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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诸葛漪

拿到《山海情深》剧本，

方亚芬特别喜欢龙阿婆和疯
女人的角色，因为很有戏，但
最终， 她饰演的是苗家媳妇
应花一角，“在排练场不断地
调整， 希望自己演一个角色
就立一个。”

演一个立一个，是上海
越剧院最新原创大戏 《山海
情深》剧组的共同心愿。作为
市“建党百年”“全面小康”主
题首批重点文艺创作项目入
选剧目，《山海情深》 正在紧
张排练， 本周末将亮相美琪
大戏院，参加“艺起前行”优
秀新创舞台作品上海展演。

讲述沪黔扶贫故事
《山海情深》讲述上海与

贵州之间的扶贫故事。 上海
服装设计师、 志愿者蒋蔚希
望重建苗寨竹编合作社，她
与竹编社社长应花共商振兴
竹编发展规划， 其间经历与
主管产业的副县长、 蒋蔚父
亲蒋大海，竹编高手、应花的
婆婆龙阿婆的种种误解，最
后冰释前嫌。 上海国际艺术
节上，苗女们穿着蒋蔚设计、

自己编制的竹编服饰款款而
来，龙凤、天安门、古城墙等
造型， 满溢着中华风韵与浓
浓的山海情深。

“男人们外出打工，应花
想重建竹编社， 她身上有一
种独当一面的劲。 应花外柔

内刚，有很多肢体动作，我想给她一种力量感。”

方亚芬说，除了把角色演出新意，她还在剧中跳
苗族舞，“周边都是比我小十几岁的演员， 我不
能让观众有违和感，得努力跳出苗族舞特色。”

饰演蒋蔚的樊婷婷演惯了古装戏，初遇现
代戏，身体不自觉会“端”起来。导演杨小青经
常提醒她要放松，找到生活的感觉。樊婷婷也
感谢同事们不断监督她，“姐妹们会‘盯’着我
说，婷婷，你今天状态是对的，要蹦蹦跳跳像男
孩一样。钱惠丽老师还指点我加入小生演员的
感觉和身段。”剧中，蒋蔚起初不理解父亲蒋大
海的扶贫行为， 最后自己也投身扶贫队伍，从
对父亲的误解慢慢变成理解父亲、爱父亲。

许杰饰演上海扶贫干部蒋大海，为了快速
脱贫， 蒋大海把男劳动力大量介绍出去打工，

挣钱回来养家， 老人、 女人与孩子留守家乡。

“当留守的人想做事，就缺少劳动力。蒋大海意
识到这个问题， 他想弥补。” 许杰刻意让自己
“收” 着演，“蒋大海是很朴实、 很生活化的干
部。我不想把他拔得太高。扶贫干部的胸怀要
有，但我不想太做作，那就不可爱了。”

一次“大兵团”作战
《山海情深》作为上海越剧院近 20年来最

大规模制作之一， 集结全院 3个团的力量，台
上演员、乐队与舞美人员近 160人。剧组为 60

多位演员准备了 160余套戏服。“这是一次‘大
兵团’作战。我上排练场，都有点懵。30多人大
乐队，气势惊人。”许杰说。

方亚芬心仪的龙阿婆一角由蔡燕饰演。“我
第一次接触现代戏， 还是民族风， 心理压力很
大。”蔡燕本行老生，《山海情深》转演老旦，“通
读剧本后， 我觉得好过瘾， 进行了很多前期准
备，着重学习了苗族老太太的人物形象。”

饰演疯女人縢娲的唐晓羚，一直在传统戏
中演旦角。“排练时我会询问周围人的感受。有
人说我的表演和其他人一样，我当时觉得这不
对，因为显不出角色的疯态。所以我一直在琢
磨，比如会玩头发，或者其他人对台词时，我会
插一句，显现‘不同’。”

“越剧不能脱离流派，但流派要为人物服
务。”唱腔设计陈钧被《山海情深》的剧本感动。

在他的设计中， 年轻的苗女又唱又跳过节，用
的是富有青春气息的吕派。 许杰原来唱陆派，

他向陈钧提出把蒋大海改成唱范派，“范派厚
道、踏实，人物豪迈有胸怀。”陈钧还为演龙阿
婆的蔡燕一场戏中融入多流派唱腔，“她唱得
挺过瘾， 观众一定也会看得很过瘾。” 陈钧总
结，“每一次创作都是对流派的考验，加上苗歌
特点，融化在音乐里，更加动听。”

