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国际艺术节首次选择杂技剧作为开幕演出，新版《战上海》情节更紧凑、技巧更酷炫

不开口的杂技把红色故事“讲”得精彩
■本报记者 诸葛漪

从 100 分钟缩短
到 85 分钟， 由上海杂
技团、上海市马戏学校
创排的红色主题杂技
剧《战上海》今晚将为

第 21 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拉开大幕，全
新版本更为紧凑，以国际化视野开启红色记
忆之门。用上海杂技团团长、上海市马戏学
校校长俞亦纲的话说：《战上海》是“小人物
大格局”“小切口大情怀”， 打造海派杂技与
国内外观众交流的新平台。

首次以杂技展现《战上海》

以杂技艺术手段全面展现上海解放战
役， 这是第一次。《战上海》 总编导李春燕感
叹，杂技讲故事不容易，让一群平均年龄只有
24岁的杂技演员饰演 70年前的人物更不容
易，为此主创团队先后在高桥烈士陵园、龙华
烈士陵园等地采风， 逐渐对这段历史有了深
刻理解，再结合自己的揣摩，“最后不是在演，

而是被角色带着一步一步向前走。”《战上海》

创排期间，男主角王怀甫深深被感染，郑重地
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从试演到踏上艺术节开幕式舞台，《战
上海》剧本修改十余稿，原来的 8幕缩减为 7

幕，缩减画外音篇幅，更多以杂技艺术本体
来再现解放军战士江华和地下党员白兰等
攻坚战斗、保护发电厂等重要城市设施的故
事。从春到夏再到秋，《战上海》一直是“战斗
模式”， 高强度排练让演员们身处空调间仍
汗流浃背，大家憋着一股劲，谁也不肯先休
息，甚至有演员带伤排练。

试演阶段，剧组不断听取观众和专家意
见修改打磨。不少观众在进剧场之前都有疑
惑：杂技不能开口，拙于叙事，究竟如何表现
红色题材？看完演出后，大家惊喜地发现杂
技的表演形式空间非常大，尤其是对力量和
技巧的展示， 与红色题材有一种天然的契
合。在 9月的第 4届中国杂技艺术节上，《战
上海》深受好评。一位观众说：“小时候看过
电影《战上海》，今天跟着孩子们一起观看精
彩的杂技表演。该剧既有表现战争场面的惊
险，也有唯美的画面，意料之外的惊艳。”

亲朋好友惊叹像在看电影
编剧董争臻介绍，《战上海》在杂技剧中

首次使用软梯技巧。 为保护上海城市完整，

解放军不使用重武器，在该剧“铁骨攻坚”一
幕中，演员在 6 根绳梯攀爬，展示各种高难
度动作， 最终拿下苏州河畔大楼控制权。剧
中，敌人在暗室密谋炸毁电厂，沙盘瞬间变
成废墟；白兰从红色电话亭消逝，这些靠的
都是神奇魔术。剧中的追捕场面里，演员们
穿越弄堂晾衣竿，可见滚地圈的影子。为表
现江华率领突击队雨夜飞渡苏州河去保护
电厂， 主创团队从苏州河防撞桩获得灵感，

设计了形似梅花桩的道具，借此渡河，实现
舞台表演的高度写意。 江华思念白兰时，一
段高难度双人绸吊动作则是上海杂技团看
家绝活。国际饭店晚宴上，女演员穿着高跟
鞋在爬竿上演绎探戈， 充满了海派风情。在
最新修改的版本中，黄包车追逐改为了更有
技巧性的自行车，让人拍案叫绝。剧末，一只

真正的白鸽飞到主人公的指尖，巧妙化用了驯
兽技巧。难怪白兰扮演者沈思思骄傲地说：“亲
朋好友们都惊叹像在看电影。”

“《战上海》让海派杂技的‘新难奇美绝’有
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和故事、戏剧真正地有机
结合在一起。有活生生的人物，有戏剧矛盾。”

董争臻强调，全新版本《战上海》更强调正义与
非正义之战、保护大众与城市不受破坏等世界
共通理念，为今后剧目“走出去”奠定基础。

《战上海》是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举办以
来首次选择杂技剧作为开幕演出。艺术节中心
总裁王隽表示，在国际顶级艺术节中，新型杂

技剧成为大趋势， 中国杂技技艺在世界舞台
独树一帜，具有高辨识度。《战上海》在传统海
派杂技基础上全新创作，以丰富多变的肢体、

紧追世界新马戏潮流的舞台语言， 感染年轻
观众。她期待《战上海》吸引更多人走进剧场，

引发心灵共振。

今日看点演员在6根绳梯攀爬，展示各种高难度动作，最终拿下苏州河畔大楼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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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牌上看得到石库门和外滩，首次在大赛引入市场化机制

