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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珮瑜携手B站国风UP主直播，游戏合作、文创产品层出不穷

戏曲文化破圈，年轻人说“真心震撼”

■本报记者 诸葛漪

上海京剧院五楼排练厅， 武戏演员们翻
腾挪越， 在不开空调的空间掀起尘土味。“以
前戏班 30 个小孩练倒立，不到一炷香不能下
来，一个人先倒了，30 个人一起挨打，师兄弟
唇齿相依。”王珮瑜说。昨天，上海京剧院联合
视频网站哔哩哔哩参与“五五购物节·品质生
活直播周”，著名京剧演员王珮瑜携手 B 站知
名国风 UP 主陈一丁、小智品味“穿越时空的
行头”。

上海观众舍得文化消费
“真心震撼！我平时看戏注重唱腔和花旦

的扮相。来到京剧院，才发现真的是台上一分
钟、台下十年功。”陈一丁目睹武戏演员训练，

对飞脚与翻桌子印象深刻，“佩服年轻演员选
择国粹，传播、传承戏曲文化。”

演员们舞刀弄枪， 落地练功镜不时映射
着兵器的银光， 王珮瑜介绍，“折子戏与武戏
代表京剧精华，百年不衰，比如《四郎探母》，

有的观众就喜欢听‘坐宫’这一段，而武戏则
是小观众最爱。”一场排练结束，王珮瑜还向
两位初探京剧院的新人解释观众该何时叫
好，“繁复动作结束后，演员定点亮相，就是叫
好的时候了。”

万一演员在舞台失手， 观众会不会喝倒
彩？ 王珮瑜笑了，“这就考验演员的心理素质
了。 上海不少观众在我们十几岁读戏校时就
开始看我们的戏， 这种喜爱一直伴随我们毕
业成为职业演员。”在她看来，上海观众既包

容又舍得文化消费，与“品质生活直播周”理
念不谋而合。

从排练厅转向戏服仓库，大家的眼睛更忙
不过来，这里分门别类收藏着生旦净末丑的京
剧服装。一进门，红色蟒袍吸引所有人注意，连
王珮瑜也是第一次来到京剧院的这个神秘宝
库。红色蟒袍的规范名称是大红万寿缎平金绣
四小龙蟒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穿着它主
演《曹操与杨修》。

陈一丁、小智诧异于戏服的华丽质地与精
美绣花，王珮瑜则是内行看门道，“行头是戏曲
表演的重要辅助手段， 不止于穿在身上好看，

它有规矩、有出处、有师承甚至有流派。过去梅
兰芳先生、马连良先生排演新戏，首先看服装
确定属性基调。武戏还是文戏，短打还是长靠，

都有规划。在服装设计中，他们已经融入自己
对这个戏的整体概念。”

敷粉、 勾唇、 贴发片……参观完戏服仓
库，下一个惊喜在化妆间，化妆师精心为演员
勾勒《凤还巢》程雪娥妆容。陈一丁说：“我现
在越来越发现中国古典美一脉相承， 传下来
的很多审美元素非常高级， 适合亚洲人的脸
和身形。我再做内容的时候，会把这次看到的
元素融合进去。”

探索舞台外全新空间
“京剧之所以能在漫长的岁月中历久弥

新，和其贴近观众、能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分
不开。在舞台上演，几百个人欣赏；在电视上
演，几十万观众欣赏；在游戏中植入，上千万年
轻用户可以尝试演绎京剧名段。” 上海京剧院

著名演员严庆谷说。

上京曾与腾讯游戏《天涯明月刀》合作
游戏春季京剧主题版本《曲韵芳华》。严庆谷
担任京剧版本艺术顾问，演员杨扬、吴响军、

方沐蓉为游戏献唱《红娘》《定军山》《穆桂英
挂帅》等经典唱段，更首次体验“动作捕捉”

和“表情捕捉”，将舞台上的身段神态都原汁
原味在游戏内还原。

近日腾讯手游《食物语》推出京剧主题
版本，与上海京剧院合作呈现全新食魂“霸
王别姬”。梅派青衣田慧与“霸王别姬”重现
双剑舞之姿。游戏中的服装元素多用鱼型纹
样，来贴合以鱼鳞甲著称的虞姬服装。《食物
语》还以《霸王别姬》情节延伸做精心设计。