新冠病毒可存活28天？

专家：现实环境未证实

■本报记者 黄海华

日前，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在
《病毒学杂志》发表的一项实验表明，新冠病毒在
20摄氏度下可以在钞票、玻璃和不锈钢等光滑表
面存活长达 28天。

这是否意味着新冠病毒可长时间存在于现
实生活中？目前有哪些新型消毒技术？市民在家
中应怎样消毒防范？记者采访了普陀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病媒防治与消毒科医师张亮。

“这项研究是一个理想实验室条件下的结
果，所有实验均在黑暗中进行，消除了紫外线的
影响。”张亮认为，这尚不能证明这一结果能存在
于现实环境中，公众无需过度担心。但作为疾控
人员要对此保持警惕，尤其需要加强冷链环境的
监测，做好一级预防。

目前有哪些新型消毒技术？张亮称，平时消
毒（尤其是物体表面）是以传统的消毒液擦拭/?
洒为主。现在也有一些相对创新的方法，比如医
院为了解决高频接触表面的随时消毒，开始使用
含过氧化氢或过氧乙酸成分的消毒湿巾擦拭，医
院的一些重点科室开始使用汽化的过氧化氢或
低浓度次氯酸来消毒空气，此外还会使用紫外线
循环风消毒机。

消毒剂按作用水平分为高效、 中效及低效。

高效的有含氯消毒剂、碘伏、过氧化氢、过氧乙
酸、二氧化氯等；中效的如酒精；低效的有苯扎溴
铵（滴露）、氯己定等。过氧化氢目前应用较多，它
可以通过强氧化作用杀灭病原体，作用后分解的
产物主要是水，比较环保，缺点是易受有机物影
响，也就是使用时表面需清洁。

“与消毒能力紧密相关的，还有一个重要概
念，即微生物抵抗力。”张亮介绍，目前公认的微
生物抵抗力，从高到低可排列为芽孢、分枝杆菌
（结核）、亲水病毒（肝炎、诺如）、细菌繁殖体、亲
脂病毒（流感、SARS等）。芽孢、分枝杆菌要达到
灭菌水平才能杀灭； 诺如病毒目前需要高水平
消毒，大约需含氯消毒剂 2000 毫克/升；对于各
类细菌和亲脂病毒，一般来说中、低效消毒剂就
能将其杀灭。

新冠病毒需要什么水平的消毒呢？“按道理
来说，中低水平就可以，它在环境中的存活能力
一般只有几分钟到几小时，但在冷冻环境中就不
好说了，目前也还没有相关研究。”张亮提醒，需
要注意的是， 消毒仅是切断传播途径的方法，新
冠病毒主要还是通过近距离人传人，所以避免密
闭环境中的近距离接触很重要。

市民平日在家中应该怎样进行消毒防范？

在张亮看来，最重要的是保持清洁，清洁是消毒
的前提。如需消毒，尽量选择物理消毒方法，比
如餐具煮沸 20分钟（完全浸没），衣物被褥在阳
光下暴晒 4 小时以上， 注意勤通风和保持手卫
生。 化学消毒剂是否适合在有人条件下使用始
终是有争议的，家庭如需使用消毒剂，首先应做
好个人防护（口罩、手套），在通风处配置；其次
消毒浓度按说明书就低不就高，不宜过度消毒，

也要考虑消毒剂对物体表面和织物的腐蚀和降
解，消毒完作用 30—60 分钟后清水擦拭并开窗
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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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邬林桦）

昨天上午，原籍浙江湖州的王
女士来到徐汇漕河泾社区事
务受理服务中心公安综合窗
口，仅用 3分钟就完成了户口
迁移落户手续，正式成为“上
海人”。

即日起，上海与浙江的户
籍居民在沪浙两地间迁移户
口，只需在迁入地公安派出所
申请办理即可， 再也不用在
迁出地和迁入地间来回奔
波。 这项由沪浙警方联手推
出的“跨省市户口网上迁移”

便民措施， 将推动跨省市户
口迁移“一站式”办理，打造
长三角区域 “互联网+户政服
务”线上办理新模式，适用于
沪浙两地户籍居民的配偶投
靠、子女投靠、老人投靠三类
户口迁移事项。

据了解，以往跨省市迁移
户口时，申请人先要在迁入地
公安派出所提出落户申请，待
审批同意后，在迁入地公安派
出所开具纸质准迁证，然后持
准迁证回到户籍地派出所开
具户口迁移证，最后再回到迁
入地派出所办理落户手续，整
个流程中申请人不仅需要往
返两地，还需至少 4次前往公
安派出所。

