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年前遇冷如今一票难求，上海音乐剧市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巴黎圣母院》第三次来沪连演30场
■本报记者 吴桐

几个月前，巴黎圣母院大火牵动了全世界
的心。许多人在社交媒体转发一首《大教堂时
代》， 寄托哀痛。7月 18日—8月 11日， 在上
汽·上海文化广场，《大教堂时代》重新被唱响，

《巴黎圣母院》首演 20周年纪念版将在上海连
演 30场。扮演卡西莫多的意大利演员安杰洛·
德尔·维奇奥说：“继续歌唱巴黎圣母院， 是对
她所遭不幸的最好安抚。”

唱起《大教堂时代》的诗人格兰古瓦，由法
国演员理查德·查雷斯特扮演，他至今已出演超
过 1000场《巴黎圣母院》。2002年，音乐剧《巴
黎圣母院》在上海大剧院上演，查雷斯特当时也
在巡演队伍之中。当年，《巴黎圣母院》在上海大
剧院演了 5场，由于观众对音乐剧的认知不足，

加上引进大戏票价较高，票房并不尽如人意。

转眼到了 2011年， 以音乐剧为定位的文化
广场正在筹备开幕事宜，恰逢英文版《巴黎圣母
院》正在计划世界巡演。种种缘分，让它成了文化
广场引进的第一部国外经典音乐剧，连演 24场。

2018年，为了庆祝首演 20周年，音乐剧《巴
黎圣母院》 在 20年前的演出场馆巴黎议会宫举
办了 12场复排演出，并开启世界巡演。这一次，

《巴黎圣母院》还没来上海，已经有许多法语音乐
剧粉丝主动通过社交媒体表达他们对这部戏的
期待，希望文化广场能早日引进这部剧。没有当
年那样猛烈的宣传攻势，但《巴黎圣母院》上海站
前两轮场次开票当天即宣告售罄， 临近首演，30

场演出全部售罄，连加座也一票难求。

17年间，三度来沪，音乐剧《巴黎圣母院》证
明，一部好戏，总有被观众接受的一天。

《巴黎圣母院》此次连演 30 场，除了对市场
潜力的判断，更有对该剧品质的信心。理查德·科

西昂特创作的旋律， 和吕克·普拉蒙东谱写的隽
永的歌词，成就了经典。

与人们熟悉的百老汇音乐剧不同，《巴黎圣
母院》从头到尾没有对白，整个故事由 50首风格
迥异的歌曲讲述，整部剧就像一场演唱会。除了
《大教堂时代》， 还有许多首传唱广泛的歌曲，比
如那首曾被世界众多著名歌手翻唱过的《美人》。

这首曲子由剧中的钟楼怪人卡西莫多、主教弗罗
洛、卫兵队长菲比斯三位男主角共同演绎。他们
同时被吉普赛女郎爱丝美拉达的美貌深深吸引，

但卡西莫多因为容貌丑陋而自卑，弗罗洛因为宗
教信仰而挣扎， 菲比斯因为已有婚约而纠结。歌
词的戏剧性，加上现场出色的三重唱，赢得了上
海观众的热烈掌声。

越来越多法语音乐剧进入中国观众的视野，

也让中国音乐剧创作者看到， 在百老汇之外，音
乐剧还可以有各种模样。

不满14岁的上海姑娘陈芋汐技压群芳获10米台世界冠军

“编外选手”接班吴敏霞
■本报特派记者 龚洁芸

7月 17日，在光州游泳世锦赛上，陈芋
汐这个还不满 14岁的上海姑娘， 一举获得
女子 10 米台冠军，替中国跳水“梦之队”收
复了这块丢失六年之久的阵地。

这是陈芋汐第一次参加世锦赛，小身材
却有大气场，沉着冷静，技压群芳。从去年全
国锦标赛上一鸣惊人到如今登顶世锦赛，陈
芋汐只用了一年时间。吴敏霞之后，上海跳
水队又有了一颗新星。

