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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一级演员傅希如将在《智取威虎山》中再度饰演杨子荣。 □本报记者 曹之光 摄

■本报记者 曹之光

从“杨子荣”到“江姐”，从《壹号机密》

到《洪湖赤卫队》……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浦东的传统戏台将变身“红色

讲台”，“上海的声音”将牵手“国粹”京剧，

歌颂建党百年。

昨日，记者从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新闻

发布会获悉，本应于去年举办的第十二届

东方名家名剧月，将顺延至今年的 3月 20
日至 5月 2日举行。作为国内唯一以民族

戏曲为核心的成规模定期举办的民族艺术

展演盛事，本届东方名家名剧月将集中献

演14台19场戏曲演出，部分剧目也是在剧

场上座率恢复至75%后首次回归舞台。

从“威虎山”唱到“杜鹃山”

“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

高亢的旋律，豪迈的情绪，熟悉的曲调，在

新闻发布会上，短寸头、圆眼镜、时尚偶像

风范的上海京剧院表演艺术家傅希如一开

嗓，就调动起能振奋几代人的革命浪漫主

义精神。而《智取威虎山》，就是将于 3月

20日至 21日亮相的第十二届东方名家名

剧月开幕剧目。

上海京剧院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

气势宏大、场面壮观，兼具革命英雄主义与

浪漫主义，历经数度重排，60余载常演不

衰。作为国家一级演员，傅希如将再度饰

演传奇英雄杨子荣，带来脍炙人口的唱段

与极具艺术感染力的表演，展现“甘洒热血

写春秋”的英勇豪情。

4月 24日至 25日，作为本届东方名家

名剧月的闭幕演出，上海京剧院国家一级

演员、梅派表演艺术家、第十一届“梅花奖”

得主史依弘将再度唱响现代京剧《杜鹃

山》，带领观众在“乱云飞”的优美唱段里重

温红色经典。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杜鹃

山》距离上一次在东艺登台已过整整十年

之久。为了让当下年轻观众也能体会到

《杜鹃山》中的革命精神，史依弘在重塑柯

湘这一人物上颇下功夫。她认为，不能一

味追求人物的“高大全”，而要赋予人物更

多的时代感，让角色更“人性化”。《杜鹃山》

的“旧瓶换新酒”，将使第十二届东方名家

名剧月的闭幕更“有戏”。

“上海的声音”回“娘家”

沪剧被誉为“上海的声音”，浦东是沪

剧“东乡调”发源地。滑稽戏也是备受浦东

老百姓喜爱的地方剧种。3月下旬至4月上

旬，《江姐》《壹号机密》《上海的声音》三部大

戏将登台东艺，唱出对党、对祖国的祝福。

3月23日率先登台的是全国首演的上

海沪剧院红色经典传承沪剧《江姐》。国家

一级演员、上海沪剧院院长茅善玉透露，这

一版的“江姐”饰演者是 1995年出生的洪

豆豆，是沪剧院迄今培养出的最年轻的主

演，朱麟飞、丁叶波、徐祥等其他剧中演员，

也基本是她的同学，可谓是“老树开新花”，

青春气息浓郁。

由茅善玉本人监制并主演，朱俭、茅善

玉、王丽君、王子涵、丁叶波、金世杰等一同

主演的原创大型沪剧《壹号机密》，将在 3
月31日上演。从2018年上演以来，该剧经

过多轮修改，在剧情、舞美、表演形式上不

断升级，实现了生活戏剧化和戏曲生活化

的有机结合。

上述两部作品背后，是沪剧人始终牢

记党的理想信念与根本宗旨，持续坚持突

破创新的奋斗精神。

紧接着，将在4月5日至7日登台东艺

的，还有上海独脚戏艺术传承中心（上海市

人民滑稽剧团）精心打造的献礼剧目——

大型滑稽戏《上海的声音》。这部由著名表

演艺术家王汝刚监制的滑稽戏，将如何表

现出普通人家与国同呼吸、共命运，令人拭

目以待。

长三角剧种闯荡“大上海”

