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生不息的艺术之光，照人前行
本报记者 金莹

上海文艺工作者争当志愿者 积极投入“艺起抗疫”

3月 2日，演员高鑫的一条微博瞬间上

了微博热搜榜，“疫情期间剧组停工， 照样

熬大夜。11个葫芦娃来做义工啦，我们来自

各行各业，我们的目标，让机器 24 小时运

转。 工人下班后由我们接替，晚九点到凌晨

五点半，一夜做了四万两千个口罩，机械重

复的动作，胳膊已经不是我的了。 介绍一下

制作流程，1 制作口罩面料，2 压边框及挂

绳，3.质检，4.5.裁剪毛边，6.7.装盒，8不让露

脸的我们。 ”高鑫微博中所称的“葫芦娃”，

是来自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各个岗位的职

员：演员、舞台监督、服化设计、剧场管理，

等等。

时间回到 2月 28日那天。上海话剧艺

术中心服化组组长胡晓辉在朋友圈里发了

一张在工厂做志愿者制作口罩的照片后，

中心工会主席姚承颖向她了解了情况得

知， 现在的口罩厂依旧面临人手紧缺的问

题， 就在上话工会委员的微信群里提出组

织志愿者的建议，迅速得到热烈回应。

3月 1日， 工厂最缺人手的周日晚上，

工会委员小范围召集了几位志愿者奔赴口

罩厂，晚上 9 点正式开工，在两条全自动、

四条半自动的流水线上，从制作口罩面料、

压边框挂绳、 质检、 剪裁毛边到最后的装

盒， 一刻不停工作到天明， 他们共生产了

42000个口罩。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志愿者队伍并非

孤例。2月 10日，上海越剧院一团老生演员

金烨在微信群里聊天时， 一位来自华东医

院的戏迷朋友突然提及， 有一家口罩厂急

需志愿者， 金烨第一时间在群里回复，“我

可以去。 ”

彼时， 因为新冠肺炎的蔓延， 社会上

“一罩难求”。 不仅前方医护人员的口罩紧

缺，各地市民也为买不到口罩而焦虑。 与此

同时，许多小型口罩生产厂提前恢复生产，

日夜赶工。 但与之相对的， 是人手短缺问

题。

一支志愿者小队迅速集结了起来，12

人为一批，招募满 12 人，便前往口罩厂顶

一次班。 听闻金烨和朋友们的志愿者行动，

上海越剧院党委也在短时间内组织了三四

批队伍前往口罩厂帮忙。

支持这些志愿者的，是无私的热情。 口

罩厂在远离上海市区的嘉定， 他们约定时

间驱车前往，工人晚上 9 点下班后，他们便

接替工人上流水线， 通宵工作到第二天早

上。 有的志愿者从口罩厂返回后，还要继续

自己的本职工作。 口罩厂送给他们一人 10

个口罩作为答谢， 有志愿者婉拒，“我们不

是为口罩而来的， 把口罩留给更需要的

人。 ”

