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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们身着素色旗袍，手持蒲扇缓缓走出，宛如一张烟灰色的老照片……

今日看点

《永不消逝的电波》《战上海》后，《一号机密》迎来首演

“上海出品”红色原创系列市场飘红
■本报记者 诸葛漪
“同志们，党中央遇
到了前所未有的特大危
机， 恩来同志指示我们
中央特科， 不惜一切代
价，力挽狂澜！”紧张氛
围中，上海沪剧院全新大戏《一号机密》作为
第 21 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委约剧目，昨晚
在上海大剧院拉开大幕。继上海歌舞团《永不
消逝的电波》、上海杂技团《战上海》后，《一号
机密》 为上海出品红色原创系列又添浓墨重
彩的一笔。

红色文化和海派文化完美结合
由李莉、黄嬿编剧的《一号机密》讲述
1931年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顾顺章叛变，使
党遭受巨大损失，中央机构被迫撤出上海。20
箱重要文件无法运出上海，交由陈达炜、韩慧
芳夫妇保管， 但因叛徒出卖， 韩慧芳被捕牺
牲，陈达炜紧急搬家，与组织失去联系，经济
来源断绝，又身患重病，求助妻妹韩慧苓，假
扮夫妻，与敌周旋的故事。“‘一号机密’不仅
传承上海的红色血脉， 也符合上海的城市气
质。”上海沪剧院院长茅善玉说，“这是一段艰
苦卓绝、惊险万分的文件保护史，更是一个关
于信仰、责任、信念的故事。”
信仰、责任、信念，在《永不消逝的电波》
《战上海》创作、排演中也被反复提及。10 月
18 日、19 日，《永不消逝的电波》 为上海国际
艺术节合肥分会场拉开大幕。作为第 16 届中
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大奖”、第 15 届精神
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获奖作品，《永不消
逝的电波》早已声名远播，合肥场开票一小时

杨立新执导《她们的秘密》亮相沪上

“比起演戏 ，他更适合当导演 ”
本报讯 （记者 诸葛漪）“我帮朋友看《她
们的秘密》剧本，弄来弄去被拉进剧组，自己成
了导演。”话剧《她们的秘密》昨天起至 27 日登
陆人民大舞台，首度执导女性喜剧的导演杨立
新胸有成竹，“《她们的秘密》里，四个女人一台
戏。我作为男导演，与女性生活拉开距离，反而
看得清楚。”

四个女人一台戏

《一号机密》中，陈达炜由朱俭（右）扮演，韩慧苓由王丽君扮演。
便已售罄。红色文化、江南文化、海派文化在《永
不消逝的电波》完美结合。怀旧又新颖的《渔光
曲》中，演员们身着素色旗袍，手持蒲扇缓缓走
出，宛如一张烟灰色的老照片，在合肥大剧院舞
台上展现上海弄堂市井的一面。 很多年轻观众
看完全剧称，“灵魂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洗礼。”
《永不消逝的电波》自 7 月开启第二轮巡
演，已走过陕西、四川、内蒙古、浙江、江苏、河
南、山东、安徽等地，场场爆满。10 月 23 日至
28 日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连演 9 场，11 月 1
日至 2 日亮相无锡分会场后，《永不消逝的电

本报记者 蒋迪雯 摄

波》结束艺术节之行，又将踏上繁忙的巡演之
路，12 月 27 日至 28 日在广州大剧院为马不停
蹄的一年收官。

展现“上海出品”独有的巧思
为什么“上海出品”总让人觉得不一样？这
是巡演时，观众们不约而同的感叹。在尊重历史
的基础上，对红色经典进行重新演绎，辅以高度
凝练的叙事、 唯美的舞台意象和紧张悬念，《永
不消逝的电波》《战上海》《一号机密》 都展现了
“上海出品”独有的巧思与锋芒。《战上海》演绎

