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徐瑞哲 许沁

■本报记者 张熠

由上海体育人自编自导自演，全国首个以抗疫为主题的原创武术舞台剧上演

《止戈战疫》，新颖“武剧”致敬逆行者
■本报记者 陈华

“激动，更感动！”昨天，看完由上海体育人
自编自导自演、 全国首个以抗疫为主题的原创
武术舞台剧《止戈战疫》，舞蹈艺术家黄豆豆大
呼“耳目一新”，“传统武术和抗击疫情、红色教
育有机融合，既展现武术运动精髓，又凸显最美
逆行者的抗疫精神，表现形式非常新颖。”

刻画逆行者抗疫群像
《止戈战疫》 以武汉按下暂停键为序幕，通

过 8幕剧情， 生动演绎 5 位武术少年长大后分
别以医生、军人、警察、志愿者和快递小哥等不
同身份奔赴一线， 共同战斗并战胜疫情的感人
故事。

作为武术舞台剧，着重运用武术独有的身体
语言，以武术各路拳法、武术器械的技术动作为
载体，将武术的专业技能与舞台艺术的表现形式
深度融合。同时，融入文学、戏剧、音乐、多媒体等
多种元素，生动刻画来自各行各业逆行者们的抗
疫群像，重温举国抗疫的群体记忆。

上海体育人希望用这台国内首创的“武剧”，

呈现最美逆行者的勇者无畏、感人至深的奉献精
神。“我们最想表达的，就是对抗疫一线的逆行者
致敬。”执行导演郑思文说。

《止戈战疫》是上海武术人的一次汇报演出。

这些武术人都是“友情客串”的业余选手。执行导
演郑思文原来是上海武术队的运动员，退役前是
亚洲武道运动会对练项目冠军；总导演陆松廷是
上海中医药大学的一名体育老师，担任学校武术
队的主教练；其余演职人员也都是清一色武术专
业人士客串。

“我们不是专业剧团，我也是第一次组织近
一个小时的武术舞台剧，这是一次创新。”总导
演陆松廷更愿意回归武术本身，“舞台剧需要故
事、走位、矛盾冲突等，一开始我们都是欠缺的，

创作面临很多问题。 武术舞台剧是摸着石头过
河， 编导甚至为了业务而争吵。 后来我们认识
到：肢体语言是共通的，就用我们武术运动的方
式， 通过拟人化病毒来创造抗疫工作者的对立
面，形成矛盾关系后，很多素材都可以通过武术
动作来表现。”

告诉更多人武术的价值
上海武术院（上海市健身气

功管理中心）作为《止戈战疫》

舞台剧的“主力”，承担了策划、

联络、执行、演职人员等大量工
作，两名党员武术教练王鹏程、

裴小奇带头参加演出， 老运动
员刘续亮、 刘金元带伤坚持排
练和演出， 参与演出的武术运
动员庄冠松在排练期间遭遇家
人变故， 但他在处理完相关事
务后，回归排练。

演职人员中还有刚退役的
武术冠军、上海体育学院研究生
朱宏燕，上海师范大学教师金晓
燕， 上海市戒毒局青东强制隔离戒毒所的熊绍
俊，以及周赟、张志杰、贺风雷、高伟浩等基层体
校武术教练……

陆松廷告诉记者， 武术是体育但高于体育，

希望这台武术舞台剧， 能从竞技场之外的渠道，

告诉更多人武术运动的价值。

疫情之下，市体育局先后组建 4批 140人次
党员干部突击队支援防疫一线， 协同崇明区、杨
浦区守好平安大门。一台《止戈战疫》武术舞台
剧，也是上海体育人凝心聚力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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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兽”又要回家了！上海
小学、初中、高中分别于 7月 1

日、7月 8日和 7月 15日起放
暑假。经过了复学返校前的居
家陪伴与在线学习，家长如何
与孩子相处过好这个暑假？社
会学家胡申生、市德育特级教
师王萍、 全国优秀教师李岩、

普陀区教育学院德育室德研
员叶斓斓等为家长释疑解惑。

游戏只玩半小时
有家长问：小朋友自律性

不是很好，有什么办法能让孩
子自己养成玩游戏半个小时
就结束的习惯？

王萍认为，孩子喜欢游戏
是有原因的———因为游戏可以
给孩子带来更多的反馈和刺
激，在游戏里可以得到成就感。

“如果家长很少陪伴孩子，孩子
就会需要更多的交往。 很多游
戏是打‘团战’的，这就满足了
孩子缺失的社会交往。”还有一
点最重要， 就是家长的示范作
用。如果家长平时一直看手机，

就会导致和孩子的交流时间缺
失， 让孩子产生行为模仿，“如
果这时候家长要求孩子控制使
用手机，对不起，因为您没有示
范到，所以孩子也做不到。”