“不要只提我一个人，这是大家共同的

功劳。 ”在和记者谈及这段经历时，金烨说。

这个志愿者队伍来自上海各个地区、 各个

领域，他们中有医院护士，有幼儿园老师，

有民营剧团的化妆师。 其中最辛苦的是一

开始的组织者，“从组织志愿者去口罩厂开

始，他每一晚都在，从不缺席。 一开始，大家

还以为他是口罩厂的哪位负责人， 后来聊

起来才知道，他也是义务帮忙的。 ”金烨十

分感慨。

爱心接力还在继续。 如今，金烨所在的

志愿者微信群已经有了 77 位成员，加上其

他未入群但也积极响应的朋友们，“我估计

已经有一百多号人了。 ”而经上海话剧艺术

中心工会的号召， 已经有近百位员工表示

希望参与到这个公益行动中， 据悉，3 月 8

日，将有一支更大规模的“上话义工”将要

开拔。

在因疫情演出取消的日子里， 有艺术

工作者以志愿者的身份冲锋在前， 行力所

能及之事， 也有众多文艺院团和艺术家们

通过 “云练功”“云抗疫”“以艺抗疫”“艺起

前行”的方式，鼓舞人心。

2月 4日，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微信公

众号上写了这样一句话，“立春的到来，是

欣慰， 亦是新生， 愿我们早日扫除一切阴

霾。 ”也是在当天，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在喜

马拉雅、荔枝 FM、网易云 APP 等平台上推

出“剧场的耳朵”栏目，开篇是上海话剧艺

术中心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演员田水朗诵

的是诗人食指的名篇《相信未来》：

“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是我相
信未来人们的眼睛———/她有拨开历史风
尘的睫毛，/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

不管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那些迷途
的惆怅，失败的苦痛，/是寄予感动的热泪，

深切的同情，/还是给以轻蔑的微笑， 辛辣
的嘲讽。 ”

“这场猝不及防的疫情改变了许多人

的生活。 艺术工作者不虽然不能像医生那

样身体力行地冲到抗击疫情的一线， 但我

们可以用艺术的方式来关心、 呵护和安抚

人心。 我们可以用声音传递自己对艺术作

品的理解， 让听众在音乐和诗歌中得到心

灵的温暖和抚慰。 我朗读的是《相信未来》，

我也非常倔强地相信，未来一定会好起来，

让我们一起安静等待。 ”田水表示。

韩秀一朗诵《海上日出》，刘鹏朗诵《黎

明》，杨溢朗诵《我曾经爱过你》……从 2 月

1日开始策划的这档节目，演员们各自在家

里用手机录音，音效设计在家做后期，即使

不能在剧场相聚，也能在“云上”以艺术之

名共同发声。 截至记者发稿，10期《剧场的

耳朵》在喜马拉雅、荔枝 FM、网易云平台已

累计了近万播放量， 微信公众号平台已有

了两万多的阅读量。 “好诗被声音融化了。

待春暖花开时，再与你在剧场相聚。 ”有观

众写下这样的留言。

2月 29日，上海京剧院在这个“四年才

有一次”的日子里，在微博、微信、Bilibili 账

号上推出了一个珍贵的视频———堪称群英

荟萃的大合作戏 《群英会·借东风·华容

道》，王正屏饰黄盖，李达成饰甘宁，叶少兰

饰周瑜，谭元寿饰鲁肃，尚长荣饰曹操……

“这场演出上演于 1994 年 4 月 30 日，当时

是上海逸夫舞台开台庆典演出第二场，阵

容绝后，而且当时并没有对外售票，视频十

分珍贵， 所以我们特地选在四年才有一次

的这个日子放出来。 ”上海京剧院资料员、

作曲虞凯伊介绍向记者介绍。

这是上海京剧院于疫情期间推出的

“宅家赏戏”系列中的其中一个视频。 “京剧

是口传心授的艺术，保存和传承不可偏废。

我们近些年一直在做影像及图像的修复和

保存，进行各种载体老资料的电子化，已经

有了一定规模的数据库。 而最近受疫情影

响，演出都暂停了，大家又都宅在家里，上

海京剧院除了捐款捐物去前线之外， 也做

一些别的努力，用艺术的力量抗击疫情，就

开始做线上观剧推送的尝试。 ” 虞凯伊介

绍。 经过这些天在新媒体账号上的运营，他

发现，在网络上，传统戏曲艺术爱好者非常

多，对于珍贵资料的兴趣很大。 “我们推出

的都是现在网络上找不到的珍贵资料，所

以引发了热烈反响。 据统计，我们的微博自

推送开始发了 33条，二月总的微博阅读量

达到了 153万。 B站账号自 2月 19日开通

以来，也迅速地收获了上万的播放量。 ”