京剧院提供一桌二椅、条案、服装展架、道具
衣箱、守旧纹样、地毯等数十种场景道具在
内的详细图样参考，让玩家大呼精致。

从线下到线上，正在探索舞台外全新空
间的沪上国有文艺院团，远不止上海京剧院。

5月 31日晚，上海木偶剧团亮相品质生活直
播周，与虚拟偶像“中国绊爱”互动连线。这是
剧团首次与二次元人物展开合作。 上海木偶
剧团团长何筱琼表示， 剧团希望通过合作打
通两方粉丝群体， 进一步扩大海派木偶辐射
人群，为剧团日后跨界尝试更多可能。

王珮瑜介绍，疫情期间推出的京剧脱口
秀《瑜你台上见》，计划制作多季，邀请更多
流派行当艺术家参与。目前，她已入驻 B站。

在这里，除了上海京剧院官方账号，还有她
的不少同事，“传播京剧， 必须到一个有人
的、年轻人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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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瑞哲
通 讯 员 孙庆华

从冠心病、脑中风到
大动脉血管瘤、 房颤，治
疗这类疾病的微创手术
成败及患者体内被介入
的舒适性，与一根根中空
纤维管关系密切。

太软，不能顺利通过
血管到达病变位置 ，强
度不够也容易导致手术
失败；太硬，患者舒适性
降低， 容易刺破血管内
壁造成手术事故。 作为
先进的纤维材料， 这种
微创伤介入医疗的中空
纤维管制备技术长期被
跨国公司封锁， 相关市
场也存在垄断， 国内临
床使用大量依赖进口，价
格十分昂贵。

为这类中空纤维管
的自主研制并实现产业
化，东华大学牵头《微创
伤介入医疗中空纤维管
制备与复合增强关键技
术及产业化》项目，日前
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
奖。

作为项目主持人，东
华大学材料学院教授余
木火早在十多年前就关
注到这一 “软硬两难”的
导管材料技术问题，一心
想要突破这条 “咽喉要
道”。 通过与上海微创医
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的中空纤维管技术中心
进行产学研合作，他带领
团队展开长期系统研究，

取得系列重要进展。

记者了解到，目前微
创介入医疗器械的全球市
场规模达 4000亿美元。在
这类医疗器械中， 中空纤
维管是关键部件， 包括单
腔、多层、多腔、球囊、编织
复合增强、Coil复合增强等，占器械材料成本的
60?80%，市场需求量大，但国产化率不高。临
床上，对这类导管的穿越性、跟踪性、扭控性和
耐压性要求都很高，因此制造技术难度极大。

余木火带领团队发挥学校在喷丝、 纺丝
方面的技术优势，系统研究喷丝组件、熔体流
动剪切膨胀拉伸等， 及其对中空纤维管的尺
寸精度、强韧性、生物相容性等影响规律，实
现了导管轴向和径向强度、韧性、刚性的同步
提高。

比如，球囊产品在冠脉介入治疗领域具有
非常重要的地位。通过吹胀球囊，可使血管内
壁斑块物质撕裂和破碎，使血流畅通；还可扩
张支架，将支架固定在血管内壁，并由此形成
血流可以通过的通道。团队研发的贝壳状多级
结构的中空纤维球囊， 增强了球囊的断裂韧
性，实现球囊薄壁厚度和高耐爆破压强度的性
能要求，提升了临床手术的安全性。

经过十几年不懈攻关， 这支团队研发攻
克了中空纤维管制造、尺寸精度、复合增强、

球囊强韧、嵌套焊接等关键技术，共研发 200

多个中空纤维管产品， 建立起 30 条生产线，

率先实现国产化， 累计生产 3000 多万件，支
撑微创集团及旗下公司微创介入医疗器械研
发与生产，并建立专门数据库，主要技术和产
品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目前，中空纤维管产品
逐步销售到国内其他公司，为我国高端医疗器
械跨越式发展、提升竞争力和科技进步做出重
要贡献。

