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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诸葛漪 吴桐

“我们渴望舞台灯亮的那一刻，

更希望疫后第一场演出献给医护人
员。”5月 30日，上海芭蕾舞团团长
辛丽丽实现了她的愿望， 舞团在上
海国际舞蹈中心演绎原创现代芭蕾
专场《起点Ⅲ———时间对岸》，近百
位来自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走进剧
场。紧随其后，上海歌舞团 6月 2日
登台演出舞剧《朱鹮》，观众包括钟
鸣、刘凯等奋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

经典剧目率先回归
疫情中，上海文艺院团停演不

停练。 上海芭蕾舞团戴着口罩跳芭
蕾的照片登上微博热搜， 上海歌舞
团一场业务考核直播， 引来 240万
网友围观。随着剧场逐步复苏，上海
芭蕾舞团成了“抢手货”，演出邀约
纷至沓来。6月 18日、19日，上芭将
在上海大剧院演出 《天鹅湖》，6月
26日、27日转场上汽·上海文化广
场，演出原创舞剧《马可波罗———最
后的使命》。7 月，上芭《天鹅湖》计
划登上国家大剧院舞台。辛丽丽说：

“苦练这么久，我们有信心以最好的
状态出现在观众面前。”

重返舞台， 上海京剧院准备好
了。他们早在3月就恢复全院集体练
功， 端午佳节将在周信芳戏剧空间
推出老戏《白蛇传》，三省一市五大
剧种在杭州剧院联合演出的 《雷峰
塔》也在积极准备中。7月起，京剧院
将迎来大戏回归，《智取威虎山》《春
秋二胥》 等口碑作品陆续登陆人民
大舞台， 弥补戏迷春节演出被取消
的遗憾。 上海沪剧院也准备好了。6

月12日下午， 青年演员领衔的传统
沪剧《庵堂相会》在金光路199号的
快乐家园慧音剧场上演， 打响沪剧
院回归剧场第一炮。 一系列的经典
传统剧目 《庵堂相会》《陆雅臣卖娘
子》《金绣娘》等将率先回归舞台。

原创新作细心打磨
除了经典剧目，上海文艺院团

还在疫情中克服困难、 沉下心来搞
创作，拿出一系列亮眼的原创新作。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创排疫情主题话剧《热干面之味》，演员张瑞涵和李黎
饰演一对即将离婚的夫妻，因疫情武汉封城，隔离14天
重新开始一起生活。上个月，《热干面之味》在B站直播
间与观众见面，吸引16.5万观众在线观看。不落俗套的
剧情，令人意外的反转情节，三位演员生活化的演绎，

引起观众共鸣。剧中音乐设计十分用心，来自武汉音乐
人冯翔的民谣《汉阳门花园》在疫情期间温暖过无数人
心。6月12日—14日《热干面之味》将登陆上海话剧艺术
中心戏剧沙龙，这是上话剧场开放后第一台演出。导演
何念希望《热干面之味》呈现出温暖底色。

上海歌剧院原创歌剧《晨钟》在疫情中修改完文
本和音乐，目前在排练厅细心打磨，计划 7 月 1 日上
演，明年以更成熟、更具感染力的呈现，向中国共产党
建党一百周年献礼。导演熊源伟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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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让我们呈现出一部更好的作品。

这一次，我们要把‘晨钟’敲得更响。”

同样是献礼建党一百周年的作品， 上海爱乐乐团
驻团作曲家龚天鹏在疫情中完成交响组曲《百年颂》。这
是一位“90后”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的回望，他希望
这部作品传递的情感能跨越时代，引发当代人共鸣。《百
年颂》将在修改打磨后明年首演。疫情中，龚天鹏还着手
创作《忆·二零二零》，这部作品的主题是中国乃至全世
界对疫情的抗击。 龚天鹏说：“文艺工作者应当抒写时
代，用发自内心的创作给观众带去哪怕丝毫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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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A将于6月20日复赛
上海男篮成4支双外援球队之一

本报讯 （记者 姚勤毅）中国篮协昨天宣布，本赛季
CBA将于6月20日复赛，复赛第一阶段的分组形势和外援
使用政策确定。复赛第一阶段，20支球队将以空场赛会制
方式，分别在山东青岛和广东东莞两个赛区展开较量。目
前，北京、北控、同曦、上海4支球队可使用双外援，广东、

江苏、福建为单外援阵容，其余球队暂为全华班阵容。

2019—2020 赛季 CBA 联赛在春节前已进行 30 轮
常规赛。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联赛在今年 1月 24日
宣布推迟原定于 2月 1日开始的后续比赛。CBA联赛复
赛将采取赛会制空场比赛的方式进行， 第一阶段 20支
球队将分成两组，分别在青岛和东莞参赛，所进行比赛
均为 2019—2020 赛季 CBA 联赛竞赛日程表中常规赛
第三十一轮至第四十六轮中所包含场次以及补赛。

采用智能管理系统成为“共享球场”

徐家汇公园篮球场加了道“旋转门”
■本报记者 姚勤毅

伴随沪上篮球爱好者 16 年的徐家汇公
园篮球场最近变样了，6 月 1 日起成为沪上
“共享球场”一员。改变最明显的是多了一扇
“旋转门”。

“没去徐家汇打过球，那还叫打过篮球?”

