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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培养社会紧缺而急需的高
素质应用型小微、普惠金融人
才，5月16日，由浙江工商大学
和浙江泰隆商业银行共建的浙
江工商大学泰隆金融学院挂牌，
正式启动混合所有制办学试点。

据悉，浙江工商大学泰隆金
融学院是我国高校培养小微、普
惠金融领域专家型和管理型人
才的非独立设置的混合所有制
二级学院。依托浙江工商大学
应用经济学学科和金融学类专
业平台、师资，联合泰隆银行等
国内外金融机构,协同培养小
微、普惠金融领域的专家型人才
和管理型人才。

浙江工商大学党委书记金

一斌介绍，浙商大泰隆金融学院
成立后，将通过与金融业界共创
课程体系、共编系列教材、共建
师资队伍，培养小微、普惠金融
高素质创新人才。

泰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钧表示，希望泰隆金融学院学
院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成品
牌、办成标杆，培养更多社会和
市场急需的高素质应用型小微、
普惠金融专业人才，为实现人人
平等的普惠金融梦想，造就更多
的“追梦人”。

泰隆金融学院今年计划招收
100名学生，实行小班化教学，专
业课教学执行单班教学模式，今
年9月份将迎来第一批新生。

培养紧缺小微金融人才
浙江工商大学泰隆金融学院挂牌

广告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十二艺节的开幕演
出剧目、上海歌舞团原创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将于5月20
日在上海大剧院拉开帷幕，而此
前的18日，它将作为第十六届
文华大奖参评剧目出现在十二
艺节。红色文化、海派文化，在
这部舞剧身上有着完美的融合，
它的魅力在哪里？昨天，剧组也
在上海大剧院进行了提前解读。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由上
海歌舞团有限公司和上海戏剧学
院附属舞蹈学校联合出品，上海
歌舞团有限公司出演。作品取材
自“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
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李白烈士的真实事迹，以解
放前夕英勇牺牲的我党地下工作
者们为创作原型，在尊重历史的
基础上进行大胆原创，融入青春
色彩、红色记忆、浪漫情怀、谍战
氛围等元素，通过舞剧的独特表
现形式，把石库门、弄堂、马路、报
馆、旗袍裁缝店等老上海的城市
特色细致入微地呈现在舞台上，
以高度凝练的舞剧叙事、唯美的

意象表达、灵活写意的舞台布景
和谍战的紧张悬念，再现了为我
党民族解放事业而壮烈牺牲的、
可歌可泣的英雄形象。

主创团队介绍，这部剧历经了
两年多的选题孵化和研讨论证，一
百多个日日夜夜的艰辛创制。去
年12月，这部作品在上海国际舞
蹈中心进行了首轮9场试演，今年3
月又赴海南、广东开启第二轮6场
试演。4月，这部舞剧在“上海之
春”舞台上正式首演。无论是试演
还是首演，全都一票难求。

它的魅力在哪里？在于观
众对它所讲的历史、所讲的故事
的高度认同。上海是中国共产
党的诞生地，一座有着丰厚红色
基因的城市。“电波”的故事发生
在上海解放前夕，黎明即将到
来，黑暗还在笼罩。有这么一群
人，战斗在看不见硝烟的战场
上，他们有信仰，有力量，有视死
如归的勇气；他们又是活生生的
人，有家庭，有孩子，有柔软的那
一面。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
以李白烈士的真实事迹为素材，
是为隐蔽战线的英雄们谱写的
一曲赞歌，让新时代年轻人重温

战斗岁月，读懂革命英雄们对党
的忠贞和对信仰的坚守。

剧中的主人公李侠，原型是
中共地下党人李白，扮演者是上
海歌舞团首席舞者王佳俊。在
王佳俊看来，这部作品最打动他
的地方在于，剧中塑造的革命
者，并不是神一样高高在上的存
在。“他们更像普通人，充满了人
性。英雄也是人，他们有痛苦，
也有不舍，但因为有信仰在，他
们做出了不平凡的事。”

上海歌舞团团长、舞剧《永不
消逝的电波》制作人陈飞华也说：

“这部作品塑造的，不仅仅是李侠
一个英雄，还有社会不同阶层形
形色色的革命者形象。他们是这
座城市的英雄，我们今天生活在
这样一个美好的时代，一定不能
忘记为之付出生命的人。”

讲述一个主旋律的故事，却
并不一定要用我们习惯的传统方
式来讲述。该剧总编导之一周莉
亚说，“这就要求在舞剧叙事方式
上必须走到极致，我们尝试了许
多时空切割的方法，段落的打碎
重组、倒带、假定空间中的真实
性、真实空间的假定性等等。”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这几天，上海文学
气氛甚浓，因为全国几十家文
物博物馆的负责人都来了。他
们每年都会有一次聚会，地方
不同，今年选在上海，由巴金故
居负责接待。文学博物馆对于
文学爱好者的吸引力是无可取
代的，而在这方面上海始终扮
演着引领者的角色，一如在中
国现代文学史上所扮演的角色
那样。青年报记者了解到，备
受关注的上海文学博物馆选址
已定，两三年之内将建成开放。

文学博物馆
“在场”意义无可替代

中国博物馆协会下面有一
个文学专业委员会，这个成立
于2009年的专委会有中国现代
文学馆、北京鲁迅博物馆、上海
鲁迅纪念馆、巴金故居、郭沫若
纪念馆、冰心文学馆、老舍纪念
馆、河北文学馆、莫言文学馆等
近四十家团体会员单位。每年
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期间，
这些文学博物馆负责人都会选
择一地聚首，而起点就是2010
年于巴金故居的聚会。