“乐乐”和她的伯乐们
陈芋汐出生于体育世家，祖父陈新熙曾

是上海著名体操运动员， 爸爸陈健是徐汇区
青少年体育运动学校体操高级教练， 妈妈董
春华是上海市体育学院体教训练学院体操教
研室的副教授。照理说，两个专业体育人的女
儿，身体素质应该天赋异禀，但陈芋汐从小体
弱多病，用爸爸的话来说就是“别人感冒她发
烧，别人发烧她住院”。而另外一方面，陈芋汐
却有着超越年龄的聪明劲： 还在读幼儿园大
班的她， 已经掌握了小学四五年级数学里求
面积的章节，“看着是块读书的料， 那就别走
体育的道了，她的体质太弱，也太辛苦。”

那时候她的家住宝山，爸爸上班在徐汇。

为了照顾女儿，家里特意买了车，等幼儿园一
下课就由爸爸开着车带她去上班。 南丹路上
的那个体操馆， 成了她儿时的乐园———而这
个“编外队员”的天赋很快就显露了出来。

同样是学动作，她总能在最短的时间里
学会，并且高质量完成，用专业的话来说就

是“规格很高”。但爸爸显然对这个来“旁听”

的小队员也没有太多要求：因为体弱，一上
量就会生病， 陈芋汐总比其他小朋友练得
少，别人的倒立练 10 个，她就练 2 个。但没
想到，事半功倍，陈芋汐没多久就在同龄的
孩子中出类拔萃。中班的时候，上海跳水队
领队史美琴来体操队挑小苗子，一下子就相
中了陈芋汐，才 4岁的陈芋汐进入了上海体
育馆少体校跳水队。

乐乐是陈芋汐的小名，陈健说，乐乐从踏
进体操房到如今登上世锦赛的冠军领奖台，

离不开众多教练的帮助。

在练体操时， 启蒙教练是父亲陈健，但
帮她“磨”基本功的，是徐汇青少体校副校长
刘朝辉。去了跳水队后，每到周末，乐乐就会
回到徐汇区青少年体育运动学校，由刘教练
仔细“抠”每一个动作。

到了上海体育馆少体校跳水队，乐乐的
教练是金晓峰。 在得知乐乐消化系统有问题
后，她把乐乐的饮食习惯改成了“少食多餐”。

晚上训练完后， 金晓峰会带着乐乐去吃小点
心，小心地呵护着这个小不点。

2017年，11岁的乐乐到上海队试训，在
那里， 她遇到了自己的带教教练余晓玲。余
晓玲把乐乐当作自己的 “小女儿”。2018 年
12月，陈芋汐入选国家队，因为年龄小，余晓
玲和她一起前往北京训练。出去比赛，余晓
玲总是和她一个屋，照顾着她的生活起居。

而上海跳水队领队史美琴，更像是乐乐
的“伯乐”。世锦赛夺冠后，陈芋汐等待兴奋剂
检查直至 23时许，史美琴就这么越洋用微信
跟这个“小外孙女”聊天到半夜。

三岁那年种下“冠军梦”

2008 年，陈芋汐 3 岁。那一年
的北京奥运会，成为她成长道路上
的一个注脚。整整一个夏天，她守
在电视机前，看每一场比赛和每一
次的颁奖典礼，跟着运动员们一起
唱国歌，升国旗。小小的拳头紧握
着放在胸前， 陈芋汐的认真劲，逗
乐了爸爸妈妈。

可是没想到，就是这一幅幅画
面，在年幼的陈芋汐心中，播下了
一颗小小的种子。国歌，也成为她
第一首学会的歌曲。

当她遇到蹦床世界冠军高磊
时 ， 陈芋汐更坚定了自己的梦
想———同为徐汇体操队的“二代”，

她捧着高磊的金牌看了又看，眼里
满是羡慕。 陈健说：“我是她的教
练，更是她的父亲，这让我在女儿
未来道路的选择中变得很难。因为
竞技体育越往上越残酷，冠军只有一个。”所以
陈健对她说，以后的路，自己选择，如果选择了
继续，他和她妈妈就无条件支持。

如果说高磊是陈芋汐的第一个偶像，那么
吴敏霞就是陈芋汐想要成为的那个“她”。无论
是里约奥运会时上海体育馆少体校跳水队集
体观看吴敏霞的比赛，还是之后和吴敏霞有过
的很多次互动，都给了她非常大的影响。而她
的床边，一直放着三本运动员自传：李珊珊的
《我是我的平衡女王》、高敏的《敏感———人生
没有规定动作》和李娜的《独自上场》，有空的