上海喜欢打篮球的年轻人圈子里流行过这句
话。他们嘴里的“徐家汇”, 指的就是“徐家汇公
园篮球场”。 这片免费的公共篮球场汇聚了全

上海最多的民间篮球高手。平时下班后及周
末，这里人头攒动，大家自发组队打比赛。

这么多年来，徐家汇公园篮球场第一次
“换门”。要进这扇门，必须触动一个“机关”，

它链接着“九回共享运动场”小程序，第一次
使用的市民，要注册、扫码方可入场免费打
球。 虽然短短几十秒就可完成整个过程，注
册之后，进场也只需一抬手、一推门，但还是
有人问，既然球场免费开放，为啥要设置这
扇门？

事实上， 这扇门是一整套智能管理系统
的一部分。 这套系统为打球的市民带来三大
福利：

一是便捷。徐家汇篮球公园通过智能化
管理系统，实现线上线下管理联动，其中包
含实时场地信息。目前开不开门、有没有爆
满、球友在不在里面……点开手机，一目了
然。徐家汇公园篮球场还举行大量草根篮球
赛事，通过智能管理，赛事活动发布、报名
等，可以方便地链接给每一位篮球爱好者。

二是安全。球场配备智能远程监控，管理
人员通过远程移动视频随时了解场内情况。由
于采用实名认证且留有影像，若运动者的行为
失当，会被拖进黑名单，以后再也无法进入场
地。球场还为球友们统一购买公共责任保险。

三是数据。 智能化球场可以提供清晰准
确的运动数据支持，包含运动服务人次、用户
运动时长、分时段入场人次比例、活跃用户年
龄分布等。对篮球爱好者来说，看到自己的运
动数据及排行榜名次，成就感十足。对体育管
理部门来说， 将更加直观地了解老百姓的运
动习惯、运动需求，以便更精准、到位地提供
服务。

徐家汇公园篮球场开放时间为每周一至
周日 7:00—11:00、13:00—21:00。对不用手机的
人群，如老人和儿童，可以通过专门定制的运
动手环进入球场。

“希望大家能重新回到剧场里，不赚钱也要演”
上海演出市场逐渐复苏，眼下正是发掘好的演出资源、推广中国原创好时机

■本报记者 诸葛漪 施晨露 吴桐

前晚，停演 4个多月的《不眠之夜》复演，

按 30%上座率要求限流， 观众只有 100 多
位。出品方代表、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总裁马晨
骋说，以往《不眠之夜》出票率均超 95%，演
员身边围满观众， 这次在一万平方米的演出
空间里，观众可以尽情跟着演员奔跑。

眼下，沪上剧场纷纷重启，好消息接踵
而至。去年看了近 60场戏的白领程丽佳说：

“做梦都想进剧场，一定要第一时间回来！”5

月 29日上汽·上海文化广场疫后首演，开票
3分钟就宣告售罄。6月 2日，上海交响乐团
音乐厅两场演出开票， 一场 9分钟售罄，另
一场也在当晚售罄。同一天，东方艺术中心
此前宣布延期的上海昆剧团 《临川四梦》重
新开票，不少坚持不退票的观众感叹：终于
等到这一天！

上座率30%，服务要100%

根据防疫要求， 上汽·上海文化广场
1949个座位，开放 30%只有 585个。总经理
张洁算了笔账，5月 29日、30日两场演出总
票房远远抵不上制作和演出成本。为什么还
要演？“这是剧场的本能，如果能开，就一定
要演，我们希望为恢复市场信心做出努力。”

位于美罗城的上剧场 6月 2日复演，相
声剧《千禧夜，我们说相声》将演至 14 日。

30%上座率，观众不足 200 人，但笑声异常
热烈。上剧场接下来将用一系列喜剧开启全
新演出季， 包括改编自意大利即兴喜剧的
《一夫二主》以及原创剧目《隐藏的宝藏》。

上剧场艺术总监赖声川认为不赚钱也
要演，“希望大家能够重新回到剧场里来，一
起重启信心，希望上座率尽快从 30%提高到
50%、70%、100%，尽快恢复正常。”上座率一
旦恢复 100%，剧场将会非常忙。上剧场将努
力调整档期，保障今年下半年剧目计划如期
进行。 届时有望迎来众多明星主演的作品：

胡歌、谭卓主演《如梦之梦》，黄磊、何炅主演
经典版 《暗恋桃花源》， 何炅主演 《水中之
书》，倪妮主演《幺幺洞捌》，郝蕾、张杰主演
《曾经如是》等。

30%上座率对所有剧场都是考验。 为减
轻损失，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 6月 2日宣布，

