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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根据直播平台特性定制供货，或许是图书业与顶流直播间合作的可行商业模式

上海歌剧院新版《晨钟》开排，计划7月1日与观众见面

千锤百炼，把“晨钟”敲得更响
■本报记者 吴桐

原创歌剧《晨钟》于疫情中完成文本和
音乐修改，重回排练厅打磨。昨天下午，记者
刚走进上海歌剧院排练厅，就听到李大钊的
扮演者于浩磊跟新版《晨钟》导演熊源伟叫
苦：太难了！他前一天晚上刚拿到作曲家许
舒亚修改完的剧终唱段，挑战重重。熊源伟
鼓励于浩磊，再难也要啃下来，“这样才能让
观众听得过瘾。”

新版《晨钟》比起 2018年首演版有较大
改动。原来的两幕调整为三幕，以“寻道、行
道、殉道”贯穿全剧，聚焦革命先驱者的艰难
求索、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故事
更有戏剧性，人物更加丰满，音乐也更好听。

新版《晨钟》计划于 7 月 1 日与沪上观众见
面，明年将以更具感染力的呈现，向中国共
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献礼。

展现李大钊的豪情与柔情
昨天下午排的第一场戏，是《晨钟》第一

幕第一场： 李大钊采了一捧丁香给妻子赵纫
兰，妻子问他要下个月的生活开支，李大钊只
拿出几个银圆。 登门拜访的陈独秀与蔡元培
看到也很惊讶：在北大任教的李大钊，月薪大
约有 300大洋，到妻子手上为何就这么点？

原来，李大钊总是仗义疏财，只要有穷学
生向他张口，他总会救济，因此每个月都囊中
羞涩。第一幕还出现了虚构人物琴君，她年纪
轻轻遭遇不幸意欲跳河，被解救后经李大钊向
蔡元培推荐成为北大学生，并劝导她：以死拒
绝明天是逃避，要以新生迎接明天。

编剧姚远在新版《晨钟》剧本中增加李大
钊个人情感及家庭线的内容，人物更加丰满。

排练场上， 熊源伟不断引导主演们揣摩每句
唱词、每个动作背后人物的内心活动。他还向
剧院特别推荐曾获戏剧梅花奖、 白玉兰奖等
表演奖项的李莎为演员作指导，从手、眼、身
段、步伐等细微处着眼，让演员们的表演更加
流畅自然。

要扮演李大钊，男高音歌唱家于浩磊坦言
“压力很大”。“以往演这样的英雄，可能更多地
展现他的‘豪情’，现在，我会更多加入他‘柔
情’的一面，希望能塑造一个更加有血有肉的
李大钊。”

扮演琴君的是女高音歌唱家徐晓英，进排
练场前一直担心前一版的表演惯性会影响新
版的呈现。“和熊导合作第一天便不再有负担
了。就拿‘我’初见李大钊、陈独秀和蔡元培这
场戏来说，经过揣摩，与每一个人物的对视都
会因对象不同、心境不同、舞台位置不同而大
不一样。”

主旋律赢得年轻观众喜爱
除了屡获文华奖、曹禺戏剧奖、金狮奖的

导演熊源伟，新版《晨钟》还有一位新成员———

取得英国皇家戏剧学院和英国中央圣马丁艺
术与设计学院双硕士的新锐导演兼舞台设计
王欢。 王欢的设计图既有历史场景的细节，又
十分写意。

虽然疫情期间主创团队无法聚首，但远程
合作稳步推进。复工后，主创和主演们不断加快
进度，为 7月的演出全力以赴。上海歌剧院党委
书记范建萍说：“疫情中，大家对《晨钟》这部作
品有了更为深刻的解读，即使过了一百年，那些
仁人志士的精神仍令我们激动不已。 很高兴看
到大家满腔热情投入到创排的各项工作中，这
也是艺术工作者坚守初心的实际行动。”

对于这部主旋律作品，熊源伟的目标是把
它打造成一部艺术精品，赢得年轻观众的喜爱。

“我们必须找到作品思想内涵与年轻人的链接。

主人公李大钊牺牲时才 38岁。我相信他身上的
精神和信仰一定能打动今天的年轻人。”在熊源
伟看来，再好的题材、再好的基础，想成精品都
少不了打磨。“上海歌剧院沉得下心思、 舍得花
工夫‘锤炼’已搬上舞台的成品，相信这份对艺
术的执着，会让我们一起呈现一部更好的作品。