第十五届武术世锦赛打上“上海烙印”
■本报记者 姚勤毅

第十五届世界武术锦
标赛将于 10 月 19 日至 23

日在上海举行。赛事组委会
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本届
大赛的强大阵容、精心设计
的开闭幕式、精彩纷呈的赛
事活动以及精细专业的保

障服务等分别揭开面纱。

开幕现场呈现功夫大片
开幕式将于 19 日 20 时在上海东方体育

中心海上王冠（主体育馆）举行，由仪式部分和
文艺表演组成。

国际武联形象大使李连杰将以武术电影
为切入点，体现武术的国际传播性和武术世锦
赛的世界参与性。由全国武术冠军运动员和知
名乐器演奏家共同诠释武术韵律，将武术器械

的节奏和神采进行可视化呈现。

400名申城武术爱好者也将在 8位行业代
表的引领下，展现上海全民健身风采。开幕式舞
台设计贯穿天地， 形成三维立体全画幅视觉展
示，是武道之中“天人合一”理念的体现。整体画
面结合创新、创意的视频光效，既展现中国的文
化美学，又表达世界性的文化语汇，将呈现一台
具有海派特色、对标国际的高水准开幕式。

闭幕式将于 23 日晚在闵行体育馆举行，

亚洲武联形象大使赵文卓将受邀参与。获奖运
动员、上海武术院、武校学生将呈现一台别具
一格的武术世锦赛闭幕式。

参赛人数创历届之最
本届武术世锦赛参与人数达历史之最，来

自 102 个国家和地区的 1100 余名运动员、教
练员、裁判员、官员和嘉宾相聚上海、共赴盛
会。世锦赛武术比赛分为套路和散打，套路比
赛包括男子、女子共 26个项目，散打比赛包括

男子、女子共 18个项目。

作为赛事主场馆，闵行体育馆进行了改造
升级，场馆功能全面提升；用于武术套路、散打
项目赛前准备活动的临时场馆，已完成全部搭
建工作。

本届赛事的奖牌和证书设计别具特色，奖
牌将上海石库门建筑、 外滩景观和水纳入其
中，凸显上海魅力。证书则以绢、纸、布为载体，

充分体现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

体育展示是本届赛事的亮点之一，比赛现
场配合赛事吉祥物形象 3D 动画以及 LED 全
息屏的烘托，来自上海的中小学生和外籍友人
的武术表演、中华武魂表演、街舞与太极融合
秀、功夫世家、武术跑酷等将一一呈现，充分展
示武术的魅力。

赞助及合作单位达7家
“政企联动、市场主体、整合资源、互利共

赢”，是本届赛事的创新尝试。本届武术世锦赛

首次引入市场化运作机制开发赛事的商业权
益，组委会委托盛力世家公司负责赛事的商业
权益开发工作，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等渠
道向全社会推介武术赛事，招募的赞助及合作
单位达 7家。

宣传活动方面，组委会策划并开展以“沪
（who）是高手、武动天下”为主题的一系列宣传
和推广活动，以及武术夏令营探营、武术登陆威
尼斯双年展等，均收获了良好的社会反响。接下
来，“搭地铁，来答题”“知识高手”大挑战活动也
将在线上举行。赛事期间，组委会在比赛场馆的
外场区域，将开展“沪动起来 全民高手”国风武
术节及武术粉丝嘉年华，并与七宝镇社区合作，

组织世界武术冠军进社区活动。“天下武博会”

巡展将呈现深厚的武术文化底蕴，“武艺 18班”

知名武术大咖将带来精彩的现场授课，“武装童
心”则主打亲子武术体验，另有武术 cosplay嘉
年华、国风武乐大赏、武术表演赛等节目。

比赛门票已在东亚票务网上销售。

向自己塑造的英雄看齐，《战上海》男一号郑重递交入党申请书

“江华连长，我们准备好了”
■本报记者 简工博

“江华连长，我来了啊。”舞台一隅，灯光之
外，杂技剧《战上海》男主角的表演者王怀甫默
念一声，陷入沉默。工作人员都知道，这个时候
打扰他， 他会发脾气的：“就像念了一个咒语，

他沉入了角色江华的精神世界。”