培养孩子有效阅读
有家长问：孩子喜欢把自

己关在卫生间，很长时间都不
出来。是否可以采用强制手段
来应对孩子的“不良习惯”？

“每个孩子都会有一场和
父母的战争。”王萍认为，因为
孩子借此找到了独立。如果在
这场战争中，父母赢了，那不
是一件好事， 而是一个悲剧，

“因为父母仅仅是赢了孩子，

而没有赢得孩子，将输了孩子
未来的发展。”

她认为好习惯的养成应当
首要关注孩子注意力的养成。

人的大脑就像发动机一样，只
有经过一段时间的热车， 车速
才会越来越高。学习也是如此，注意力越高的孩子，

思维水平就越活跃。如果注意力不集中，孩子就像刚
刚发动又停下的车，无法达到高效思维。

一些家长困惑：常说“假日阅读”“家庭阅读”，

如何培养孩子有效阅读的习惯？

“很多孩子的问题，其实是家长的问题。”李岩
认为，如果要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就应该让阅读
成为一件快乐的事。 父母可以和孩子共读一本书，

在阅读的过程中引导孩子， 有感触地和孩子交流。

她说，可以把阅读过程作为游戏一样进行，比如“探
秘”———激发孩子的兴趣，用不同的活动来刺激他，

而不是光拿着一本书去读。

要接受孩子的反向教育
在家长对孩子习惯养成的示范性方面，专家持

一致意见。胡申生认为，在培养孩子好习惯的过程
中，家长一定要以身作则，起表率作用。除此之外，

要注意孩子兴趣的培养， 兴趣是养成好习惯的阶
梯，“当孩子有了兴趣，就会慢慢培养出孩子自主学
习的好习惯。”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培养好习惯还是一个社会
化程度高低的问题，每个人都要提高自己的社会化
程度。胡申生表示，“家长在培养孩子习惯的时候要
学会接受反向社会化，要接受孩子对你的教育。”家
长一方面要有权威，严厉教育子女；另一方面，要和
孩子成为朋友，要学会接受孩子的反向教育———这
样有助于家长和孩子和睦相处，互相养成好习惯。

不愿谈期末成绩怎么办
有的家长困惑：“考试成绩出来了，孩子根本不

愿意和我谈这个话题，该怎么办？”叶斓斓说，孩子
不愿意谈，说明他对成绩不够满意，家长不要批评
指责，可以在孩子有沟通意愿的时候，询问孩子需
要哪些支持和帮助。 如果成绩确实和预期差距很
大，家长要将关注重点从孩子的学业成绩转移至孩
子的身心健康， 让孩子感受到家长的关心与重视，

带着孩子通过运动、娱乐等方式舒缓压力。

孩子在家做事拖拉、做作业效率低，家长该怎
么办？叶斓斓建议，家长和孩子共同商议罗列出需
要完成的任务， 征询孩子的建议确定先后次序。当
孩子完成任务时要及时鼓励；如果发现孩子确实是
在浪费时间， 索性和孩子一起做一点简单家务、做
一做运动，调节 5至 10分钟后再回归作业任务，有
助于情绪的调节和效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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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K 分辨率意味着什
么？它显示的画质像素是
4K 分辨率的 4 倍， 更是
现在主流 1080P 分辨率
的 16倍。如今，这项新技
术被运用于 “上海出品”

电视剧的拍摄中。 近日，

由尚世影业主投主制的
电视剧 《两个人的上海》

在沪杀青。这是国内首部
“8K 全流程” 制作电视
剧，即拍摄期、制作前/后
期、合成期，乃至成片输
出， 均使用 8K设备和渲
染工厂支持的后期平台
来完成。这在国内电视剧
领域尚属首次。

后期渲染大幅提速
超高清， 是 8K 技术

带来的直接视觉体验，其
画面可以达到 IMAX电影
银幕的放映效果。

实际上，随着技术及
设备进步，8K 在拍摄上
并不困难，最难的是后期
渲染。“去年下半年以来，

国家 5G战略和科创能力
提高，使得后期渲染的速
度、效率大幅提升。”总制
片人崔轶举例，前几天剪
辑了 3分钟的片花，渲染
只用了 10 个小时； 放在
去年， 可能要渲染近 24

小时。

此前， 东京奥运会曾表示将首度实现
8K视频转播。 就在上海梅赛德斯奔驰文化
中心内，由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打
造的全国首家 8K 影像实验室去年也已开
放。 而且， 尽管目前市面上 8K电视尚未普
及，但几乎每个电视品牌都推出了 8K展品，

厂商的 8K 电视价格也大幅降低。“比如日
本，8K已经向民用级推广，国内市场也跟得
很紧。 我们希望借此机会完善 8K影视制作
的工业化流程，为国内电视剧创作的技术升
级换代提供实践经验。”崔轶展望，“未来，8K