这一次，我们要把‘晨钟’敲得更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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薇娅带货《三毛流浪记》，4分钟销5万册
比起带货量，出版社更看重直播间对其团队市场意识的“点醒”

■本报记者 施晨露

“什么时候能找这些网红主播推广一下‘三
毛’就好了。”张慰军———“三毛之父”张乐平先
生的幼子没想到， 几个月前的一句无心之语，

很快成为现实。

前晚，淘宝顶流主播薇娅的一长串直播间
预告里，出现了少年儿童出版社的《三毛流浪
记（彩图注音读物）》。短短 4 分钟内，这本《三
毛流浪记》售出 5万余册。下了直播，销量仍在
不断增长，补货两次后，截至当天 24 时，卖出
7.5万余册。

直播卖书不能只算经济账
“三毛”走进薇娅直播间，算得上“插队”。

张慰军记得，向薇娅团队提出意向约在两三周
前。双方一拍即合，加上出版方支持，迅速促成
了这场直播。

直播间里，定价 38 元的《三毛流浪记（彩
图注音读物）》显示为折后价 18元。与此同时，

每售出一本书，少年儿童出版社、上海三毛形
象发展有限公司和薇娅团队捐赠 8元，用于购
买图书捐赠给贫困儿童，让阅读滋养更多孩子
的心灵。

“三毛是流浪儿，1949年开始，父亲一直致
力于和宋庆龄先生一起用三毛的形象帮助流
浪儿童。可以说，今天做公益延续了父亲的传
统，帮助贫困儿童也和三毛的身份很吻合。”张
慰军把“三毛”走进薇娅直播间形容为“插一
脚”，“做公益，我们愿意插一脚。”

原价 38元的书折后 18元，每卖一本捐
赠 8元，这笔账怎么算？

“单就卖这本书而言，肯定是亏本的。”

张慰军判断。“薇娅直播间卖书不是第一次，

但对图书营销来说的确不是常见手段。”少
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冯杰说，制约出版方的主
要是顶流主播较为苛刻的商务条件。“无论
是李佳琦还是薇娅这样的主播，要求的都是
全网最低价，一旦发现任何渠道的价格低于
直播间， 可能面临售出商品全部退回的局
面，对商誉是很大的打击。此外，薇娅直播间
要求 20%流水分成，相当于在最低价上打 8

折，还有一定数量的渠道费用。”

实际上，在《三毛流浪记》之前，少儿社
与薇娅团队谈过一个项目，“沟通了三四个
月，亏到肉里，实在做不下来。”

以公益为导向的《三毛流浪记》项目推
进要顺利得多。“薇娅团队免收了相关费用，

定价上就有了更大空间。”冯杰介绍。同时，

出版社为每本《三毛流浪记》配套 8 元童书
码洋额度，这就是三方共同捐赠 8元的组成
部分。

“作者方、出版方和薇娅团队都做了一
定牺牲和让步，促成了这件好事。”张慰军认
为，“不能只算经济账，无论对出版方还是三
毛形象来说，都是一次非常好的宣传推广。”

老牌出版社提振市场信心
《三毛流浪记》之前，在薇娅直播间，安

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国经典动画珍藏版》

创造过 2分钟成交 4万套的纪录。 这之后，

麦家《人生海海》、薛兆丰《薛兆丰经济学讲

义》都在薇娅直播间取得销售佳绩。

销售“神话”背后，也有不少业内人士认
为，图书作为特殊品类登上顶流直播间，难以
复制推广。 特别是在全网最低价策略面前，出
版方付出了比电商大促更高的成本代价。

当然，直播间“带货”有后续效应。以《三毛
流浪记》为例，冯杰坦言，之前的预估还是偏保
守， 整场直播的直接带货量在 8万册左右。不
仅如此，“三毛流浪记”在图书类商品销量冲到
全网第一，薇娅直播间向世纪出版集团天猫店
的引流，带动了少儿社其他品种和世纪版其他
图书的销售。

比起带货量，冯杰更看重薇娅直播间对团
队市场意识的 “点醒”。“传统出版社受过去的
经验局限， 往往对不熟悉的东西敬而远之，只
当看客，或是浅尝辄止，自娱自乐。比如疫情以
来，直播成了出版社的标配，但更多的是贴标
签，而非真正把直播当成市场工具。”在冯杰看
来，出版市场正处于新旧工具交替之际，“网红
直播是新工具， 未来也可能有更新的工具，如
何适应？要不要跟进？通过与薇娅这样的网红
主播合作，我们熟悉了玩法，向全社会彰显了
老牌出版社的新姿态———敢于发声、 敢于亮
相，尤其在市场急剧变化的阶段，这是最好的
信心提振，也是比销量更重要的后续效应。”