把角色表演与杂技技巧结合在一起，对表
演了 25年杂技的王怀甫来说， 还是第一次。他
没想到这个“第一次”的角色，会对自己产生这
样大的影响。随着与“江华连长”融为一体，他向
自己塑造的英雄看齐，郑重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用细节把江华的性格丰满起来
今年大年初七，上海杂技团、上海马戏学

校新创作的杂技剧 《战上海》 准备投入排演。

“每逢佳节胖三斤”，平时大运动量的杂技演员
更逃不开这个魔咒，演“男一号”的王怀甫体重
增加到 81公斤。 导演开玩笑：“你这样哪里像
个解放军？”

不光形象上有差距，开始排练的王怀甫还
迟迟进入不了状态：“过去我们演杂技， 注重的
是技巧表现，怎么炫怎么来，面对观众唯一的表
情就是微笑。”可《战上海》的创新之处，在于剧
情与技巧的结合，根据人物内心调整技巧动作。

编剧董争臻与编导李春燕、 刘亮带着主创人员
“抠”情节，休息时王怀甫找来电影版《战上海》

和大量相关影视剧揣摩， 渐渐用细节把江华的
性格丰满起来，并深深地被江华的故事所感染：

“一对大学时代的恋人一个参加了解放军，一个
留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分别四年只靠书信联系。

当终于要团聚时，江华连长却牺牲了。”

王怀甫直接减肥 10公斤，降至最佳状态。

可真正上场演绎，仍有现实困难。以第一幕“铁
骨攻坚”为例：台前，软梯从天而降，台后，十几
名工作人员扛紧绷直， 演员才能施力爬梯表
演。耳麦里会不断传来导播的指令，如果后台
还没准备好，王怀甫在前台就必须自己准备动
作和表情来“拖戏”：“要听指令，要上技巧，还
要表演，而且是江华连长目睹战友牺牲情绪激
动的场景。一心多用，难免分神。”

向党组织靠拢，不断提升自己
排演之外，剧团带着主创人员一次次走访

上海红色地标，王怀甫看到橱窗里那一张张烈
士的照片和他们留下的日记、 给爱人的家书。

他回忆起自己的生活：10岁因顽皮被父母送进
杂技学校学艺， 哭闹着要回家；19岁拿到全国
杂技比赛金奖， 开始享受观众的掌声；35岁已
演绎多场演出，担纲首部海派杂技剧的“男一
号”。“原来我的生活并不是我想的理所当然，

都是前人们一步一个脚印艰难踏出来的，而我
又能做点什么呢？”

这样的追问挥之不去，王怀甫萌生入党的

想法。再次排演，他忽然感觉“灵魂附体”。还
是“铁骨攻坚”这一幕：灯光一闪，脚下踩的仿
佛不是舞台， 而是他在上海解放纪念馆中看
到的那一幕： 没过小腿的泥水里竖着尖锐的
竹签。“爱干净的上海大学生”江华连长，就是
脚踩这样的土地挺进上海的，“这是怎样的勇
气和毅力？”

这次排演后，王怀甫郑重递交入党申请
书：“我希望向党组织靠拢， 不断提升自己。”

他也发现，身边不乏榜样：负责服装设计的余
清波、徐家华，翻了几大本解放前后的原始资
料，出了数十套方案，既要还原历史，也要保
持杂技表演必要的功能性； 制作道具的同事
专程寻访在剧中只出现几次、 观众几乎无法
看清的哨子，“当时的哨子形态不同， 声音不
一样。一个细节不到位，自己知道；几个细节
不到位，观众就知道了。”

《战上海》18日晚上演，可因演出场地原
因，剧组 17日凌晨才得以进驻，留给舞台布
置、 设备测试和联排彩排的时间只有 36小
时。王怀甫帮忙装景片、抬道具，忙得不亦乐
乎：“我们剧里第六幕‘雨夜飞渡’，就是要在
24小时内挺进上海。我们现在的状态，也是
向先辈英雄看齐！”

“创作者要首先能打动自己，才能打动
观众。”退到舞台一侧，王怀甫轻轻地说：“江
华连长，我们准备好了。”

上海国际艺术节参演剧目回归申城演出

舞台剧《繁花》全沪语演绎
本报讯 （记者 诸葛漪）11月

1日至 3日，由上海文广演艺集团、

上海五盟文化联合出品的舞台剧
《繁花》， 将作为第 21届中国上海
国际艺术节参演剧目登陆艺海剧
院，开启第 34场演出。

《繁花》根据金宇澄的茅盾文学奖同名作
品改编。 在第二届华语戏剧盛典中，《繁花》斩
获最佳创新剧目奖， 并拿下最佳年度剧目、最
佳创新剧目、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舞美、