解放军雨夜飞渡苏州河， 主创团队从苏州河
防撞桩获得灵感，设计形似梅花桩的道具，借
此渡河， 实现舞台表演的高度写意。《一号机
密》舞台以上海老建筑剪影为背景，一盏不灭
的火光在夜空中闪烁； 音乐融入老上海音乐
元素和传统沪剧曲调，烘托时代背景的同时，
旋律突出紧张感和压抑感。
好作品也是好演员的磨刀石。《一号机
密》首演前夕，韩慧芳、韩慧苓扮演者王丽君
收获喜讯，入选“上海青年文艺家培养计划”，
陈达炜饰演者朱俭则是上一届 “青年文艺
家”。两届“青年文艺家”共演《一号机密》，正
是源于上海文艺院团“一团一策”“一人一策”
精准点将。《一号机密》是朱俭与王丽君继《海
上梦》后再次合作，“隔了十多年，在排练场上
我们好像更加默契了。” 王丽君一人分饰两
角，“十分过瘾，通过形体、语言声音和人物状
态更好地区分。”茅善玉透露，《红灯记》《芦荡
火种》《星星之火》等沪剧院“红色传家宝”后，
除了为中生代演员打造 《一号机密》《承诺》，
沪剧院还计划复排《王孝和》和《江姐》，分别
由 2006 届和 2013 届沪剧班青年演员主演。
红色佳作走向更远、更广天地，离不开多
方助力。 上海作为演出大码头的优势是院团
掌门人的底气。《战上海》 作为本届艺术节开
幕大戏首演后，在艺术节演出交易会上，已有
外地演出商伸出橄榄枝， 洽询巡演计划。《一
号机密》被上海国际艺术节选中为委约作品，
同样“能见度”大增。茅善玉表示，希望通过艺
术节平台让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认识沪剧、
了解沪剧， 增进与各类舞台艺术间的交流与
合作。《一号机密》首演后，将走进基层社区、
走进高校，听取观众意见，进一步修改提高，
在建党百年之际，实现艺术上质的飞跃。

不管多苦多难，就是爱武术
上海武术世锦赛上，
选手们在赛场上争金夺
银，那些成绩一般却依旧
追逐梦想的外国运动员
故事也令人感动。

《她们的秘密》故事背景设定在意大利西
北部的一个小村庄， 四对夫妇以酿葡萄酒为
生，过着平凡的生活。年末某天，丈夫们去球场
看球赛，妻子们另开一场聚会，却意外接到电
话，丈夫们在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而第二天他
们都要办理入保险的体检，妻子们在震惊与慌
乱之余萌生应对计策。四个家庭各自不为人知
的故事搅在一起，面对巨额债务和农事，她们
达成一致，为得到丈夫们的保险金，假扮各自
丈夫，从而发生啼笑皆非的故事。
“这是一出建立在悲剧情节基础上的喜
剧，观众不用做道德批判，它就是一出很好看
的戏。”杨立新说。龚丽君、牛莉等四位女演员
对应着剧中 20 岁、30 岁、40 岁、50 岁四个年龄
段妻子，在角色功能上互补，为《她们的秘密》
奠定轻松欢快、接地气的基调。在北京首演时，
剧中不少反映婚姻现状的吐槽，让观众深有共
鸣。杨立新表示，“《她们的秘密》故事发生在意
大利，但是中国观众看了却不陌生，虽然你身
边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事。”
电视剧《我爱我家》让观众记住了饰演贾
志国的杨立新。 他与陈佩斯搭档出演的话剧
《戏台》已在全国巡演 200 余场。话剧《小井胡
同》《牌坊》等则展现了杨立新的导演才华。“我
接下《她们的秘密》，是因为剧本写得很机智、
很幽默，同时又很古典，符合戏剧三一律。这个
戏还很温暖，很有人情味，很有妇女独立自主
的生活意识。”

菲律宾选手在本届大赛中取得散打项目
一枚银牌。不过，在国际大赛上，菲律宾在武
术项目上获得的奖牌数量位居所有项目的榜
首，被菲律宾体育界称为“金矿”。
“近 30 年来，武术为菲律宾在东南亚运
动会和亚洲运动会上获得过 200 多枚奖牌，
为这个国家赢得了荣誉。” 来自武汉体育学
院的郑雷， 去年受菲律宾武术协会邀请，执
教菲律宾国家武术队。
这些年，菲律宾武术协会或选拔运动员
送到中国，或聘请中国教练带队训练。“武术
在菲律宾民间也传播很快，不过，菲律宾开
展武术运动在训练条件和梯队培养方面，还
是受到很多因素制约。”郑雷介绍，菲律宾目
前最欠缺的还是成年组的运动赛事，“参加
比赛的运动员都在 15 岁以下， 他们多因为
兴趣接触武术，很难保证坚持下去，这就对
我们的选才和梯队培养造成困难。”
本届武术世锦赛上， 菲律宾共派出 12
名运动员参赛。郑雷说，这些队员大多刚从
青少年转到成年比赛， 在适应不同比赛类
型、 自身力量和技术水平上存在较大差距。
“这些队员在菲律宾没有太多参赛机会，世
锦赛对他们来说是宝贵的大赛经验。”