而新政实施后，申请人在
提出落户申请的同时，即可签
订《跨沪浙户口网上迁移告知
单》，选择跨省市户口网上迁移服务。在落户审
批同意后，系统将直接发起网上迁移服务，生成
准迁证信息的电子化数据并推送至申请人户籍
地派出所进行核验，核验无误的，申请人户籍地
派出所将直接办理户籍迁出手续， 并在系统内
生成迁移证的电子化数据， 迁入地派出所在收
到匹配的迁移证数据后， 便可通知申请人持本
人身份证直接来所办理落户手续， 这样申请人
前往公安派出所的次数减少到 2 次， 且不必再
往返于沪浙两地。

两地警方表示， 跨省市户口网上迁移便民
措施打通了沪浙两地公安机关数据汇聚链，全
域全量开放公安大数据资源， 借助公安部系统
支撑，以网上户口核验取代纸质户口迁移证件，

以公安机关内部信息流转代替办事群众两地奔
波，将构建起更为便捷、高效的跨省市户政服务
新体系。

秋冬季来临，市民要对疫情保持警惕
本市进一步优化核酸检测流程，发热门诊防线持续升级，应对可能发生的第二波疫情

■本报记者 顾泳 黄杨子

秋冬季来临，新冠肺炎可能迎来第二波疫
情，上海医疗机构的防疫还到位吗？个人防护
应注意哪些？为此，记者采访了上海市卫生健
康委及相关医疗机构，解答市民心中疑惑。

核酸检测人数节后增长明显
“国庆节前，医院核酸检测人数日均不到

300人，节后人数明显飙升，日均翻了三倍。”记
者在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看到，前来核酸检
测的人群络绎不绝。 门诊办公室副主任夏俊
说：“节后核酸检测人数增多，一是出门旅游者
众多，二是长假过后入院患者及陪护者检测积
压。”青岛发现本土病例后，华东医院第一时间
调整了核酸检测相关环节，门诊流调发现青岛
旅行史的人，即刻引导至发热门诊，在相对独
立空间进行核酸检测。 以 10月 12日为例，当
日发热门诊检测 52人，几乎均有青岛旅行史。

“之前新疆、大连等地出现本土病例，我们即刻
调整核酸检测的相关流程，这一套预案已经操
练娴熟，后备检测医护人员随时待命。”

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国
庆节后至今的核酸检测人数已达 3600 余人
次，较 9 月下旬有明显增高。医务科科长顾志

俭说：“增长点主要集中在青岛新增新冠疫情
确诊病例后。近三日，核酸检测点每天企业和
个人自愿检测量高达 650人次，而之前日常检
测量约为 280人次。”

“我们对公众承诺的出报告时间并不会因
为工作量激增而发生改变。”顾志俭透露，对于
应检尽检的人群， 医院保证 4 至 6 小时出报
告；对于愿检尽检的人群，原则上 12小时内出
报告，“基本上上午检测，下午拿报告；或下午
检测，晚上八九时拿报告。近几日检测人数很
多，但最晚第二天上午也能拿报告。”昨天，核
酸检测点的医护人员奋战至凌晨，才结束一天
的工作。

多家发热门诊防线持续升级
今春，上海 117家发热门诊、200家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发热哨点诊室犹如哨兵，为市民安
康做好防疫保障。市卫健委统计，自疫情发生
以来，全市发热门诊共接诊 83.80万人次，累计
留观隔离 3.36万人次。应对可能发生的第二波
疫情，多家发热门诊及哨点诊室持续升级。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根据
全市疫情防控工作部署要求，不断升级发热门
诊能级与院内感染控制防控工作，同时制定包
括大客流预案、秋冬流感季预案等多种应急预

案。副院长陈尔真说，目前医院发热门诊的运
行情况平稳， 日均就诊量约 70至 80人次，较
之前没有明显上升。“这得益于本市的严格管
控，以及市民健康素质较高。”

记者发现， 医院感染管控也在不断升级，

除加强院内门诊就诊、手术患者与陪护人员的
健康监测， 以及医护人员外出行程报备等管
理，对工勤人员（如保安、护工等）的宣教培训
也在持续开展。“对于万一可能出现的就诊高
峰，我们也预备了应急队。”陈尔真说，目前瑞
金医院发热门诊每天 3个班次，每班由 3名来
自感染科、 呼吸科等专业的高年资医师当班，