时候总是反复翻看。

这次光州之行，中国跳水队领队周继红给
予陈芋汐很高的评价，这也让外界感叹于她启
用新人的胆识。 但认识陈芋汐的人都知道，她
从小就是个“见大场面”的孩子：幼儿园时，她
是公开课上带头举手的那个娃； 在小学读书
时，她是广播台的小主持；到了世锦赛的赛场
上，她就是那个“做动作胆子大”的初生牛犊。

光州世锦赛， 是陈芋汐闪亮的第一站。这
个未满 14 岁的少女正带着她一贯的笑容，充
满信心地等待迎接更大的挑战。

首部8K全景声歌剧电影纪念中俄建交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展映
本报讯 （记者 李君娜）今年是中俄建交

70周年。昨天，上海艺术电影联盟在上海百丽
宫影城举办歌剧电影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特
别放映月首映礼。即日起至 8月 21日，上海艺
术电影联盟将在上海戏剧电影院线下的 11家
影院中连续放映该片。

1972年，改编自前苏联作家瓦西里耶夫同
名小说的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成为一代
中国人对前苏联电影的集体记忆。2015 年，国
家大剧院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
年所作的中国原创歌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首
演。之后，导演滕俊杰以及他率领的上海电视台
团队受国家大剧院之邀，拍摄歌剧电影《这里的
黎明静悄悄》。这也是国家大剧院首次邀请国内
团队进行拍摄。 滕俊杰采用最新的 8K全景声
技术将这出舞台歌剧版本翻拍成电影， 也使其
成了真正意义的中国首部 8K 全景声歌剧电
影。 滕俊杰表示：“歌剧是门类最齐全、参与人
数最多、表演难度最高的表演体系，这也造成歌
剧在普及、传播方面的难度。歌剧电影可以把歌
剧从小众市场引向大众， 观众群体比剧场增加
数百倍，这对歌剧艺术普及推广有很大作用。”

今日看点中国健儿闪耀光州游泳世锦赛：老将书写历史，新秀夺目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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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自由泳史上创奇迹：世锦赛个人项目夺金数和罗切特并列，仅次于菲尔普斯

霸气孙杨勇夺400米自由泳四连冠
■本报特派记者 龚洁芸

四连冠！ 北京时间 21

日晚， 在韩国光州 2019 年
游泳世锦赛男子 400 米自
由泳比赛中，中国选手孙杨以 3分 42秒 44获
得冠军。

这是孙杨继 2013年、2015年和 2017年之
后，连续第四届赢得该项目冠军。也是孙杨在
世锦赛历史上的第十金，世锦赛个人项目夺金
数和罗切特并列，仅次于菲尔普斯。

孙杨的强势夺冠，也为中国游泳队赢得了
开门红。本届游泳世锦赛是孙杨的第7次世锦赛
之旅，从2009年至今，过去五届世锦赛中，孙杨
总共拿到过9金2银3铜，其中400米和800米自由
泳都是3次登顶， 在上届世锦赛200米自由泳封
王后，他成为了历史第一位同时拿到男子200米
到1500米自由泳奥运会、 世锦赛全部金牌的运
动员，是当之无愧的自由泳第一人。

本次世锦赛，孙杨特意放弃了自己的强项
1500米自由泳，为的就是确保自己 200米、400

米和 800米自由泳的成绩。

这些年里，孙杨一直都是 400米自由泳的
绝对统治者。本赛季，虽然孙杨参赛不多，但在

广州冠军系列赛游出的 3

分 42 秒 75 排名今年世界
第一，比第二名立陶宛新星
拉普西斯游出的 3 分 43 秒
36快了 0.61秒。

率先触壁，孙杨用四个手指比画着自己完
成的这一壮举，他在赛后解释道：“我想成为在
自由泳史上做到这个成就（四连冠）的人。”