电视的普及、8K 频道的开播都需要大量片
源储备。而 8K电视剧在版权售卖层面，也有
很大的增值潜力。”

第三个主角是上海
“《两个人的上海》 其实有三个主角。第

三个主角就是上海。”尚世影业总经理、出品
人鱼洁形容。

电视剧《两个人的上海》改编自周艺飞
同名小说，讲述返沪知青子女李文嘉和在沪
求职的东北青年许东阳 2003年因“非典”结
识，相聚又离散，在 2020年的“新冠”抗疫中
再度相遇的故事。17年间， 两人命运起伏波
折，也见证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发展变迁。

在松江的摄影棚里，剧组还原了一条上
海弄堂。大到老公房走廊、阁楼亭子间，小到
闹钟、床单、缝纫机，都非常真实。而主演王
珞丹的发型， 在 17年间出现了 9种不同造
型。导演梦继告诉记者，他想在剧中创造上
海“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这是所有生活在
上海的普通人的“平凡幸福”。

剧中作为背景的事件， 全都在现实中
有新闻可循。如抗击非典、台风“麦莎”、上
海世博会、 长三角一体化、 抗击新冠疫情
等，都被嵌入到叙事中。值得一提的是，受
疫情影响，《两个人的上海》曾停机两个月，

这段时间， 剧组除了加强置景、 打磨细节
外，又再度改编剧本，将原著背景做了近十
年跨度的延伸。

“上海海纳百川， 能容纳各地的人到这
儿来创业，这是上海的根本，它现在还是这
样。”梦继说，戏里戏外，上海的城市精神一
以贯之。鱼洁说，“上海出品”并非只贴一个
上海的厂牌，“上海出品要做一个真正属于
上海的故事，扎在生活当中，有上海的质感、

生活的质感，让上海人、非上海人都能共情
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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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子牙》《哪吒重生》等电影扎堆封神题材，大众对建“封神宇宙”兴趣高涨

一两部封神电影好看，能算“宇宙”吗
■本报记者 钟菡 张熠

日前，入选“动画奥斯卡”法国昂西国际
动画电影节的动画电影《哪吒重生》发布了
预告， 并宣告定档 2020 年。《封神演义》一
直是影视领域的热门题材，在《哪吒之魔童
降世》拿下 50 亿元票房之后，大众对“封神
宇宙”的呼声日渐高涨。今年封神题材电影
扎堆出现，仅从院线来看，就有《姜子牙》

《哪吒重生》《封神三部曲》等电影宣告要与
观众见面。“封神宇宙”能成为中国的“漫威
宇宙”吗？

打“还原”牌的作品寥寥无几
近年来，《封神演义》有接棒《西游记》，

成为中国最热传统神话 IP之势。 在豆瓣搜
索以“封神”为题的影视作品就有五六十部，

包括电影、网络电影、电视剧、动画多个门
类。姜子牙、哪吒、杨戬等出自《封神演义》的
神话人物也有多部个人主题影视作品。

影视改编虽多，真正打“还原”牌的却寥
寥无几，尤其是近年来的作品，纷纷在颠覆、

解构经典上花样百出， 出现了不少烂片、雷
片。比如由许安导演，李连杰、范冰冰主演的
《封神传奇》，豆瓣评分仅 2.6，西方式的故事
内核和原著八竿子打不着。去年播出的新版
《封神演义》电视剧让杨戬升级为男主角，和
妲己谈起恋爱。在封神改编电影中，口碑最

高的莫过于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但烟熏
妆的哪吒，以及和敖丙“化敌为友”等颠覆式设
定，同样只是借封神的壳重新创作了一个故事。

翻拍《封神演义》为何多“颠覆”？其实，原著
小说本就难以和四大名著相提并论，鲁迅在《中
国小说史略》中形容它“似志在于演史，而侈谈
神怪， 什九虚造， 实不过假商周之争， 自写幻
想”。《封神演义》小说的优点在于宏大的世界观
架构和神魔斗法的奇幻想象， 但对涉及的历史
人物、历史事件，包括一些服饰、场景描写上并
不考究和还原。对影视改编而言，原本可发挥的
空间就大，一些市场跟风者更是在“侈谈神怪”

“自写幻想”上走得过远。从另一层面来说，《封
神演义》原著不如《西游记》等四大名著那么耳
熟能详，大众对改编的宽容度较高。能否讲好一
个故事，并且引起时代共鸣才是最重要的。同样
是“颠覆”，《哪吒之魔童降世》就成功闯出一条
路，“我命由我不由天”式的解读，赋予了神话新
的精神内涵。

