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上海的话剧爱好者来说，安福路上的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是
不折不扣的精神家园。不过，从2017年年底开始，它就闭关开始
了长达近一年半时间的大修，让外界等得“好生焦虑”。如今，它终
于要“出关”了！昨天，上话邀请媒体前往“探班”时透露，正在进行
最后冲刺的上话，将于今年的5月11日，在第22、23届佐临话剧艺
术奖上迎来大修后的首批观众！ 青年报记者 陈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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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装修自家一样选材料
2017年是上海话剧艺术中

心成立的第22个年头，也是位
于安福路288号的话剧大厦落
成营运的第 18 年，2017 年 12
月29日话剧大厦及其三个剧场
艺术剧院、戏剧沙龙、D6空间迎
来了18年来第一次的大规模修
整。而在400多天后，经历了升
级改造的剧场终于接近完工。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此次修
缮虽然规模较大，但并未改变话
剧大厦的结构，而是延续原有艺
术装饰风格，一些具有特殊纪念
意义的老部件被完好保留或者
另做新用，如一楼大堂旋转门处
有一块直径近2米的圆形地砖，
被戏称为话剧大厦的“肚脐”，是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每年30多万
观众必经之路，所以，即使整个
大堂地砖都重新铺设，但这块具
有重大纪念意义的地砖被完好
地保留。

对观众来说，这次修缮最大
的意义，在于话剧的表现力在硬
件上将得到更好的支持。最大
的剧场艺术剧院除了座位从
502个增加到513个之外，舞台
上的吊杆进行了换代升级，数量
飙升到39根，几乎可以满足全
部话剧表演的需求。昨天上话
还特意在主舞台上举行了一场
吊杆灯光秀，整场秀激情澎湃，
非常具有感染力。声场条件也
得到了充分的提升，上话总经理
张惠庆透露，以艺术剧院为例，

上话运营团队与同济大学专家
将之打造为既适合不戴麦克风
的话剧表演，也适合音乐剧的电
声环境。

除了主剧场——艺术剧院，
三楼戏剧沙龙、六楼d6空间从
200 座分别增加到 232 座、255
座。戏剧沙龙依照导演需要可
转变为三面台、四面台，d6空间
增加吊杆，让剧目舞美有了更多
可能性。

“我们这次的修缮，工作人
员延续了上话员工以此为家的
传统，当自家装修一样投入，像
观众座椅，从椅背高度、腰托斜
度到颜色均反复调试、选择，目
前所有的椅子更符合人体工程
学，坐着更为舒适。”张惠庆表
示。

对话剧艺术工作者来说，话
剧中心的“话剧”功能也同样突
出。像话剧大厦原本只有两个
排练厅，对一年要创排50多个剧
目的主创来说，排练厅的安排显
然非常紧张。在完成修缮改造
后，排练厅增加到了4个，而且排
练厅的设备都进行了升级，更符
合现代舞台表演的硬件条件。

未来打造成开放性剧场
修缮之后的上海话剧艺术

中心，话剧地标的地位将更加凸
显。记者了解到，此番改造以打
造一座“开放性”剧场为根本的
理念，除了提升包括舞台、观众
席等剧场内部以及剧场外部公
共空间的体验性，还将增加上话

历史陈列室，展示上话珍藏的图
文历史资料。为艺术家提供更
好的排练及表演空间，为观众带
来全新的观剧体验，让剧场成为
一个有呼吸有生命有记忆的城
市公共空间。

2019-2020 年上海话剧艺
术中心将以开幕演出年的概念
开启全新舞台大幕，上话的创作
将会一如既往地呈现精彩、打造
精品，全新推出“人文之光”“环
球舞台”“后浪新潮”“经典重绎”
四个演出季；继续举办“上海市
大学 生话剧节”“上海市中学生
话剧节”“有种戏剧节”“上海当
代戏剧节”四大戏剧节；继续推
行“新文本孵化计划”扶持青年
戏剧人，为原创作品提供广阔的
平台，为原创剧目、创作人才储
备鲜活的力量；继续积极推动进
校园、进楼宇、进社区、进商圈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美育活
动。

4 月 13 日，上海话剧艺术
中心将进行开幕演出季的“半价
开票”活动，观众就能够率先来到
修缮一新的话剧大厦一睹真容。
今年的开幕演出年的重磅剧目，
有中俄合作、咏叹昆曲世家三代
的悲欢离合的原创话剧《良辰美
景》，布莱希特经典历史剧《伽利
略》，“劳伦斯·奥利弗奖”最佳新
创话剧奖和“托尼奖”最佳复排话
剧奖获奖作品《天窗》，北欧剧协
最佳戏剧奖获奖作品、获“易卜生
奖”挪威国宝级大师约恩·福瑟代
表作《一个夏日》等。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昨天，已经进入第
五个年头的上海之春上海音乐
学院“音乐开放周”，正式开启
了市民预约通道，报名的市民
非常踊跃。青年报记者获悉，
本届上音开放周共计 162 项
（场）活动，数量较之去年增加
了88项（场），旨在给予更多元
的选择、让更多市民参与开放
周活动。

4月13日-19日，为期一周
的时间内，上海音乐学院将举
办丰富多彩的开放活动。上音
校史馆将举办“典乐复职宏国
光——校史校歌育人系列展演
活动”。在校史馆老师带领下，