戏剧情节很抓人

尼泊尔有众多武术爱好者

如何评价作为导演的杨立新？主演之一牛
莉笑言，“比起演戏，他更适合做导演，总体把
关，看得清楚。他一做示范，我们都恍然大悟该
怎么演。《她们的秘密》 讲了四个女人的故事，
排练时，仿佛有四个杨立新在台上，满台都是
杨立新。”
虽然没有登台表演，62 岁的杨立新始终敬
业地保持着瘦削的身材，“演员对自己应该有
一点要求，多锻炼，我们这一行，就是给人看
的。”不少影视演员如今转向舞台，杨立新寄语
后来者，“踏实一点，如果想一辈子演戏而不是
一阵子，就需要努力，也需要时间积累，不能急
于求成。”
“喜剧表演体系和正剧不一样，在没有任
何人帮助的情况下，必须要抖包袱，瞬间提高
观众注意力，然后一下子掌控全场。”北京人
艺演员龚丽君在《她们的秘密》饰演一个知心
大姐般的角色，“她特别有主意、脑子灵、性格
泼辣， 对其他人就像对小妹妹一样呵护。”早
在读大学三年级时， 龚丽君就饰演北京人艺
第二版《雷雨》中的繁漪，拥有《北京 人 》 《 李
白》《茶馆》《哈姆雷特》《小井胡同》 等一系列
代表作，曾获第四届中国话剧金狮奖表演奖。
对于出演《她们的秘密》，龚丽君坦言，女性看
了这个戏会产生联想， 会对自己的生活进行
梳理， 去思考和对比理想和现实的婚姻生活
形态。 另一位主演牛莉凭借丰富的影视作品
和多年春晚舞台的活跃度， 家喻户晓，“都说
三个女人一台戏， 这四个女人在舞台上就很
疯 狂 了 。” 她 对 《 她 们 的 秘 密 》 上 海 场 充 满 信
心，“撑起一个大舞台， 所有的戏剧情节都很
抓人。”

在世锦赛女子散打 56 公斤级 别 赛 事
中， 来自尼泊尔的朱尼拉伊止步 1/16 决赛，
她在与一名巴西选手的竞争中遗憾败北。
“这是我最快乐的经历！” 虽然输了比赛，但
她仍然很高兴来到中国上海参加世锦赛。
今年 20 岁的朱尼拉伊习武 7 年。 她介
绍，在尼泊尔有着众多武术爱好者。起初，人
们源于对中国文化的好奇而认识这项体育
运动，之后便渐渐地被武术的博大精深而吸

菲律宾的“金矿”

上海武术世锦赛精彩落幕

中国功夫吸引世人目光
本报讯 （记者 姚勤毅）第十五届世
界武术锦标赛昨晚在上海闵行体育馆隆
重闭幕。短短的 5 天时间，来自 102 个国
家和地区的运动员以武会友、 切磋技艺，
用精湛的技术和顽强的精神，实现了超越
与突破，收获了荣耀与辉煌；为期 5 天的
赛事，也为世界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妙绝伦
的武林盛宴。国际武联执行副主席吴廷贵
给予高度评价。
本届世锦赛共决出了 26 项套路比赛

和 18 项散打比赛的金牌。 上海作为本届世
锦赛的主办城市，在技术水平、赛事组织、安
全保障和媒体宣传等各个方面都树立了新
的典范，彰显了“上海服务”和“上海文化”的
品牌建设与高质量发展。
在闭幕式上，世锦赛会旗从中国传递到
了下一届世界武术锦标赛的主宾国美国，从
上海交接到了下一届世界武术锦标赛的主
办城市达拉斯，见证着源自中国的古老武术
不断发扬光大，走向世界。