原计划在 400座演艺厅的两场演出， 将换到
有 1203个座位的主厅举行， 这样就能开放
361个座位。疫情中还试水“直播带货”，有 T

恤衫、马克杯、帆布包等，上海交响乐团团长
周平称它们为“有灵魂的好物”，“疫情加速我
们对文创产品的布局。未来会开发更多有趣、

实用的文创产品，拓展品牌价值。”

对演出商关于上座率的顾虑，东方艺术
中心也主动策划、 引导部分小厅项目置换
到大厅，场租优惠政策也在探索中。同时，

积极开发非演出类项目。“暖市阶段的损失
尽量扛下来， 希望给更多演出商和观众信
心。无论是 30%还是 50%的上座率，我们的
服务体系要拿出 100%的热情与认真，才有
可能迎接未来 100%的上座率。”东艺总经理
雷雯说。

防疫下探索多元演艺空间
有了复演的决心，如何吸引观众重回剧

场？安全，是各大剧场的首要考量。

《不眠之夜》复演前，出台了一系列工作
规范及应急预案。演出场地麦金侬酒店每天
三次消毒清洁，尤其注重演出前和演出后的
全面消毒；所有场次实行实名制，要求佩戴
口罩并做好信息登记及分流入场措施；场馆
还为观众提供一次性手机袋及手套，增设医
务志愿者及口罩、手套丢弃点。为避免人员
密集接触，暂时取消所有一对一互动环节。

在去年京剧名家张火丁演出时，上海大
剧院首度启用人员进出管理系统，这也是演
出行业首度将该系统用作观演人员的信息

核验。此次复演，大剧院多次召集有关人员
商讨， 与政府有关部门沟通后进行技术升
级。在该系统上可实现“随申码”状态显示、

身份识别、体温测量等无接触式一体化监测
和记录。系统经多番调试，将在复演后的首
台演出《天鹅湖》上演期间试运行，可为防疫
期间人员行动轨迹的追溯提供有效参考。大
剧院也将和参演单位和个人签订健康承诺
书，提前做好演职人员健康监测。

为在主剧场之外探索多元演艺空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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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利用绿地资
源，打造周末户外休闲音乐节概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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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元洪说：“疫情之
下， 缓解公众对于聚集性密闭空间的顾虑，

户外舞台或将成为中间缓冲带。”

《临川四梦》在沪完整呈现
费元洪说，疫情某种程度上加速了本土

制作和中国原创的进程。“法国、德国、俄罗
斯以及我们的近邻日本和韩国，都不依赖引
进大戏，观众喜欢看自己国家的演员演自己
的戏， 也有不少充满独特文化风格的音乐
剧。我相信，通过努力，我们的本土制作和原
创作品也能赢得观众。把内功练好，才对得
起支持我们的观众。”

疫后重启，本土演艺资源成了支撑沪上
剧场“复兴”的重要力量。6月 18日至 21日，

《临川四梦》 将在东方艺术中心连演四晚。

“什么叫‘惨烈’？四场出票已达七八成的演
出停演退票。什么叫重磅重启？四台昆曲经
典首次在上海完整呈现。” 雷雯感慨，“感谢
上昆与我们携手，拿出最好的项目让演艺市
场暖起来。”

在上海昆剧团《临川四梦》之后，上海沪剧
院《一号机密》《雷雨》、张军“水磨新调新昆曲
演唱会”、 史依弘担纲的新编京剧 《新龙门客
栈》等原定在“东方名家名剧月”呈现的优秀舞
台作品将陆续回归东方艺术中心舞台。“相较
名家名剧月的集中呈现， 如今节目变得分散
了。但新的档期有新的优势，每台戏获得的宣
传资源、观众关注度可能会更高。”东艺节目总
监刘爱华说。

“疫情中，我们常说‘危中有机’，现在，眼
光应该更多地放在‘机遇’上。”雷雯打了个比
方，“一个人原来有两条腿， 其中一条没法用
了，是不是能开发新的手？运营多年，东艺的档
期一直很满，涉外演出暂时遭遇阻碍，从另一
个角度来说， 是推广中国原创项目的好时机，

关键看能不能发掘好的演出资源。无论是接触
新项目、新门类，加强线上运营还是介入制作
体系，都有更大的想象和实践空间。”

有
戏

5月29日，上汽·上海文化广场疫后首演。 郑天然 摄

上汽·上海文化广场工作人员对剧场进行消毒，迎接观众回归。 徐俊 摄

昆曲武旦戏《虹桥赠珠》的青年演员加紧排练。 上海京剧院武生演员积极训练迎接复演。 均 本报记者 蒋迪雯 摄

上海昆剧团《临川四梦》剧照。 东艺供图 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海报。 上剧场相声剧《千禧夜，我们说相声》海报。

京剧武生训练昆曲武旦排练

剧场静待观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