“海尚音苑”志愿者们将以“校
史故事+音乐导赏”的艺术实践
方式，面向校内外师生员工、海
内外专家学者以及社会普通大
众展开“致敬大师 力宏国光”
和“上音与中国高校校歌”的校
史专题展演活动。今年，校史
馆新推出了“上音校史主题沙
龙”，邀请上音校友梅雪林、上
音学子花卉以及与上音有着共
同知名校友的中学校长倪瑞
明，带来《岁月留韵 人生如歌
——音乐给了我生命的能量》
《美育之道，一以贯之——我的
音乐学习之路》《“史”以载道，

“乐”享人生——由黄自先生说
开去》三场不同视角的校史故
事分享，由此，市民们可了解上
音的人与事。此外，4 月 14
日上午，在贺绿汀音乐厅，“致
敬大师，力宏国光——献礼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校史
专场音乐会”将以致敬大师为
主题，带来贺绿汀、丁善德、萧
友梅、青主、黄自、陈洪、钱仁康
等杰出音乐家的经典之作，尤
为令人期待。

上音艺术成果展示厅、东
方乐器博物馆内，一系列系列
沙龙、互动教学、留学生室内音
乐会和专题讲座等活动精彩纷
呈，如“东方乐器博物馆精品
展”选取了馆藏中50余件精品
乐器展示；《寻找丝路上的声音
——留学生室内音乐会》则汇
聚来自 10 多个国家的留学生
们，他们将与中国学生一起演绎
丝路上那曾经广为流传的“音乐
故事”。博物馆内，一般不开放参
观者触摸馆藏品，本届开放周活
动期间，博物馆将通过印尼乐器

“恩格隆”带领观众们走进声音的
世界，《打开“旋律”这扇窗——恩
格隆互动教学》让大家参与乐器
演奏，感受手中乐器的美妙旋
律。

值得一提的是，往年备受市民
追捧、引发不少人好奇心的“上音
课堂”，今年还将有新举措！上音
首次将本科课程纳入开放范畴，如
《管弦系乐队合奏》《歌剧表演与
重唱》等课程都将面向大众。

延续往年，开放周继续采取
预约领票的方式向广大市民、
学生开放。从10日起，市民可
登录 kfz.shcmusic.edu.cn 及上
音官方微信展开预约活动，从
第一天预约情况来看，市民报
名踊跃，预计参与人次将超过
往年。

“上音开放周”昨天启动预约

本科课程首次开放给大众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昨晚，本届上海之
春国际艺术节在东方艺术中心
上演了一场特别的演出——云
集中国众多著名作曲家创作的

“中华创世神话原创作品音乐
会”，首次尝试了由外国乐团来
讲述中国故事，让中西音乐文化
碰撞出绚丽的火花。塞尔维亚
广播交响乐团首席指挥博洋·苏
季奇也在演出前的采访中告诉
记者，非常高兴能够演绎这些中
国原创作品，自己也去深入了解
了相关的中国文化，“交响乐是
世界性的语言，希望未来能有机
会把这些作品带到欧洲去。”尤
其值得一提的是，他还特意率领
乐团加演了返场曲《我的祖国》
（选自电影《上甘岭》），他更是一
边指挥一边用中文演唱该曲，将
音乐会推向高潮。

这场音乐会，是沪上顶尖作
曲家的一次原创作品盛会，其中
集结了上海音乐家协会主席许
舒亚，著名作曲家徐孟东、叶国
辉、陈牧声、周湘林等人的作品，
并首次尝试外国乐团演绎中国
原创作品专场音乐会——作为
塞尔维亚音乐支柱之一的RTS
广播交响乐团，是南欧老牌交响
乐团，这次音乐会中西交融，也
是期待用交响音乐的世界语言
去讲述为大家耳熟能详的中华
创世神话故事。

天地诞生开端，盘古劈开了
混沌，自此宇宙间有了天地之分
的景象——许舒亚作品《盘古
开天》为音乐会开篇；中华民族
数千年的不屈不挠的生存斗争
精神在徐孟东的《精卫填海》中
充分展现；人杰地灵、山水共
鸣，面对困境不畏艰险、积极乐
观再现于陈牧声作品《愚公移
山》；叶国辉作品《牛郎织女》展
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
追求；“大禹治水、鼎定天下”从
而“九州攸同、四海归一”，则是
压轴的周湘林作品《鼎定天下》
的主题……

指挥博洋·苏季奇告诉记
者：“5首不同的作品来自不同
音乐家，讲述中国的神话故事。
可以让我们了解中国当代音乐
的发展，和西方音乐的异同。”

中国作品有一些独特的东
西，比如滑音，邀请国外高水平
的乐团来演奏中国作品，以前极
少，往往演奏的是《良宵》等短小
作品，而现在这样的交流多了，
中国的作品和故事，也逐渐被世
界乐坛所了解、接受。作曲家许
舒亚也表示，德国、意大利、塞尔
维亚三个国家的乐团都曾主动
联系“上海之春”组委会，都有参
与的热情，“中国作曲家作品推
出来，一定要致力于推向海外，
请进来、走出去，一定要有国际
视野，要有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的
努力。”

让外国乐团演绎中国神话

东西方音乐 在上海对话

■上海之春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终于要“出关”了

更专业更舒适
将成开放性剧场

5月11日，这座剧场将迎来大修后的首批观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