孙杨也难掩满满的成就感，霸气十足，“我
之前 800米实现过三连冠，今天 400米又完成
四连冠，应该说在自由泳历史上我已经是‘第
一人’了。这对我来说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孙杨说，如今的世界泳坛更新换代太快，他
也已经从毛头小伙变成了中国队的中坚力量，

但为了保持最好的竞技状态， 这背后的苦只有
他和教练知道。从 5月底开始，孙杨就一直在香
港备战，几乎每天都是高强度、高质量的训练，

年龄的增长和伤病也时常困扰着他。 而澳大利
亚外教丹尼斯制定了严格的训练方案。

上届布达佩斯世锦赛， 孙杨的训练以 200

米和 400米自由泳为主， 现在他还要兼顾 800

米训练。此次光州世锦赛，孙杨的目标是 200米
和 400米自由泳实现双卫冕，800米检验自身，

争取有新的突破。 （本报光州 7月 21日专电）昨天，中国选手孙杨在世锦赛男子400米自由泳夺冠后，作出了四连冠的手势。 新华社 发

《巴黎圣母院》群演用抽象的造型和夸张的
现代舞动作推进剧情、传递情绪。 董天晔 摄

首届长三角一体化未来体育教师暑期夏令营开营

鼓励更多人才加盟体育教师队伍
本报讯 （记者 许沁 龚洁芸）首届长三角

一体化未来体育教师暑期夏令营前天在上海
体育学院开营，300余名在校大学生将接受为
期 10天的体育教育专业化培训，除了 12位国
内外知名专家和 19位教研员， 还将请来奥运
冠军为学员授课，为长三角地区培养储备体育
专业人才。未来，长三角教育人才服务联盟还
将通过设立体育教育人才专委会等长效机制，

促使更多优秀人才加入体育教师队伍。

此次未来体育教师夏令营采用“大营套小
营” 的形式。“除了集中授课和培训讲座外，长
三角教育人才服务联盟在本市和昆山市的中
小学精心安排了 15个用于分组教学实训的小
营地，提高学员的教学实践能力和专业技能。”

市教育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主任江明说。

经过前期招募选拔，330名有志于从事体
育教师工作的在校学生从全国各地脱颖而出。

学员以体育院校、教育部直属师范类高校体育

类专业和各省市师范类及综合类高校体育专
业的三年级本科生和二年级硕士研究生为主。

夏令营依托上海体育学院“双一流”学科建
设高校和上海高水平地方高校的办学优势，融
丰富的培训内容于前沿讲座、教学实训、学术沙
龙、参观考察、素质拓展等形式中。夏令营将评
选出优秀学员并颁发证书，于 7月 27日举办长
三角体育实习教师供需洽谈会， 为长三角地区
用人单位搭建实习教师供需见面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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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沁

时隔四年，中国队上演“王
者归来”， 再登国际数学奥林匹
克竞赛冠军宝座。近日，在英国
巴斯结束的第 60届国际数学奥
林匹克（IMO）上，中国代表队总
成绩荣获世界并列第一， 这是
2015 年在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
赛失去第一后，中国队再次夺回
冠军。 包括上海中学 2021 届学
生黄嘉俊在内的 6 名中国代表
队队员全部摘得金牌，这也是上
海中学学子在国际数学奥林匹
克获得的第 12枚金牌。

作为全球最负盛名的中学
生数学竞赛，一所学校能摘得 12

块金牌，成为全国获得国际数学
奥林匹克金牌最多的中学，这在
国际同类学校中也很少见。这蕴
含着怎样的“奥秘”？

保持兴趣是共同点
“他诚恳、踏实，文理科都

好。”小伙伴们评价黄嘉俊。

上海中学高一（8）班的黄嘉
俊是入选本届国家队的唯一一
名上海选手。黄嘉俊初中就读华
育中学， 在 2017年全国高中数
学联合竞赛中，同场竞赛的大多
是高中生，当时的他还是一名初
中生， 就已获得了最高奖项。在
他看来 ， 能够分享的经验就
是———坚持、自信、享受数学的
美好。

班主任、 语文老师徐婷育
说，黄嘉俊性格开朗乐观，兴趣
广泛，热爱体育，创作的古诗文
也很有文采。去年 11月，黄嘉俊
在中国数学奥林匹克即第 34届
全国中学生数学冬令营上荣获
一等奖， 今年 3月入选第 60届
国际数学奥林匹克中国代表队。