文化广场重启，首演以公益票价出售

重回剧场，援鄂护士实现心愿
本报讯 （记者 吴桐）5月 29日、30日晚，上

汽·上海文化广场的两场重启后的首演， 是全新制
作的音乐剧集锦音乐会。5月 30日那晚， 演出迎来
一位特别的观众，她是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老年
科护士邹慧祯。疫情中，她奔赴武汉，在抗疫一线奋
战 55天。作为一位忠实的音乐剧粉丝，她曾在防护
服上写下心愿???“想看刘令飞版的《变身怪医》”。

应文化广场之邀而来的邹慧祯当天遇见更大的
惊喜： 她的偶像???音乐剧演员刘令飞抱着吉他现
身，对着她弹唱起《Stand by Me》，唱完还给了她一
个大大的拥抱。 刘令飞说：“在微博上看到她在防护
服上写下的愿望， 很感动。 为她唱这首《Stand by

Me》，是想告诉她，无论怎样我都在这里。”

上汽·上海文化广场总经理张洁透露， 两场演
出全都以80元的公益票价出售，总票房远远抵不上
制作和演出成本。越演越亏，为什么还要演？“这是
剧场的本能，如果能开，就一定要演。”张洁说，之所
以能开演，离不开上汽集团的支持。从4年前上汽集
团正式冠名上汽·上海文化广场以来， 剧场公益票
累计出售逾12万张，去年售出32105张，在总出票张
数的占比，从冠名前的5%提升至15%。

为了在疫情常态化防控时期更好地服务观众，

上汽·上海文化广场副总经理费元洪宣布，6月将开
启文化广场户外舞台，在主剧场之外探索多元演艺
空间，打造周末户外休闲音乐节的概念。从 6月 20

日起，双休日傍晚场和晚场，将举行音乐剧演员双
人音乐会、音乐剧版音乐会、戏剧体验和时尚跨界
活动。

以“水体”为主题，时间跨度迄今最长

上海双年展与您相约11月
本报讯 （记者 李君娜）昨日，上海当代艺

术博物馆发布消息， 第 13届上海双年展将以
“水体”为主题，于 2020年 11 月 10 日到 2021

年 6月 27日与观众相约。 这将是迄今为止时
间跨度最长，与上海城市历史、网络平台、国际
机构连接最广泛的一次双年展。

本届双年展由主策展人安德烈斯·雅克以
及三位策展组成员玛丽娜·奥特罗·韦尔齐耶、

露西娅·彼得罗尤斯蒂和由宓共同策划。 菲利
帕·拉莫斯担任研究与出版总监。保拉·比拉普
兰纳设计制作主题概念图。

谈及此次主题， 主策展人安德烈斯·雅克
表示：“从一次呼吸到一个生态系统的构成，我
们相互连接，相互依赖，相互牵动。面对全人类
共同经历的挑战，本届上海双年展将通过挖掘
多样的流通和交融形态，证明人与人的关联和
不可分隔。”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学术委员会轮值主
席费大为表示：“第 13届上海双年展在特殊的
疫情时期开展筹备工作。 面对千变万化的世
界，‘水体’不仅让自己变得更加柔软，并且力
图找到挑战传统展览方式的契机， 迂回前进，

到达以往的展览形式所不能到达的地方。更重
要的是，这次展览具有十足的实验性质：在不
断变化的全球形势面前，策展将不断探讨自我
变化的可能性。”

本届双年展的主题与上海独特的历史与
地理条件息息相关，也与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的历史相呼应，将为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提供一
个多样化的平台，搭建不同学科、情感与智能
相通的实践生态系统。

在跨度 8个月的时间里， 本次上海双年展
将打破传统“展览”形式，联合艺术家、研究者、

行动者、机构和社区，以交响乐的结构为观众打
造环环相扣、渐趋增强的三段式体验。最强音将
出现在 2021年春季的实体展览中。展览将以庆
典的形式拉开帷幕， 覆盖当代馆 1至 3楼以及
烟囱空间。 作为上海双年展的有机组成部分，