最佳投资人六项提名。今年，《繁花》再次独揽
2019壹戏剧大赏年度大戏、年度最佳编剧两大
奖项。本次回归申城演出，《繁花》承接上半年
美琪演出版本，原班人马打造。

“阿宝不响”“沪生不响”“小毛不响”……

《繁花》全文有 1500 处“不响”，作为小说最重

要的核心美学，每个“不响”都有不同意义。如
此复杂的“不响”如何展现，是舞台剧《繁花》最
大的挑战。舞台剧《繁花》没有照搬原著中“不
响”的位置，而是通过舞台灯光和转台的表现
方式，将“不响”灵魂建构起来。那些消失在嘴
边的话语，没有让观众脱离叙事，而是更神奇
地体会到疏离。

全剧用沪语演绎，为体现语言背后的烟火
人情，全部启用上海籍演员。为了让观众始终沉
浸在这份质感里，《繁花》 演出时普通话字幕也
突破常规，把沪语最直接地展现在观众眼前。例

如台词“今朝老适意”不翻译为“今
天很舒服”，而是直接打出“今朝老
适意”，更让观众时刻身临其境。

今年 6月，《繁花》受邀参演“第
五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在北京

国家话剧院演出三场。谢幕时，北京观众报以长
时间掌声。《繁花》方言并非沟通的壁垒，它的背
后“是一种文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群，是一种
生活的韵味，是一种奇妙的自然风光，也是人文
景观”，无论走到哪里，沪语演绎都会觅到知音。

一个舞台，剖开一个城市“上知绸缎，下知
葱蒜”的横截面；一个转台，转出上世纪 60 年
代和 90年代的时空交错。 金宇澄勾勒历史波
涛中的城市博物馆，而一群年轻人从书中找到
了戏剧的种子，完成当代年轻创作者对《繁花》

的解读。

体彩销售员技能大赛落幕
本报讯 （记者 龚洁芸）“体彩之星”上海

市第六届体彩销售员技能大赛昨天举行，全市
17支代表队的 85名体彩销售员参赛。

体彩销售员技能大赛分团体赛和个人赛
（单项及全能）两部分，包含理论考核、体彩知
识抢答和终端机操作三个环节，参赛体彩销售
员切磋技艺。经过角逐，单项奖理论答题一等
奖被奉贤区销售员季凤斌和陈佳获得，单项奖
终端机操作一等奖被虹口区的销售员伍俊楠
获得。青浦区代表队销售员刘亚萍夺得个人全
能第一名，同时获得“技能之星”称号。青浦区
代表队荣获团体一等奖。

上海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还表彰了一批
明星网点及品牌推广活动。

《战上海》第一幕“铁骨攻坚”剧照。 （均 资料） 男一号王怀甫（中）演出中精神饱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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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钟菡

最近， 沪上美术馆流行起
“晒”馆藏。中华艺术宫、刘海粟美
术馆连推数个馆藏展览， 上海当
代艺术博物馆也首次将库房推至
前台， 举办建馆以来的第一个馆
藏作品展。一时间，晒馆藏、看馆
藏，成为沪上美术界的新时尚。

去年推出的《上海市美术馆
管理办法（试行）》指出，藏品是
美术馆的立馆之本。然而有藏品
只是第一步，如何建立美术馆自
己的收藏和研究体系，真正为推
动上海美术事业发展和提升大
众审美素养而服务，美术馆也在
进行着自己的思考和探索。

为海派艺术家建档
“光影岁月———简庆福摄影

艺术展”今天在中华艺术宫开幕，

展出中华艺术宫馆藏的简庆福摄
影作品。算上此前开幕的“我的艺
术属于人民———馆藏吴冠中作品
展”和“柔如垂柳坚如竹———沈柔
坚艺术回顾展”，这已是中华艺术
宫近期推出的第三个馆藏展。这
些馆藏不仅展品类型综合全面，

还包括文献资料。 如此深入细致
的展览效果， 得益于美术馆成体
系的收藏方式。

15日，金立德作品研究展在
刘海粟美术馆开幕， 上周末该馆
还开幕了另一位艺术家卢治平的
作品研究展。 两个展览都有一个
共同的身份———“馆藏研究展”。 举办这类馆藏研究
展，是刘海粟美术馆近几年的主要工作之一。每年，