时隔9年，这次又轮到巴金
故居作东。活动的主题是“相
聚上海·相约文学博物馆”。来
了全国各地近30家文学博物馆
（作家故居）代表和学者 70 余
人。活动期间将举行“文学博
物馆学术研讨会”“再忆萧珊
——巴金与萧珊纪念展”“春光
拾物——刘斌画笔下的巴金故
居绘画展”等几项内容。

青年报记者了解到，随着
文博意识的增强，现在中国各
地建了很多文学博物馆和作家
纪念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
名的“鲁、郭、茅、巴、老、曹”都
有了文学馆和纪念馆，而一些
巨匠比如鲁迅的博物馆和纪念
馆还不止一家，在北京、上海和
广州都有。还有一些古代文学
名家纪念馆比如曹雪芹纪念馆
等。这些名家生前就有很深入
的交往，于是这些博物馆的负
责人聚在一起就有很多话题和
碰撞。

巴金故居隶属于上海作

协。上海作协党组书记、副主
席王伟对记者说，巴金故居从
2011年对公众开放，目前接待
观众已突破百万人次。今年五
一期间，巴金故居单日接待观
众超过7000人次，创下了纪录。

而青年报记者从各位文学
博物馆负责人那里也了解到，
文学博物馆最重要的作用就是

“在场”，通过实地实物实景的
展示，让读者理解作家的创
作。这也是文学博物馆备受推
崇的原因。而全国文物博物馆
的情况都和巴金故居差不多，
已经成为普及文学知识，提升
城市文化水准的重要阵地。这
些博物馆经常人头攒动，成为
观众的打卡圣地。

上海文学博物馆
将成复合型文化空间

这些年，全国的文学博物
馆负责人每年都会在国际博物
馆日期间聚首。除了上海巴金
故居，他们还去过福州的冰心
文学馆，漳州的林语堂故居，哈
尔滨呼兰的萧红故居等地。在
文学博物馆之间不断碰撞交流
之中产生了很多成果。不过，
这些都与巴金故居开创的“相
约文学博物馆”有关。今天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冰心文学馆
副馆长黄文明和曹禺纪念馆名
誉馆长王海冰都表示，上海是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祥地，而上
海的文学建设在全国也一直扮
演着引领者的角色。每年“相
约文学博物馆”的品牌活动就
是从上海起步的。上海理应在
全国文学事业中扮演更重要的
角色。

而作为上海文学事业中的
一件大事，上海文学博物馆的
建设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上
海作协副主席孙甘露昨天向青
年报记者透露，上海文学博物馆
已经选址虹口区18号地块，该
地块位于四川北路、武进路、江
西路、海伦路中间，里面有历史
保护建筑，有办公楼，也包括未
来的上海文学博物馆。上海文
学博物馆建筑面积达到1.5万平
方米，而这个体量与上海在中国
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相称
的。预计两三年内建成开放。

国际博物馆日前夕，中国文学博物馆负责人都来了

上海文学博物馆定址 两三年建成

《永不消逝的电波》将为十二艺节开幕

红色文化和海派文化完美融合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世界经典音乐剧
《猫》又要来了。今年6月，它将
在上汽·上海文化广场上演，但
作为一部经典，你知道它有哪些
著名版本吗？这些版本中，又有
什么最为受欢迎？

对很多人来说，《猫》堪称其
音乐剧启蒙制作。从1981年最
初版本的诞生，到目前为止已上
演近38年，在此期间，《猫》每到
一个不同的城市，制作上基本都
会有细微的差别。有些版本非
常精致，有些版本则大胆新颖，
比如 1986 年德国 Hamburg 版、
1986年赫尔辛基版、维也纳+阿
姆斯特丹+巴黎版本、1998年录
像带版本、2004年华沙版、2009
年奥斯陆版本、2012年中文版、

2016年美国复排版等等。
迄今为止，这群“猫”的“爪

印”已经遍布全球30个国家和地
区，全球 8100 万人次的观众观
看了这部音乐剧，演出次数达到
了创纪录的20000多场。

不过，在这些版本中，最原
汁原味的版本，还是伦敦西区的
版本，也就是此次来沪的版本。
这个版本是《猫》众多全球巡演
版本中制作和演出规格最高的
一个阵容，就连舞台上的垃圾场
和斜坡道具都从伦敦空运而来，
仅是外方的技术考察就需两周
时间。

伦敦西区是和百老汇齐名
的音乐剧重镇。这里有大约52
家剧院，平均座位数从250-2500
不等。拥有如历史悠久规模宏
大的国家级剧院如皇家歌剧院、

皇家莎士比亚剧院、皇家宫廷剧
院等。相比于商业气息浓厚的
百老汇，伦敦西区更重视戏剧传
统，通过各种方式扶持城市的戏
剧产业发展，而不只是任其在商
业上自生自灭。2014年，百老汇
全年仅有44个新制作，而伦敦则
有280个新制作（包括歌剧与芭
蕾），近20年来，伦敦每一年新制
作的剧目基本保持在 200 部以
上，甚至是300部，创新能力可见
一斑。

而《猫》的作曲家、剧本改编
者、这个音乐剧的孕育者，获得7
次托尼奖，并在 2018 年拿下托
尼奖终身成就奖的安德鲁·劳埃
德·韦伯，正是伦敦西区音乐剧
的代表性人物。也因此，伦敦西
区的版本，在戏剧体验上，确实
让观众极为认同。

《猫》又要来了 但你知道它哪个版本最经典？

原创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