西游题材泛滥封神更好开发
《哪吒之魔童降世》后，“封神”影视化持续走

热，勾起不少观众对建立“封神宇宙”的兴趣。所
谓“封神宇宙”，对标的是好莱坞的“漫威宇宙”。

在影评人韩浩月看来，前几年，《画皮》、周星驰的
《西游降魔篇》等一系列电影的成功，带热了神魔
题材，“场子热了，跟风的人就多。封神题材扎堆，

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跟风行为。要想真正营造一

个完善的‘封神宇宙’，还需要像漫威一般，有
一系列保持较高水准的影视作品。”

“很多电影人想复制漫威的伟业，塑造一
个庞大的宇宙，至少十年甚至更久时间里都可
以吃这个超级 IP 的红利。” 影评人申冰博介
绍，本来《九州》是不少从业者想开发的一个方
向，但由于几部电视剧和一部电影的市场表现
并不好，使得“九州宇宙”想法落空。随着近几
年西游题材电影卖座，让业内看到了传统神话
IP的魅力以及动画市场的潜力。“这么多电影
选择封神背景其实是必然的，在西游题材已经
泛滥的情况下，封神相对安全，而且神仙多，更
好开发。”

构建一个电影系列，考验电影工业的精细
程度。演员的演技、工业化流程、技术特效手段，

缺一不可。“真正要做到‘封神宇宙’，要有一个
大的框架，依靠优秀的剧本、优秀电影人及优秀
的制作。但目前来看，封神系列显然还没有突破
圈层，只是被一批爱好者所关注，尚未成为一个
公共文化产品。”韩浩月认为，假若只有一两部
水准过关的电影，显然算不上“宇宙”。

《封神三部曲》对标“指环王”

用时下的话说，《封神演义》 是一个公版
IP，谁都可以拍摄、制作。这也令人担忧，没有
统一的制作标准与故事设定，“封神宇宙”能否
维系其完整性。《姜子牙》《哪吒重生》或是乌尔
善《封神三部曲》，谁先开启“封神宇宙”？这些

“封神宇宙”未来会否形成竞争？

“肯定会有竞争，各家都希望自己的宇宙
占主导，比如哪吒的竞争已经开始了。后面二
郎神、雷震子等也许都会陆续出现。”申冰博认
为，神话系大 IP最有可能的还是从动画突围。

“我比较看好《姜子牙》。动画的好处是可以充
分发挥主创的想法，而且观众对动画电影的第
一标准是画面，只要技术达到了，好感就有了，

而技术其实是相对容易实现的。 至于真人电
影，观众早就对特效麻木了，眼睛都死死盯着
剧情和人物，这些恰恰是最难的。”

在今明两年所有待播影视剧中，韩浩月最
期待乌尔善的《封神三部曲》。据片方介绍，导
演及团队花了 5 年时间打磨剧本，融合了《封
神演义》和南宋话本《武王伐纣平话》的内容，

目标是成为中国版 “指环王”， 为此不仅请来
“指环王” 制片人巴里·奥斯本担任影片顾问，

而且由黄渤饰姜子牙、费翔饰殷寿、李雪健饰
姬昌、夏雨饰申公豹的演员阵容也堪称豪华。

“《封神三部曲》出来后，在封神题材上，或
许能起到一个分水岭的作用。现在大家都是观
望的心态， 如果它成功了， 将带来很大的影
响。”韩浩月说，“封神”题材动画片的成功已有
先例，但论走出国门，真人电影还是占主流。申
冰博也认为，“封神宇宙”的成败，关键仍要看
乌尔善的三部曲。“投资最大，阵容最强，如果
成了，无疑是标杆。如果败了，对整个封神影视
市场都是当头一棒。”

2020年高考今开考
近几年上海考生均在 5万人左右
本报讯 （记者 彭德倩）2020年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

统一文化考试，今日开考。

今年高考，教育部公布的信息显示，全国报名人数为 1071

万人。近几年数据显示，上海高考考生人数均在 5万人左右。在
抗击疫情的大背景下，今年高考与往年有些不同。考生在参加
首场考试时，须携带《考生考试安全承诺书》进入考点，并在进
入考场时主动交予监考老师。 考前 14天内有境外或非低风险
地区活动轨迹的考生须携带核酸、抗体双检测合格报告，方可
进入考点参加考试。

据教育部有关负责人透露， 今年高考在命题方面， 将以
“稳”字当头，保持试卷结构、题型题量，以及考试难度的相对稳
定。今年高考综合改革首考落地的四个省市，试卷也将在各省
市前期统一组织的适应性测试基础上保持相对稳定。

剧中一对医护情侣奔赴抗疫一线。 本报记者 海沙尔 摄

警方在复兴高级中学考点门口及道路两端设置“禁止鸣号”牌。 均 本报记者 蒋迪雯 摄

考场门口摆放防疫消毒用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