“如果就诊出现新变化， 医院将根据实际情况
增添人手”。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内，整个院区、楼
宇的出入口流程再次有序梳理， 副院长翟晓
文介绍， 目前患儿从院区入口处就持续加强
监测，进入楼宇（尤其是门诊急诊区域）更强
化流调。 院方加强医务人员个人防护培训之
时，还严格执行家属陪护人数限制（每位患儿
最多 2人陪护，5岁以上限 1人），同时落实核
酸检测应检尽检。目前，医护人员防护级别已
升级，呼吸科、感染科、急救科等高年资医生
则针对性开展应急救治演练， 加强对重症的
识别和抢救能力。

做好个人防护仍是关键措施
从数据来看，今年呼吸道疾病就诊总量下降

了。陈尔真说，秋冬季节来临，只要市民保持警惕，

做好个人防护，流感大流行的可能性也非常低。

佩戴口罩仍是防疫的关键措施。市疾控中心
副主任潘启超提醒市民：三类情况必须佩戴口罩。

有发热、鼻塞、流涕、咳嗽等症状的人员及相关陪
同人员，前往医疗机构就诊或前往公共场所时，必
须佩戴口罩；相关从业人员在岗期间，依照执业规
范和规定， 必须佩戴口罩 （包括医疗机构医务人
员、公共服务行业从业人员、从事疫情防控相关工
作人员等）。乘坐轨道交通或长途客车，进入医疗
机构、福利机构及学校等国家有明确要求的场所，

必须佩戴口罩。此外，年老体弱者、慢性疾病患者
外出时，建议佩戴口罩；个人不妨随身携带口罩，

在密闭空间内、人群密集区、需要与他人密切接触
时，建议视情况佩戴。洗手也是预防传染病的重要
措施。 洗手时应使用肥皂和洗手液， 以流动水冲
洗。同时建议大家外出随身携带手消毒剂等，在不
具备洗手条件时，及时进行手消毒。

顾志俭提醒，市民近期如果是从国内疫情中
风险地区来沪、返沪人员，应在 12小时内尽快向
所在居村委、宾馆等报告，开具核酸检测单据，前
往医疗机构发热门诊进行核酸检测。

在后?，穿上白色礼服的孩子们“仙气飘飘”，兴奋不已。

即便是专业小模特，也会显露出孩子童真的一面。

小潮童登大秀台
10月 13日至 18日，上海时装周新一届“KIDSWEAR”

童装品牌系列走秀活动在静安 800秀登上舞?。与往年相
比，今年参与的服装品牌，无论阵容还是品质，都上了一个
?阶。秀场外还打造了产品丰富、内容多元的互动空间。

本报记者 董天晔 摄

12位成员平均年龄超过60岁，5个月学习就已经吹奏得像模像样了

旧改弄堂里有支老年萨克斯乐队
■本报记者 周楠

沿着东余杭路 1143弄往里走， 一幅幅旧
改的横幅、标语，或悬在头顶，或出现在墙边，

预示着这个破落的老弄堂即将出现的变迁。弄
堂深处，一群背着黑色琴盒的老人，引人注目。

这天，他们走进禄寿居委会活动室，熟练
地打开琴盒，露出金灿灿的萨克斯。随着 62岁
的张力根一声“预备，起”，一曲萨克斯合奏的
《我和我的祖国》飘了出来，虽然谈不上专业，

但韵味显而易见。

这是一支刚刚组建 5 个月的老年萨克斯
小乐队，12位成员是平均年龄超过 60岁的旧
改居民。10月 17日，虹口历史上体量最大的东
余杭路（一期）旧改项目正式启动签约，包括乐
队老人在内的 6000 余户居民即将告别蜗居。

他们盼这天已经盼了好久，但当这一天真要来
临时，他们却有很多的不舍。这天的合奏终了，

他们静默了一会儿，弄堂里似有余音缭绕。

队长自嘲“半吊子”

队长兼老师张力根，喜欢自嘲：“其实我也
是个‘半吊子’啊”。

8年前的一个夏日，他送外甥女高考，等候
时走进江湾镇的一个公园溜达，被一阵萨克斯
音乐吸引过去，音乐来自两位手捧萨克斯的老
者。他和他们攀谈起来。原来，其中一位老人已
经吹萨克斯 20多年，还有一位是近 70岁才开
始学的，学了 3年，已可以吹奏得像模像样了。