图书业能否诞生顶流主播
图书上顶流直播间， 只能是 “亏本赚吆

喝”？除了公益，图书销售还有走通顶流直播间
的其他路径吗？

“拿传统的定价策略，上直播平台销售，必
然不匹配。”冯杰直言，《三毛流浪记》与薇娅团

队的合作并非纯商业模式，但全流程对接的洗
礼，为日后的商业模式合作打下了基础。“在游
泳中学会游泳，哪怕呛几口都没关系。”

顶流主播拥有数千万粉丝，薇娅、李佳琦
的直播间每晚累计在线量超过千万，对任何商
品类别和平台来说， 都是难以企及的流量，这
意味着背后已形成一套成熟的商业体系。

“一本图书，从策划开始就没考虑要在顶流
直播间销售， 无论是定价还是生产都不符合游
戏规则，半路插入别人的成熟体系，怎么可能玩
得转？”冯杰透露，下一步，少儿社拳头产品与顶
流主播团队合作定制版已在计划之中。

以定制品形式，根据直播平台特性量身供
货，或许是图书业与顶流直播间合作的可行商
业模式。在定价、利润空间方面，定制品都有更
大操作空间。“过去，一套书可能三五年卖三五
万册，放在顶流直播间，可能三五分钟就能达
到这一销量，为什么不做呢？关键是要用好的
内容，定制适合各个平台的销售策略。在商言
商，出版社必须加强市场能力建设，找到自己
的盈利模式属性。”

“意识是无价之宝，工具就放在那儿，看你
用什么样的意识去利用。” 冯杰说，“就像我们
鼓励编辑做直播， 不是要每个人都成为网红，

关键是提升市场意识———新时代的编辑不仅
要满腹经纶，也要能‘口吐莲花’，直播过程实
际上是加强对产品的理解、 概括卖点的能力，

也是响应市场变化的能力。”

图书行业能不能诞生自己的李佳琦、薇
娅？ 能不能产生更符合行业特点的直播带货
“游戏规则”？这或许是“三毛”走进薇娅直播间
后，更值得探索的问题。

给“最柔软人群”最安全防护

本市幼儿园下周重新开园
本报讯 （记者 龚洁芸）6月 2日，本市三

年级以下的孩子都将开学，包括公办和民办在
内的所有幼儿园也将重新开园。

随着6月2日复学日期临近，不少幼儿园家
长收到老师通知：孩子在幼儿园可不戴口罩。

前两天，胡先生接到了女儿托班老师的电
话，老师告诉他，班里原本十几个孩子中只有 4

个孩子确定开园后会去幼儿园。“我们会尽量
安排这 4个孩子间隔 2 米活动，吃饭、睡觉也
会安排隔开距离，家长可以放心。”胡先生说，

“现在大中小学都陆续开学了， 防疫措施都做
得挺好，整体情况也向好，应该没什么问题。”

根据记者对身边家长的统计，半数家长决
定送孩子去幼儿园。浦东新区一所公办幼儿园
的园长告诉记者， 班主任对家长征求过意见，

目前从统计结果看，根据自愿原则，出勤率在
四成以上，家长们比较集中的问题在于“戴不
戴口罩”“如何确保安全距离”“如何进行教学
活动”等。“无论是民办或公办幼儿园，开学前
都将进行严格的防疫准备，即便每个班来的孩
子再少，我们也不会混班教学，而是确保各班
孩子分散活动，一人一玩具一消毒。”

“对于低风险地区托育托幼机构的小朋友，建
议不戴口罩， 但是工作人员一定要戴好口罩。”日
前，国家卫健委、教育部等给出防疫指导，对这部
分“最柔软的人群”以最安全的防护。

四代弟子崇明看望恩师
徐根宝：相信基地还能冒出好苗子

本报讯 （记者 陈华）昨天，徐根宝的四代弟子代
表在崇明根宝基地“回家看看”，暖意融融。除了和弟
子们讲述自己这些年在技战术训练方面的心得，徐根
宝还安排基地2006—2008年龄段的两支球队踢教学
赛，“这里就是根据地，相信还能冒出几个好苗子。”