为加强长三角地区城市之间的文化联

动，本届东方名家名剧月也将呈现更多种

类的长三角剧种，并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带

来更多创新探索。

茶馆里设置一桌二椅，三弦、琵琶嘈嘈

切切，吴侬软语道尽古今故事，让台下三五

十名观众如痴如醉，这是大家对于苏州评

弹的普遍印象。4月11日，国家一级演员、

上海评弹团团长高博文将以新版《高博文

说繁花》，在能坐上千人的东艺歌剧厅内进

行首次公演，探索评弹艺术的全新可能

性。高博文介绍，这部作品改编自金宇澄

茅盾文学奖获奖沪语小说《繁花》，演出将

按照评弹的叙事传统，每一回书目对应小

说的一个章节，既相互关联又具有独立

性。高博文透露，演出将以苏州方言为主，

而人物对话则运用上海方言，结合评弹的

传统曲调，在保留曲种的独特韵味的同时

也注入新的色彩。

4月 21日，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也

将带来他们的原创现代昆剧《梅兰芳·当

年梅郎》，由国家一级演员、江苏省演艺集

团昆剧院副院长施夏明领衔主演。与常

见的以梅兰芳为题材创作的艺术作品不

同，这一次的《梅兰芳·当年梅郎》没有将

关注点放在梅先生成名之后的辉煌和蓄

须抗日的壮举上，而是取材自梅兰芳青年

时初闯上海滩的拼搏经历。施夏明相信，

这一部获专家与观众肯定的昆剧版《梅兰

芳》，能破除大家对于“昆曲演不了现代

戏”的成见。

“聚焦新剧目、展示新成果、培养新观

众”是东方名家名剧月的宗旨，本届又有原

创和新编佳作上演。4月 2日至 3日，安徽

省黄梅戏剧院将带来由袁媛、赵章伟领衔

主演，荣获文化部第二届“优秀保留剧目大

奖”的黄梅戏《天仙配》，以及在曹禺的原著

基础上大胆创新的黄梅戏《雷雨》。作为国

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剧目之一，黄梅

戏《雷雨》网罗四位“梅花奖”得主蒋建国、

吴亚玲、何云、黄新德，把曹禺所要抒发的

伟大人文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让观众随

着戏剧进程尽享艺术之美。

■本报记者 沈馨艺

“护送老郑安全抵达成都，已和成都

救助站工作人员完成交接！”1月 7日晚

上，周浦城管中队的微信工作群里出现了

这么一条信息，接着是一个个点赞的表情

符号。

老郑，是周浦城管中队救助的一名流

浪人员。这个救助故事，要从去年年尾的

寒潮说起。

当时，大风降温天气突袭申城，最低

气温跌破冰点。周浦城管中队制定了《周

浦中队关于加强极端天气下救助流浪乞

讨人员的紧急通知》，对救助工作进行了

具体部署。

去年 12月 29日傍晚 6时许，城管中

队接到消息，棋杆村周祝公路-S2 高架

桥下发现一名流浪人员，具体情况不

详，当事人不愿配合接受救助。两名城

管队员当即赶赴现场进行处置。来到现

场后，城管队员发现，该流浪人员露宿在

桥下空间，环境十分简陋。经了解，此人

姓郑，四川籍贯，无身份证无手机，在周

浦 20 多年，此前以打零工为生，后来改

为收废品，因为房东不愿意收留，所以

无处可去。

“寒潮要来了，去救助站避寒吧。”城

管队员好心劝说，但老郑坚持自己身体没

问题，不需要救助，甚至说自己有地方住，

随后骑车离开了。

次日凌晨 3 时许，放心不下的巡查

人员发现，老郑又回到了桥下的“家”

中。室外温度已经低到了零下 5 摄氏

度，老郑就裹着一条薄被子御寒。接下

去的 5 个多小时，巡查人员、城管队员、

民警、镇政府工作人员等相继到场劝说，

老郑最终答应，到 200 米开外的棋杆村

村委会“暂住”，不过走的时候仍然依依

不舍。

当天下午，联合巡查人员和村委工

作人员对桥下空间进行清理，意外发

现，在老郑的床板下一堆杂物中有用旧

棉被包着的一大捆钱。原来，这就是老

郑坚持不愿离开的原因。在全程录像

取证的基础上，工作人员清点了这捆

钱，发现有足足 16万余元。工作人员随

后将钱款拿到了派出所，清点后交给了

老郑。原来，老郑精神状况不佳，又没

有身份证，所以一直把钱藏在身边，没

有存到银行去。而拿到钱的老郑，彻底

放下了戒备。

然而，他依然拒绝到新区救助管理站

接受救助。周浦镇各部门紧急协商，决定

由镇社建办牵头处置，城管中队派人全天

进行现场看护，配备执法记录仪做好老郑

居住现场的管控，防止人员和财物发生意

外，并负责一日三餐；镇救助部门则向上

级部门进行汇报，争取早日护送老郑回四

川老家；棋杆村负责落实老郑居住场所的

日常管理。

经新区救助管理站多方联系，最终在

四川救助部门的配合下，确定老郑在老家

还有亲属。征得他本人同意后，1月 7日

早上，老郑在新区救助管理站和周浦城管

中队组成的护送队伍陪同下，出发前往成

都，并在 14个小时后与四川救助部门接

了头。

“从发现老郑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想

着，要让这次救助形成闭环。老郑回家

了，我们都感到欣慰，这也是我们城管中

队在执法和管理之余，服务社会的重要体

现。”周浦城管中队队长白泽民说。

他在床板下藏了16万元现金
寒日栖息桥洞 流浪汉被护送回家

本报讯（记者 严静雯）近日，航头镇

长达路入围中国交通“2020 年度中国十

大最美农村路”评选。长达路全长 1.097
公里，是航头镇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长