“城市项目”将更深入地发现和挖掘上海的历史
文脉，以黄浦江为线索串联起一座城市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

王珮瑜（右二）带着国风 UP主来到排练厅观看武生演员练功。    本报记者 蒋迪雯 摄

武汉全民核酸检测结果发布，无症状感染者检出率为0.303/万

上海专家就样本混合检测解疑释惑

■本报记者 俞陶然

武汉全民核酸检测结果昨天发布：从 5月
14日 0时至 6月 1日 24时， 武汉集中核酸检
测 9899828 人，没有发现确诊病例；检出无症
状感染者 300名，检出率为 0.303/万；追踪密切
接触者 1174名，其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上海市免疫学研究
所教授、 上海市免疫学会副理事长王颖表示，

这是一个可以让武汉市民和全国人民放心的
好消息，说明在武汉这个疫情高发区，新冠病
毒传播已得到非常有效的控制，为武汉全面复
工复产以及武汉市民前往全国各地提供了关
键的病原学依据。

增加分组人数，检测速度更快
耗时半个月，核酸检测覆盖近 1000万人，

武汉如何做到的？王颖解释说，样本混合检测
是检测提速的重要策略之一。这个方法适用于

对阳性率较低的人群进行筛查， 其基本思路
是：把人群分成多人一组，将每组被检者的鼻
咽拭子样本“混合编队”进行检测；发现阳性组
后，再对这些组中每个人分别检测，“揪”出阳
性感染者。

样本混合检测通常采用 6人、8人、12人、

24人一组的方案。“武汉全民检测采用 3?5人
样本混合检测。”从昨天发布的数据看，武汉市
民的阳性率极低，在实际操作中，第三方检测
机构可能会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不断调整和优
化分组方案，从而使检测速度越来越快。

确诊病例为 0，无症状感染者只有 300名，

这两个数据令人欣喜。在王颖看来，公布的武
汉全民检测结果提振了国人对疫情防控的信
心。这也意味着，全国各地居民可以在做好必
要防护的情况下， 该怎么工作就怎么工作，该
怎么消费就怎么消费。王颖笑道，“国内疫情防
控已进入常态化。”

无症状感染者携带“死病毒”

武汉全民核酸检测结果还显示， 已追踪
300名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 1174名，其
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曾令人“谈虎色变”的
无症状感染者，为何传染能力这么低？

王颖表示， 由于新冠肺炎是新发传染病，

科学家对它的认识在不断更新。从此次发布的
结果看， 无症状感染者的传染能力并不强，原
因之一可能是他们携带的病毒是“死病毒”。

中央赴湖北指导组专家组成员、中国工程
院院士张伯礼也持这个观点。他在“中医药在
新冠肺炎防治中的作用与传承创新发展”研讨
会上表示，在武汉有部分无症状感染者的核酸
检测长期呈阳性，令专家困惑。在对他们体内
病毒进行培养后，科研人员对这些病毒进行基
因测序。结果显示，一些患者体内的病毒是“死
病毒”，即病毒死亡之后，“尸体”碎片留在人体
内形成了基因片段。因此，很多无症状感染者
没有传染性。

此次武汉全民检测会不会有假阴性？王颖
认为，这是有可能的，但公众不必担心检测结
果的科学性。“核酸检测的准确性与取样过程、

人体的病毒载量等因素有关。这次检测结果是
宝贵的基础数据，今后，科研团队可以对部分
武汉市民进行二次检测，或在发现零星确诊病
例后，进行追溯研究。”这些建立在全员检测基
础上的跟踪和追溯性研究，将加深科学界对新
冠病毒的认识。

在全球范围内，如此大规模的核酸检测还
是第一次。不少专家认为，武汉全民检测在国
际疫情防控中具有示范价值。

直播间里预告光明冷饮将上市两款新品：优倍鲜奶和大白兔冰激凌

“国潮”新品让人回味“小时候的味道”