用攀登者精神拍摄

让
更
多
年
轻
人
去
理
解
当
年
年
轻
人

电影《攀登者》以 1960 年、
1975 年中国登山队两次从北坡
登顶珠峰，测量珠峰的“中国高
度”为题材，塑造了感人的“攀登
者”群像。用任仲伦的话来说，这
部电影的题材和主题都有规定
性，就是把当年攀登珠峰感天动
地的壮举拍成一部大片，但如何
拍，拍成什么样，主创团队面临
技术与艺术的双重考验，“电影
圈有句话叫‘拍什么像什么’，用
攀登者的精神拍《攀登者》，一步
步脚踏实地攀登影片高峰”。
《攀登者》延长上映后，有网
友评论，“好电影值得时间淬炼价
值”。“《攀登者》的好，在于它的节
奏感， 跟随剧情， 行经幽暗与明
亮，垂直向上，见山，见天地，最终
见着自己。 两次攀登的主线一轻
一重，开篇光影拉开，就吊着观众
悬空的心。到最后，情绪跟随人物
着陆。 这样的观影过程也完成了
一次‘攀登’。”让任仲伦印象很深
的是另一番评论，“这部影片没有
配角，人物戏份有多有少，但每个
演员都奉献了最好的表演力量，
让角色绽放光芒”。
2019 年这个“最强”国庆档，
《攀登者》《我和我的祖国》《中国
机长》 三部影片拿下票房逾 65
亿元，业内评价“拍活了主旋律”。何谓“拍活”？在上
海戏剧学院教授、影评人石川看来，关键在于能否
树起让观众信服的人物。“《攀登者》的拍摄，有其时
间和空间上的困难。 影片没有简单地复述历史事
件，也并非为了动作场面而展示动作，而是把更多
笔墨花在塑造人物上， 揭示人物外在与内在的动
机，以文学力量加深人物的情感深度。”

“当年的中国登山队队员们为什么要攀登珠
峰？今天的我们为什么要拍这部影片？”在《攀 登
者》中饰演测量队员的上影演员剧团演员陈龙说，
在前期功课中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后，“演员的心里
燃起熊熊烈火。没有发自内心的热情，拍不出这部
影片”。
“觇标和人紧紧绑在一起，人在，觇标在”，陈龙
透露，影片中这个细节是他与导演李仁港在拍摄过
程中商定的。“很多人说，我演的是那个测量‘中国
高度’的人。其实我只是那个团队的代表。1975 年中
国登山队中，光测量队员就有 200 多位，最终登顶
的只有 9 人。而在所有珠峰之巅的照片中，只能看
到 8 个人。那个没有出现在镜头里的队员，要冒着
手指被冻伤的风险，为大家留下登顶证据。即便是
登顶成功者，也有‘隐身’幕后的。《攀登者》致敬的
不仅是登顶的英雄，更是在登顶背后默默付出的英
雄们。”
1960 年， 中国登山队首次登顶珠峰成功的三
人中，一位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一位是普通的林业
工人，还有一位是刚刚翻身解放的西藏农奴。影片
中张译饰演的曲松林原型正是当年的四川林业工
人、后来的登山英雄屈银华。攀登海拔 8600 米处
的“第二台阶”时，屈银华脱去登山靴、羽绒袜踩上
队友的肩膀， 在严寒中暴露数小时的脚最终被切
除 10 个脚趾。“电影中，方五洲为救曲松林而舍弃
摄像机，失去了登顶的影像资料，曲松林因此在很
长一段时间里无法原谅他。 今天的年轻观众或许
觉得不可思议， 为什么要恨你的救命恩人？ 但当
年，我们的父辈就是这样的人。‘铁人’王进喜有句
名言，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拍
摄《攀登者》，希望让更多今天的年轻人理解当年
的年轻人，他们的父辈、祖辈。理解一种精神，同时
传承一种精神。” 任仲伦说，“让这部影片留在上
影、上海的史册，也留在共和国的史册，这是我们
拍摄时的态度与信念。”

为法国喜歌剧院新演出季揭幕
菲律宾选手桑顿进行套路南刀比赛。

尼泊尔女选手宾度（右）在散打比赛中。 均 海沙尔 摄

引，现在已变成一项平民运动。
“武术传递的精神和力量令我感到振奋，
我们国家现在也有很多的武术爱好者，代表国
家参加这样高级别的世界性赛事让我非常自
豪。”朱尼拉伊的身材十分娇小，这在散打对抗
中并不占优势，“这就要求我在技术动作上做
到最好，以此对抗来自其他国家的劲敌。”
“经济条件的落后，是限制尼泊尔武术发
展的最大原因。” 尼泊尔队主教练南达表示，尼

泊尔队一共派出 11 名选手，过去这样的参赛
机会极少。 每位选手 25 万尼泊尔卢比 （约
15000 元人民币）的花费，是他们过去根本负
担不起的， 此次成行是由政府、 相关机构赞
助。“几乎每个队员平时都有另一份工作，因
为只靠武术，我们在尼泊尔无法生存。”
近几年，得益于中尼两国不断增进的友
好合作，尼泊尔的武术运动有不小起色。前几
届亚运会，武术就是尼泊尔的重点比赛项目。