除了视频，还有一些具有历史价值的

珍贵照片也得以与观众见面。 比如，周信

芳先生一生与武汉有着不解之缘，他的名

作《澶渊之盟》就是 1962 年 5 月 19 日在

武汉汉口人民剧院首演。 上海京剧院这几

天便在网上推出了 1962 年 5 月 16 日周

信芳先生演出《四进士》后武汉文艺界代

表上台祝贺和相关剧照的照片。

“三月，我们会保持基本每天一部录

像的推送， 一般是上世纪 80 年代的演出

为主，大都是比较珍贵的，之间没有与观

众见过面的。 照片是另外一个推送内容。

最近四年我们修复了老照片 13740 张，最

早的是 1913 年代前后的一些照片， 非常

珍贵。 ”虞凯伊介绍。上海京剧院现存最早

的影像资料则是周信芳先生于 1937 年拍

的电影 《斩经堂》， 虽然尚未在网络上推

送，但后期会在传习馆做放映和赏析。 据

悉， 上海京剧院拍摄于上世纪 80 年代的

录像资料有大约一百部，今后将会在上海

京剧院的微博、微信、B 站、抖音等网络平

台的账号上持续推出。

上海京剧院副院长吕祥表示， 上海京

剧院还将在本月推出“线上传习馆”和“飞

行课堂” 两个项目，“也就是云展览和网络

京剧教学”。 他介绍，“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

始， 上京业余艺校的老师们便风雨无阻地

去各个学校教学、传播，积极推进京剧的普

及教育，被专家和媒体称为‘飞行学校’，意

为没有固定的教学场所。 疫情期间，我们将

改为线上教学，故称‘飞行课堂’，主要面向

幼儿及学生开设京剧微课。 ”

“以艺抗疫”一直在继续。 比如，疫情的

突袭不仅给院团的演出带来影响， 原定的

创作工作也受到了冲击。 对于杂技演员来

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勤练不辍

是他们的必修课。 为了疫情防控，需要大家

都“闷”在房间不出门，可不训练就无法保

障疫情结束后能立即投入创排工作， 如何

实施“停工不停功”保持节目和演员技能

水平？ 上海杂技团牵头艺术管理部和剧

组，根据节目种类、技能素质、训练空间等

要求，制定训练指导方案，运用“互联网+”

优势开展“抖擞精神云练功”活动。 比如

《集体蹬鼓》节目，技导老师约好《集体蹬

鼓》的姑娘们定点上线，通过网络视频跟

着统一的音乐节奏开展训练，将个人模式

切换成了保持默契感的集体训练模式。 演

员们还最大限度地运用日常生活环境和

居家用品，茶几、餐椅背成了练习倒立最

好的把手，高低床架则是训练引体向上最

佳道具， 还有演员将自家孩子作为负重

“神器”进行练习……

上海京剧院与腾讯合作全民 K歌京剧

线上演唱会，当天超过 15 万人在线观看直

播， 打赏收益全部捐至中国社会福利基金

会“战疫天使守护计划”，支持抗疫一线的

勇士们。 上海越剧院的演员为武汉的戏迷

组织线上教学， 越剧院党委还组织演员和

员工帮助社区和街道社区进行宣传巡逻、

测量体温、整理快递、登记出入人员等公益

工作。 “宅”家超过 14天的上海芭蕾舞团演

员们戴着口罩回归排练室，身姿翩翩，引发

网络围观的一片赞叹之声……

在全国人民齐心协力抗击疫情的时

刻，艺术之光，生生不息，照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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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日， 来自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志愿
者团队奔赴口罩厂，通宵生产了 42000 个
口罩（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供图）

周信芳先生一生与武汉有着不解之缘 。

图为 1962 年 5 月 16 日周信芳演出 《四
进士》后武汉文艺界代表上台祝贺，从左
至右为陈伯华、周信芳、陈鹤峰、高百岁
（上海京剧院供图）

疫情期间，上海戏曲人秉持优良传统，“抖
擞精神云练功”， 为演出全面恢复提前做
好准备。 在线直播的新颖形式，在网络上
收获了众多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