张力根就想：人家近 70岁还能开始学，我才 50

多岁，等到 60岁退休了，为什么不可以试试？

2017年，经朋友介绍，他师从一位上海音
乐学院毕业的老师， 踏上学习萨克斯的旅程。

这位老师定居杭州， 张力根往返于沪杭之间，

一周学习两次。老师感动于他这么大年纪两地

跑的诚心，坚持没收他任何费用。

“我遇到了好人，他的精神鼓舞了我，希望
把这样的好做法传承下去。” 这是张力根至今
坚持不收小乐队学员费用的原因。他说，学员
的刻苦，也在不断推动自己，向前、再向前，毫
无保留地现学现卖。今年 5 月，疫情稍微缓解
一些后，这支老年萨克斯小乐队就开始了每天
早晚各两小时的训练，基本都是在不远的绿地
或广场上。5个月过去，小乐队可以完整地演奏
出越来越多的歌曲了。

队员多为老邻居
张力根的学员们大部分是老邻居。朱海广

就住在他的对门，老听到悠扬的萨克斯琴声，年
轻时就对音乐感兴趣的他心动了。5月中旬，他
迈进张力根家门， 张力根递给他一根萨克斯：

“吹萨克斯可以练肺活量。你想学，我教你。”

朱海广的心脏不好，随着年纪增长，感觉
身体状况大不如前。“能练练，应该是个好事。”

朱海广想。这一学，又给张力根带来了两位学
员，一位是朱海广妻子焦军霞，“我才小学一年
级文化呀，简谱也不识，全靠张老师像教小朋
友那样教出来的，现在也能吹出几首歌了。”

还有一位是朱海广的朋友，69岁的宋根宝。

他此前生病住院，听朱海广说吹萨克斯之后“心
脏也好些了，呼噜声也轻了”，决定也开始学习，

只学了3个月，就让同伴们赞叹“进步神速”。

为了学习萨克斯， 老人们都掏出 3000—

5000元专门买了萨克斯管， 随着技艺长进，有
的人还有了升级换代的想法。朱海广说：“为了
自己的爱好，值！”

教学员时，张力根言语不多，却要从口型、

手势、气息、指法等每一个环节盯着他们。他还
特别注意说话的分寸感：“都是老年人，初学乐
器不容易，说话一不小心就要得罪人，千万不

能说过头话。”

学员们学习中也有曾想放弃的。比如，住在
宝山、过来一趟就要 1.5小时的黄雯华。她和张力
根夫妇是老友，一次聚会活动中被他们说服来学
萨克斯。整整花了两个下午，黄雯华在张力根家
先学唱谱。她不识简谱，他们给她想了个土办法，

标汉字： DO,哆；RE，来；MI，?……她终于有点
感觉了。练的时候，一遇到不懂不会的地方，她就
给张力根打电话、通视频，张力根就一点点和她
说，然后录一段吹奏的视频给她传过来。

“但我基础太差，还是觉得太难了。”黄雯华
几次想放弃， 都被张力根和同伴们劝住了， 说：

“你又进步了呢”。她就加大训练强度，除了和大
家一起每天练 4小时之外，再让张力根给她开点
“小灶”。现在，她也能吹奏出《送别》《夜上海》《九
儿》等不少歌曲。

约定重返北外滩
眼下， 这支老年萨克斯乐队想得最多的事

情，便是“和时间赛跑”。随着旧改临近，老人们深
知，大家再这样每天聚两次训练的时间，越来越
少了。张力根在这条生于斯、长于斯的弄堂里走
着，难免伤感。萨克斯乐队里的其他老邻居也一
样，不舍北外滩，更不舍老邻居兼队友。

9月 23日，老年萨克斯乐队在弄堂里搞了一
次音乐聚餐。张力根夫妇不仅忙活着饭菜，还特意
准备了两只充电就能使用的 LED?，划破暗黑的
夜空，照亮着他们在旧居里弄最后的狂欢。

当萨克斯合奏的《送别》音乐悠悠响起，张力
根和他的队友们许下一个心愿：等他们学艺小有
所成，只要有机会，他们一定会重返北外滩，为旧
居之地的父老乡亲们作一次精彩的汇报演出。他
们约定， 以后每周一次去一位队员家附近训练，

张力根也会在微信群里网上授课，并分享每周训
练课程。“我们不会放弃。”

图片新闻

走上 T?的孩子们，个个都是身经百战的专业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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