“要是武磊在就圆满了”

国足此前在上海集训， 这次看望恩师的人数最
多。“国脚”颜骏凌、张琳芃、姜至鹏、王燊超、曹赟定、

蔡慧康、吕文君、柏佳骏等作为根宝基地第一批学员，

由徐根宝和教练团队一手带大， 基本功十分扎实。同
为 1989—1991 年龄段“根宝一期”的艾迪、孙凯如今
效力申花，他们也重回基地，回忆当年。

根宝基地的二期弟子在 1993—1994 年龄段，当
初随着股权被收购而成为上港俱乐部球员。 重回基
地，傅欢、林创益、李圣龙和杨世元有惊喜，原来徐根
宝特别聘请球队在 2013、2014 两个赛季征战中超的
金牌厨师、前红房子西餐社退休师傅老蔡掌勺，“让他
们回味下当年的味道”。 基地的接待标准还是四菜一
汤，“让他们吃吃当年最喜欢的红房子色拉、咖喱牛肉
汤，主食不是根宝馄饨，而是饺子。”

基地培养的第三批队员为1999—2000年龄段，整建
制加入绿地申花俱乐部。年仅20岁的朱辰杰已是国家队
常客，蒋圣龙等也能经常登场中超联赛。这批小将离开
基地的时间不长，还发现了一个小缺憾：“武磊还在西班
牙备战西甲，如果他也在就更圆满了。”

大弟子言“感恩和团结”

2000年6月1日，崇明根宝基地奠基；7月7日，王燊
超、 曹赟定等第一批球员入驻。 今年是基地成立20周
年。“张琳芃最早从国家队打来电话， 我说到了纪念日
大家都要打联赛了，趁这个机会一起来吧！”徐根宝介
绍，当初这批弟子和他一起创业奋斗，是一种缘分，“当
时基地宿舍都没造好，先住在少儿营的简易帐篷里，后
来曹赟定发烧呕吐，教练担心他得脑膜炎，全部拉回市
区白玉兰宾馆住宿……当时他们只有八九岁， 大家一
起奋斗走到今天，真不容易。”

作为曾经的上海东亚队主教练，也是基地培养球
员的大师兄，范志毅带全家一起来“凑热闹”，“基地培
养的球员在中超踢球的大概有 70个， 这么高的成材
率，对一个青训俱乐部来说绝无仅有。作为过来人，我
对你们说两句：第一是要懂得感恩；第二就是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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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 侍佳妮

自 5月 18日起， 本市面向未
成年人的户外体育培训机构逐步
恢复线下培训服务。日前，上海吉
祥足球运动俱乐部的男足和女足
青训恢复，三林体育中心训练基地
的绿茵场，重新迎来孩子们的汗水
和欢笑。

小胖子很快会瘦下来
目前在上海足协注册的青训

机构约 100家，被评为上海市足球
精英培训基地的有 10家， 上海吉
祥青训是其中之一。俱乐部负责人
孙吉介绍，5 月 18 日得到消息，他
们就向相关部门申请恢复训练，经
检查获许可。前两天俱乐部就在为
复训做准备， 包括与家长沟通，确
认参加训练的球员名单，以及实施
球具消毒等一系列防疫措施。

从春节前放假开始，小球员连
续 4个月没有参加集中训练。 大部
分队员能按照教练要求在家练习，

但也有个别队员胖了，“有一个小朋
友，胖到我一下子没认出来。”孙吉
笑道。不过他说，恢复训练后很快就
会瘦下来。

小球员放学后陆续赶来。下午
5时半左右，球场上已有 4名教练、

20 名 06—07 年龄段的男足小队
员，和 18名 08—09年龄段的女足
小队员。 小队员回到久违的绿茵
场，格外兴奋。

男足小队员成“网红”

男足小队员潘帅只有 13 岁，

却是一名“小网红”，在抖音上表演
球技收获 3.6 万粉丝。4 个月没有
集训，但他坚持每天上完网课留出两个半小时，进行
身体素质和球感练习， 将来想走职业运动员道路。与
队友久别重逢，潘帅说：“今天气氛很好。与疫情之前
相比，大家训练更积极，珍惜训练机会。”

12岁的女足小队员周雅洁是国家少年队成员，疫
情期间她坚持在家练习基本功。首日恢复训练，她感
到队友间的默契感没有下降。“恢复训练很开心，前两
个月憋在家里难受死了。我妈更开心，她说‘神兽’终
于归笼了。”