美术馆都会推出一两位馆藏艺术家做研究展示，目
前已举办过朱振庚、谭华牧、陈盛铎、周长江、黄阿
忠、乐震文等人的展览。此次展出的金立德作品，刘
海粟美术馆今年初才收入囊中， 除了金立德各时期
代表作外，还包括一些草图、文献、手稿、书籍、信件
等。刘海粟美术馆副馆长靳文艺介绍，这种成体系的
收藏模式是对以前碎片式收藏的很好补充。 将艺术
家的一生“打包”收入美术馆，也为研究那个时代艺
术家如何求学、生活、创作留下重要资料。

今年初，刘海粟美术馆策划主办了海派绘画年
度研究展（第一回 1843-1927）“春江明月共潮生”，

众多早期海派名家作品令人惊艳的同时也让人唏
嘘，他们的作品大多不在上海。“我们希望能对一些
濒临消失的早期海派艺术家作品做抢救式收藏。上
海是中国近现代艺术的发源地，如何挖掘、整理、展
览、研究这些作品非常重要。”靳文艺介绍，过去刘
海粟美术馆收藏方式相对零散，如今以美术史发展
脉络为依据的收藏模式正逐渐形成。对于当下海派
艺术家的收藏整理也沿着这一思路进行，“我们会
对进入视线范围内的艺术家进行评估，并对认可的
艺术家做系统性收藏， 为每个艺术家建立档案库，

并最终通过学术研究和展览呈现，让观众了解海派
艺术的发展脉络。”

美术馆要做审美的引领者
近期亮相的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馆藏作品

展———“客人的到来”，则是该馆建馆以来的一次系
统性梳理与首次对公众的呈现。展览以一间位于上
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二楼平台的“开放库房”作为始
发点，将平日身处幕后的藏品库房推至前台，使观
众得以从藏品照料、复原、运输、研究等多方角度走
近艺术。该馆所收藏的内容涵盖影像、摄影、绘画、

雕塑、装置、文献等多种形式。

面对艺术名家日益高涨的市场价格，对于公立
美术馆而言，收藏往往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相比花
高价收几幅名家之作， 收市场价格较低的作品自然
“实惠”得多，但观众想来美术馆看的，是否就是那几
幅名家作品？这也拷问着美术馆的收藏理念。“打包”

非知名艺术家的一生，和收取名家的“人生碎片”，哪
个更有意义？“美术馆是一个审美标准和审美导向的
引领者。”靳文艺认为，“名气”不代表价值。

金立德是新中国第一代专业艺术院校杭州国立
艺术院（今中国美术学院）毕业生，长期从事美术教
育工作。刘海粟美术馆副馆长阮竣认为，尽管公众对
金立德比较陌生，但他的交往和经历非常丰富，是还
原当时的社会历史和艺术家生活状态的重要参考。

金立德学油画出身，却创作了大量水彩作品，这是因
为油画材料成本太高， 这和新中国初期物资匮乏有
关。展览中，还有他的连环画、宣传画作品，在连环画
高峰时期， 他的连环画作品曾发行上百万册。“他的
艺术经历是研究海派绘画发展过程的一个良好补充
和证明，这是体系化收藏才能体现的整体价值。”

华师大图书馆镇馆之宝影印出版

宋拓本《多宝塔碑》揭开面纱
本 报 讯

（记者 施晨露）

唐朝名臣、 书法
家颜真卿一生字
体多变， 除了气
势遒劲的行书，

其正楷端庄雄
伟，创“颜体”楷
书， 对后世影响
甚大 。 《多宝塔
碑》 即颜真卿早
期楷书代表作之
一，其北宋拓本存世极少。昨天，华东师范大学馆藏
《宋拓多宝佛塔碑》在国内首次影印出版，也让这件
珍品揭开面纱。

《多宝塔碑》为颜氏 44岁时所书，壮盛之年，英
锐奋发，故下笔骨气洞精而力透纸背，学颜书者多
以此碑为入门之基础。今存《多宝塔碑》最早拓本为
北宋时所拓，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宋拓本《多
宝塔碑》堪称上品。该拓本为锦面经折装，挖镶蝴蝶
装裱，开本高大，拓工极精，作为北宋本主要标志的
十五行“凿”字清晰完好，全本完整无缺，字字神采
奕奕，牵丝分明，罕有填描，与目前最为知名的两种
北宋拓本———故宫博物院藏懋勤殿本及日本东京
国立博物馆藏汪志伊本相比，各有千秋。据悉，此拓
本是上世纪 50年代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从上海古
籍书店以 500元高价购入， 此后一直秘藏未宣，直
至 1980年以黑白照片选印的方式作为图书馆对外
交流之用，方为外界所知。

《多宝塔碑》拓本内页。（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