多馆合办原作展纪念陆俨少
同时举行高仿作品多地巡展
本报讯 （记者 钟菡）今年是陆俨少诞辰
110 周 年 ， “ 穆 如·晚 晴——
—纪 念 陆 俨 少 诞 辰
110 周年专题展”昨日在陆俨少艺术院、龙美术
馆、上海中国画院美术馆同时拉开帷幕。
此次展览以“一展八点”同时对外展出，共
展出陆俨少真迹作品 300 余件（套）、高仿品文
献 150 余件，涵盖了山水、花鸟、人物、书法、篆
刻等题材，以及与师友之间的诗画往来，全面、
立体地展现陆俨少书画篆刻艺术的成就。其
中，“自刻印”“杜甫诗意百开册中散失的部分”
“60 年代人物画册页”“峡江系列”“现实题材”
等精品是首次向社会公开亮相。
陆俨少为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人，一生坎
坷，但始终坚持为艺术“殉道”的精神。他自谓
“画人陆俨少”，寓诗、书、画于一炉，艺术成就

昨天，国庆档“三强”影片
中，《攀登者》率先宣布延长上映
一个月至 11 月 30 日。《攀登者》
出品人、上影集团董事长任仲伦
同时向影片所有主创道上 “感
谢”，“8 个多月里，完成这样一部
有大片气象的影片，整个团队就
是两个字，拼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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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和传承一种精神

“武术小国”运动员追逐梦想的精神令人感动

■本报记者 姚勤毅

■本报记者 施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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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然。此次展览以陆俨少的常用
印——
—“ 嘉 定 陆 俨 少 ” “ 陆 砥 摹
古”“山河壮丽”“江山如此多娇”
“江山富贵人”“俨少所乐”“云山
兴发”“爱新就新”“风景这边独
好”等为展览的章节点，三个场
馆各有侧重，展览同时对公众开
放，其中龙美术馆西岸馆和陆俨
少艺术院将展至 12 月 23 日，上
陆俨少作品《托儿站》。
（资料）
海中国画院将展至 11 月 24 日。
上世纪 80 年代初， 陆俨少
在全国高等美术院校率先招收山水画研究生，
院 20 年典藏研究成果和丰富的高仿品资源
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专业人才，并建立了一整
进行巡展。策展人之一、陆俨少艺术院院长王
套科学的山水画教育体系。 为充分发挥美术
漪说，多馆合办和多地巡展，是展览方式上的
馆的美育职能， 此次展览还利用陆俨少艺术
一次创新。

上交将参与新《卡门》巴黎首演
本报讯 （记者 张熠）北京国际音乐节与法国
喜歌剧院日前对外宣布，2020 年至 2022 年就联合
制作歌剧项目建立深度合作计划。双方将联合打造
新版歌剧《卡门》，届时由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余
隆执棒上交担纲演奏重任。这部由歌剧导演安德里
亚斯·霍莫基执导的新版 《卡门》 将率先于巴黎首
演，为法国喜歌剧院 2020-2021 演出季揭开大幕。
创立于 1714 年的法国喜歌剧院是法国最古老
的艺术机构之一，包括多尼采蒂《军中女郎》、奥芬
巴赫《霍夫曼的故事》、德彪西《佩利亚斯与梅丽桑
德》、比才《卡门》等在内的诸多风靡歌剧舞台的经
典剧目，都在这里完成世界首演。21 日晚，在上交音
乐厅观看完《浮士德的沉沦》后，法国喜歌剧院主席
让-伊夫·勒乎图说，“上海交响乐团的演奏体现出
了一支世界级乐团的水准，相信明年的《卡门》将充
满惊喜。”
近年来， 上海交响乐团频频试水音乐会版歌
剧，《伊莱克特拉》《莎乐美》《切肤之痛》《浮士德的
沉沦》等一系列“大部头”高难度巨制相继精彩上
演， 磨练出上交在歌剧领域的自信和驾驭能力。与
此同时，音乐会版歌剧的上演也拓宽了乐团在艺术
综合表现方面的视野。2020 年即将上演的歌剧 《卡
门》，是上交继叶小纲《咏·别》后，时隔十年再度参
与的第二部具有完整舞台表演的歌剧演出，也是乐
团首度与具有悠久历史的世界顶尖歌剧院合作歌
剧项目。
余隆说：“我们希望通过艺术联结全世界，让世
界感受中国文化、聆听中国声音。这将有效促进东
西方文化的对话和了解。”从单一方式的“走出去”，
到多渠道的“走进去”，上海交响乐团主动融入世界
古典音乐艺术大舞台，在全球打响具有上海文化标
识的音乐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