们的合作非常顺利，因
为我们有一个共识，就是要将中国的故事、中国
的情感通过西洋芭蕾的形式讲给全世界听。令人
欣慰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后来成了上芭保留
剧目，至今在国内外舞台常演不衰。

再后来，上芭有了《花样年华》《长恨歌》等一
系列原创作品。 我们把这些作品带到了巴黎、带
到了伦敦，赢得了世界的掌声。去年，我们全新编
创了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希望打磨出一部新
的符合时代审美的红色经典。正是通过《长恨歌》

《花样年华》这样的原创作品，海派芭蕾精致、细
腻的艺术风格逐渐树立起来。

用汗水浇灌美丽花朵
年轻的时候，贪恋舞台，总说自己要跳到 60

岁。可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必须承认自己老了，

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要靠新演员来接班了。要培
养一个好演员，比创作一部作品更难，需要投入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季萍萍、范晓枫、吴虎生都
是我带出来的，帮他们排练，陪他们参加国际比
赛。对他们来说，我是老师、家人、营养师、心理
辅导员。

2000年， 范晓枫参加第 19届瓦尔纳国际芭
蕾比赛，心理压力太大，躲进了房间。我比她还着
急，但只能耐心疏导。她最后拿了那年瓦尔纳青
年组女子金奖。同一年，季萍萍参加第九届巴黎
国际芭蕾比赛，那时候她已经 26岁了，也许是最
后一次参加国际大赛了。但我看中的人，绝不放
弃。她最终拿到了青年组女子金奖。芭蕾就是这
样，美丽的花朵都是用辛劳的汗水浇灌的，只有
持之以恒的付出才会换来收获。

今年，上海芭蕾舞团 40岁了。40年来，一代
代舞蹈家挥洒汗水， 探索创新， 先后推出了 167

部原创芭蕾作品。下一个 40年，新的一代上芭人
还要继续奋斗，培养更好的人才，推出更好的作
品，提升中国芭蕾的世界地位。

■口述：上海芭蕾舞团团长 辛丽丽
整理：本报记者 吴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