■本报记者 栾吟之

上海人从小吃到大的 “光明冷饮”6月初将推
两款新品???不加一滴水的“优倍鲜奶冰激凌”，以
及益民食品和冠生园联名推出的“大白兔冰激凌”。

作为“五五购物节·品质生活直播周”活动中“经典
之美”主题日的重头活动，昨天，美团点评在上海益
民食品一厂主推“光明，儿时的回忆”直播，企业负
责人透露的新品消息让众多网民“种了草”。人们对
于上海“国潮”老字号产品的喜爱再次被点燃。

供不应求的“甜蜜烦恼”

昨天上午，直播间被搬到奉贤区汇丰北路上
海益民食品一厂。记者和主播范嘉伟以及美团点
评工作人员一起探访光明冷饮生产基地。

生产基地一尘不染，配料间、原辅料验收间、

老化间和上千平方米的生产流水线，都与外界严
格隔离。冷饮混合料在巨型缸里“老化”，通过一
定时间的低温冷藏，让脂肪进一步乳化，蛋白质
和稳定剂的水化作用加强，口感更好；一根根网
红大白兔雪糕、一块块“光明中砖”和一盒盒“光
明三色杯”，正源源不断通过流水线，完成一道道
生产和检测流程。

公司电商部经理张子豪介绍，目前，市场上
共有超过 50个“光明冷饮”品种。以前，他们只在
超市等实体店出售产品，2019 年开始做电商业
务，在淘宝、京东、拼多多上开起网店。线上线下
两大渠道同时销售，光明冷饮供不应求。就拿“光
明中砖”来说，日产量可达 1.5万箱，按照每箱 24

块、每块售价 4元左右计算，相当于每天可生产
销售额 144万元左右的“光明中砖”。而夏季冷饮
销售旺季，1元钱的盐水棒冰，每天发货 10万箱。

卖得最好的是光明中砖、三色杯、赤豆棒冰和绿
豆棒冰， 还有今年刚上线的网红大白兔雪糕。张
子豪说，今年夏天，借着“直播带货”的势头，市场
需求肯定会远远超出产能，一星期生产的盐水棒
冰，一天就发完了。

大众点评的直播， 不到一小时就吸引 3.6万
人在线围观。尽管这场直播没有购买入口，但直
播过后，网店马上迎来销量高峰。张子豪说，他们
将面临供不应求的“甜蜜烦恼”。

国潮产品拥有“高品质”

上海益民食品一厂以生产“光明牌”冷饮、威
化巧克力、速冻八宝饭为主，前身是1913年成立的
美商海宁洋行。新中国成立后，企业更名并创建中
国自己的冷饮品牌“光明牌”。2018年12月，益民一
厂加入光明乳业大家庭， 投资近亿元对软硬件设
施进行升级，大大提升生产能力和品质。

对企业历史的介绍被穿插到直播中，引发网
友的怀旧情绪。 有人留言：“在上海人心目中，光
明始终代表着小时候的味道。” 实际上，“光明冷
饮”牢牢占据着“小时候的记忆”，离不开创新推
出的新产品，如流心八宝饭、莫斯利安冰激凌、大
白兔雪糕等产品，这是连接民众集体记忆与新国
潮产品的一座桥梁。

从今年开始，企业紧跟消费升级，对外拥抱新
零售，对内促进协同融合，推出全新“1+5”品牌战
略???“光明牌”主打经典与怀旧、“熊小白”主打
趣玩与休闲、“莫斯利安”主打原味与健康、“优倍”

主打新鲜与纯净、“大白兔”主打网红与经典、Bulla

主打甄选与纯真。在收购益民食品一厂之后，光明
乳业再次携手冠生园推出第一款“官方出品、血统
纯正 ”的大白兔雪糕。如今，比大白兔雪糕品质升
级的大白兔冰激凌，经过半年研发也将面市。

对于“国潮”，企业有独到理解。企业负责人认
为， 其最大优势来自民众口碑， 在追求变化的同
时，注重保持原有品质，让国潮产品拥有“高品质”。

“光明冷饮”也在跨界，今年通过和一些网红饭店
合作，把“光明冷饮”系列产品带进线下餐饮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