上海中学校长冯志刚曾 5 次出任中国国家队
副领队， 也是上海中学获奖学生主要指导老师之
一。在他看来，黄嘉俊等这些金牌获得者的共同特
点，是能在一段时间对数学集中关注，甚至痴迷，而
学科竞赛也能磨炼学生意志品质，考验心理素质。

让孩子找到自己的轨道
2000年， 上海中学学生摘得第 41届国际数学

奥林匹克（IMO）金牌，在刚结束的第 60届国际数学
奥林匹克（IMO）上获得第 12块金牌，从 2008年至
2016年，还创造了一所学校连续 9年有学生摘得国
际数学奥林匹克（IMO）金牌的神话。

“数学从来就不是别人教会的，而是自己学会
的。上海中学数学教学实践体系建构，就是要让孩
子找到自己的轨道。”冯志刚说。

跟踪显示，12块金牌获得者现在基本都在从事
数学研究和学习。“对数学学习十分执着，对数学的
释疑、探究、成败的坚持性，让金牌获得者将数学当
成终身事业。” 冯志刚说。2000年第 41届国际数学
奥林匹克（IMO）金牌获得者、也是学校第一位获得
学科类竞赛国际金牌的学生吴忠涛，曾三次进入数
学国家集训队，他自麻省理工学院本科毕业，从普
林斯顿大学博士毕业， 在加州理工大学完成博士
后， 现已是香港中文大学教授；2008年在西班牙举
行的第 49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IMO）金牌获得者
牟晓生现在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

上海中学坚持“面向全体高中生提升数学基本
素养”与“加强对数学强潜能学生的早期识别与培
育”两条腿走路，将科技班、工程班可选择的 5个专
门方向（物理、化学、医学、计算机科学、生命科学）

与工程班的 5个专门方向（工程、通讯、环境、能源、

海洋）打通，去年又与中科院合作，新增了“脑科学
和人工智能实验组”， 学生根据志趣在匹配领域进
行课题和项目学习，探究新的学术高度。学生学习
变得更主动，更清晰自身未来的发展方向。

学好数学，带来什么
当下，为了拿到升学敲门砖，或出于从众心理，

一些家长认为别人家孩子学了奥数，自己孩子不学
以后就会“吃亏”。其实，这是对奥数的一种曲解。

“只有对数学真正感兴趣、 有潜能的孩子才适合读
奥数。”冯志刚说。

真正适合学奥数的学生比例大约在 5%左右。

原上海中学校长、上海市基础教育国际课程比较研
究所所长、数学特级教师唐盛昌说，真正喜欢奥数
的学生，在学奥数的过程中，会面临高原期、迷茫
期、飞跃期。兴趣是学习的动力源。在孩子成长过程
中，保持童趣和好奇心远比名次来得重要。

数学奥林匹克是为中学生设计的一种数学知
识与技能的比赛。如何正确理解奥数、恰当开展奥
数活动？“无论如何，在数学方面兴趣与潜能相匹配
的孩子，与其他孩子一样都应该得到尊重。要将奥
数头顶上过亮的‘光环’去掉，但也要保留一片‘蓝
天’。”冯志刚说。

中国选手陈芋汐在游泳世锦赛比赛中。 新华社 发

绿茵小将竞逐五星荣耀
本报讯 （记者 秦东颖）“第二届五星荣耀

青少年足球冠军赛”昨天在苏州太湖体育中心
鸣哨开战。

“五星荣耀” 是五星体育和攀翼体育共同
打造的青少年赛事品牌。继第一届在上海东方
绿舟举办后，第二届移师江苏省苏州市。“五星
荣耀”与全国青超联赛进行了年龄上的差异化
定位，弥补了青训市场 U13以下年龄段专业化
赛事的空缺。赛事分设金盘组和银盘组两个层
级，U8、U9、U10、U11、U12 五个年龄组， 有 69

支青少年足球队共计千余名球员参赛，其中包
括上海申花、上海上港、山东鲁能等中超顶级
俱乐部梯队和来自日本的顶尖青训球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