达村连接镇区的主要道路，途经盒马数

字产业基地、村委会、家门口服务中心、

农业产业区。

走进航头镇长达村，第一印象是干

净、整洁。道路沿线池塘内荷叶田田，与

沿路的稻田相互映衬，呈现独特的乡村景

色。村里还沿路增加绿化小景，绿化植被

丰富，可谓四季有景各不同，形成了白鹤

飞舞、稻花飘香安逸宁静的江南水乡美

景，为村民营造了优美宜居的生活环境。

沿路还设置了一些村民茶余饭后的好去

处，新建的 157盏路灯则实现了村级主干

道路灯全覆盖……路域环境看着舒心、走

着更安心，一幅“千层石树遥行路,一带山

田放水声”乡村美景跃然在眼前。

多年来，航头镇党委、政府致力于把

打造“四好农村路”与建设美丽乡村相融

合，与推进乡村振兴实施相融合，全面推

动“农路+”战略，着力打造“畅、安、舒、美”

的致富路、连心路、景观路、幸福路。借着

乡村振兴的东风，随着美丽乡村环境提升

等工程的推进，长达村的村道从水泥路改

造为柏油路，道路的改善，改变了村民的

出行方式，也为长达村带来新的生机。

为配合盒马鲜生落户航头镇长达村

发展需求，航头镇融合长达路沿线盒马产

业链布局，对包括长达路在内的长牌路、

长兴河路多条农村公路积极开展提档升

级，对14条7.57公里的村宅道路进行维修

拓宽，提升改善区域道路通行状况，成功

引入物流公司进驻园区和农村，使农产品

流通更快捷，为促进镇域经济、产业发展

助力。

在道路提质升级中，航头镇牢牢把握

服务乡村振兴建设和盒马产业村建设这

条主线，高标准规划、高水平实施、高起点

运营，不断优化道路、改善路域环境，将打

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同时将村

民爱路护路纳入各村村规民约，进一步推

动村民自治共治，焕发百姓活力，唤醒乡

土智慧。

下一步，航头镇将立足城乡全域发

展，城乡一体，以点带面，不断推动农村公

路与镇域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乡村旅游、

产业发展、现代农业、田园综合体等融合

发展，勾勒出一幅“路在树中行，人在画中

走”的美丽画卷，形成以镇道为骨架、乡道

为支线、村道为脉络的农村公路网络体

系，形成“一路一风景、一线一特色”“畅洁

绿美安”的通行环境，使“四好农村路”更

好地服务和支撑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本报讯（记者 张敏）长江流域重点

水域“十年禁渔”已全面启动，然而犯罪嫌

疑人以工作为掩护，在明知禁捕的情况

下，伙同社会闲杂人员干起了非法捕鱼的

勾当。近日，浦东公安分局水上治安派出

所成功打掉一个全链条非法捕捞犯罪团

伙，抓获犯罪嫌疑人5人。

2020年 12月中旬，浦东公安分局水

上治安派出所通过多部门大数据联合分

析，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有一伙人员

在大治河区域利用丝网、地笼网、电捕鱼

工具等在长江禁捕区域非法捕捞海鲈

鱼、鱤鱼、鲻鱼、翘嘴鲌等鱼类，破坏生态

环境。

水上治安派出所会同合庆派出所立

即成立专案组，对该伙人员进行进一步研

判。经查，该团伙为首成员卜某为了牟

利，在明知禁渔期制度的情况下，召集了

叶某等人利用丝网、电捕鱼工具在非法捕

捞水域进行捕捞，捕捞的鱼获由陈某驾驶

面包车运往就近冷库进行暂存，再由鱼老

板最终销往浙江杭州等地区，以每斤 20
元至 50元不等的价格售卖。至此，一个

集“组织、捕捞、运输、销售”全链条非法捕

捞的犯罪团伙浮出了水面。

专案组民警经过数日的走访调查，摸

清楚了该团伙的作案时间、地点，最终制

定了抓捕方案。今年 1月 1日，浦东警方

共出动 20余人开展抓捕工作，经过数小

时的守候伏击，当场抓获正在实施非法捕

捞的卜某、陈某等共 5人。经称重，该团

伙非法捕捞鱼获 550公斤，非法获利 3万

余元。面对确凿的证据，犯罪嫌疑人对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

浦东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审理工作正

在进一步开展中。

警方提醒：长江水域禁捕是保护水域

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上海警方将持续保

持高压态势，依法惩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

等危害水生生物资源的各类违法犯罪。

如若发现非法捕捞线索，请及时向公安机

关举报。

用“上海的声音”歌颂建党百年
第十二届东方名家名剧月3月揭幕 集中献演14台19场好戏

路在树中行，人在画中走
长达路入围“中国十大最美农村路”评选

明知“十年禁渔”仍全链条非法捕捞
浦东警方破获“十年禁渔”启动以来首起非法捕捞案

长达路两侧呈现独特的乡村景色。 □航头镇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