球场内热火朝天， 球场外有十几位家长观看。一
位小队员的母亲说，儿子从一年级开始踢球，已坚持 7

年了。她说，疫情期间，孩子每天都在盼望恢复训练。

念书的学校离球场有 15公里， 每天放学后匆忙赶到
球场，训练完回到家已经很晚，但孩子乐此不疲，“我
家孩子小时候可胖了，总是过敏，现在身体素质好多
了。踢足球对强身健体很有帮助。”

重启逐步获消费修复
“家长鼓励孩子踢足球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孙吉说：“青训小队员以后可能会成为职业球员， 也有
很大一部分会考大学，走校园足球道路。对我们来说，

如果小队员长大后，觉得小时候踢球是美好回忆，我们
就心满意足了。足球是非常好的运动，能带给他们积极
向上的心态，培养抗挫折能力。”

经历疫情，孙吉更有信心做好足球青训。尽管困
难重重， 但俱乐部尽量靠自身造血功能健康运营。他
希望，在安全可控的情况下，能鼓励和倡导孩子到户
外参加运动，参与足球训练。

上海吉祥足球运动俱乐部的现状，也是上海青少
年体育培训社会机构重启的一个缩影。在中国体育经
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体育政策研究院院长鲍明晓看
来，面对疫情，体育培训企业基本都面临 4 个月有支
出、无收入的困境，如今重启能逐步获得消费修复，甚
至有迎来报复性消费的机会，但要实现全年扭亏有较
大难度。不过，这些体育培训企业能坚持下来的，就有
望成为行业的佼佼者。

复旦大学公布行动计划

建一流公共卫生学科群
本报讯 （记者 顾泳）前天召开的复旦大

学公共卫生学科群行动计划暨复旦大学唐仲
英公共卫生高研院发布会传出消息，复旦大学
将全方位支撑上海医学院、公共卫生学科群发
展，加快形成医理工文交叉协同、医教研用协
调发展的格局，大力推进公共卫生学科与相关
医学学科一体化建设。唐仲英基金会支持复旦
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项目签约仪式同时举行。副
市长宗明出席。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复旦大学布局公共
卫生学科群建设， 呼应国家和上海市需求，将
从加快构建高水平公共卫生学科群、加强一流
师资队伍和创新团队建设、构建高水平公共卫
生人才培养体系、打造“全链式”多学科协作科
研攻关体系、切实增强服务社会的能级等方面
提出复旦大学整体性解决方案。

此次公布的“行动计划”从“大公共卫生”

层面进行学科整体布局和规划，将加快建设世
界一流公共卫生学科群，推动上海率先走出一
条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征、彰显社会主
义制度优越性的超大型城市公共卫生安全治
理之路，为更好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
略提供支撑和保障，为我国今后更好地应对全
球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促进与保障全球健康
做出积极贡献。

前天， 唐仲英基金会捐资 1.2亿元留本基
金，响应复旦大学加快公共卫生学科群建设需
求，与复旦大学携手共建“复旦大学唐仲英公
共卫生高级研究院”。 基金会捐赠人民币 3000

万元，帮助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儿童恶性肿
瘤精准诊疗中心与区域诊治网络体系建设。

今后，复旦大学将大力推进公共卫生学科
与相关医学学科一体化建设，加快全链式学科
融合，支持全生命周期研究，推进全方位开放
服务，在服务中作贡献、上能级，在开放中深化
合作、扩大影响。此次发布的复旦大学唐仲英
公共卫生高等研究院项目是“行动计划”的一
项重要举措，重点将在建成一流公共卫生与预
防医学学科、 复合型公共卫生研究生培养基
地、现代公共卫生高端培训中心、公共卫生高
端智库和政策转化中心，以及全球卫生治理人
才培育高地等五方面着力。

一大会址纪念馆
恢复正常开放

前天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开放时间恢
复到疫情前，实行预约、限流参观。每半小时为
一个预约时段，每个预约时段限额 100人。预约
成功的个人，按预约时间来馆，出示预约码、随
申码（绿色）和身份证，全程佩戴口罩。当瞬时观
众流量达上限 100人时，将暂停观众入馆。

观众可通过线上预约或现场预约进行参
观。

▲观众流量达上限，馆外观众排队等待。

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恢复定时讲解。

           本报记者 蒋迪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