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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疑剧《深渊》即将上演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全新打造

本报讯 9 月 3 日下午，上海话

剧艺术中心的排练厅内被逼仄幽

暗的排练景层层塞满，杂乱细碎的

生活道具，让人仿佛置身真实的生

活场景。 这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全

新打造的悬疑剧 《深渊 》的首次公

开排练现场。

作为今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后浪新潮演出季的首部悬疑剧，《深

渊》围绕一对怪异的母女展开，随着

一段被掩盖了多年的真相逐渐浮现

出水面， 一场新的谋杀也正在暗中

酝酿。 对导演何念而言，原创悬疑话

剧创作是他过去一年多时间里一直

在思考和探讨的问题。在社交网络日

益发达和广泛普及的今天，人们能更

加迅速地接收到社会资讯并更即时

性地参与评论互动，“人们都在关注

的真实案件能不能有些戏剧性的表

达和关于人性的探讨，我一直认为戏

剧是有土壤的，现在我觉得已经到了

可以做原创悬疑剧的时候了。 ”他希

望，通过创作原创悬疑剧，为观众提

供一些新鲜的视角。

作为原创悬疑剧，全新的尝试带

来了全新的挑战。 悬疑故事的逻辑

性、严谨性，成为了打磨剧本最基础

的考量。 剧组接触了很多专业办案

的刑侦人员以获取专业性建议，为

了达到想要呈现的效果， 剧本还凝

聚了整个剧组成员的智慧， 排练厅

内的白板经常写满从导演、 副导演

到编剧、 演员各个位置上的主创的

推理笔迹。 在边演边修改剧本的过

程中， 作品中的人物关系、 剧情逻

辑，逐步建构起来。

之所以做原创悬疑话剧， 何念表

示，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国内的悬疑剧

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但他认为，悬疑的

背后如果仅仅是悬疑， 就失去了做它

的意义。 “拨开案件，最后我们要看到

的还是情感， 揭示的是我们的社会原

来没有关注到的一些东西， 或者是我

们需要更多地去做一些给到大众的情

感表达。 ”《深渊》故事本身体现了很多

组关于“爱”的关系，比如母女之间的

爱， 以及市井中普通人之间的相互支

持。他更看重的是人性的挖掘，传递情

感、抓住情感，他希望观众们看到温暖

和爱，体会谜团背后的情感张力，从而

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思考。

悬疑剧最大的优势是在戏剧气

氛的描述上，但话剧舞台手段有时候

会有一定限制。 如何突破这种限制？

舞美设计师与导演一同探索了一种

以往从未在上话舞台上尝试过的新

做法：使用镜头拍摄，在最核心的场

景内部设有一个摄影机位，并安排一

位摄像师去营造一些平常舞台上达

不到的气氛，通过这些气氛去让观众

体验到细节，同时也能捕捉到更加细

腻的舞台，释放恰当的表演能量。 最

终舞台以纯舞台剧设计与局部电影

设计结合的形式呈现。一半要做成电

影，一半要做成舞台，对于舞美设计

来说这也是一次挑战。

据悉， 该剧将于 9 月 17 日至 9

月 27日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艺术剧

院与观众见面。 在开票后，《深渊》得

到了广泛的关注，剧组也决定在原有

场次的基础上， 增开 9 月 19 日和 9

月 26日两个周六下午场， 让更多期

待这部作品的观众能有走进剧场观

赏的机会。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表示，

虽然每场只有 50%的上座率， 但上

话会以 100%的诚意欢迎每一位观

众的到来。 本报记者 何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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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师大出版社首届书评大赛启动

本报北京讯 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首届书评大赛暨阅读 x 书写文

化对谈日前在北京建投书局国贸店

正式启动。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董事长

助理张俊显宣布大赛启动。他表示，疫

情影响和改变了大众的阅读习惯，在

后疫情时代， 人们虽然可以通过阅读

突破空间的限制， 在广阔的世界里放

飞想象力， 但如何让阅读成为人们生

活中的一部分，对于出版机构来说，依

然任重道远。

他在致辞中回顾了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的发展历程。 30多年来，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始终为了人与书

的相遇而不断努力， 一方面深耕出

版主业，推出大量精品好书，另一方

面， 为了让更多的好书和读者更好

更快地相遇，策划了“阅读一小时”、

“加油！ 书店”、“书店燃灯计划”等系

列大型阅读推广活动，引领全民阅读

风潮。 举办此次书评大赛，希望能为

读者搭建一个自由书写的平台，让大

家回归阅读，重拾拿起书本，“坐拥一

座城”的深阅读体验，一同在阅读的

世界里，书写另一种可能。

据了解， 本次大赛由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联合新京报书评周刊、 凤凰

网读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探照灯书

评协会、工人日报、中华读书报、文学

报、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出版商务周

报、 新时报等十余家媒体及来自全国

各地的二十余家书店、 读书会等共同

发起。 大赛将从 8月 30日持续到 10

月 29日，读者可以以个人或团体形式

投稿参赛。

在随后开展的“阅读 x书写”文化

对谈中，作家阿乙、书评人维舟和新京报

书评周刊编辑罗东从自身经历出发，就

“如何阅读一本书”“我们的阅读需要书

评吗”“什么是有意义的书评”三个方面

的话题进行深入探讨。

阿乙认为，阅读是广泛的，它可以

丰富人的自我， 让人获得很多专业或

“不专业”的知识，获得浓缩的人类的经

验，让人可以俯视过去的人生，对自己

有新的认知。 他的创作，也正是基于个

人的人生经历和广阔而丰沛的阅读。

维舟分享了自己的阅读心得和对

书评的理解， 认为要把读书变成自律

的生活习惯，虽然过程需要克服，但是

一旦形成规律，就会让人产生愉悦感，

这是一种自我的训练。

罗东表示，阅读是私人的，但私

人阅读也是社会进步的一部分，每个

人的阅读综合起来就是公共的阅读。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阅读可以改变

一个社会的观念。 秦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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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

为人民”。受国际疫情的影响，原定十月举

办的第 22 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将延期

至明年同期举办，但金秋上海的线下艺术

之旅并不会停步，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

心服务大众的初心不变，今年上海举办的

首个综合性舞台作品集中展演活动———

“艺起前行” 优秀新创舞台作品上海展演

将于 9 月 13 日拉开帷幕， 持续至 11 月。

活动由上海市委宣传部、 市文旅局指导，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演艺大世界主

办，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支持。

据悉， 集中展演期间， 来自北京、江

苏 、广东 、广西 、四川 、陕西 、上海等地的

14 台优秀原创剧目将集结亮相申城舞

台，作品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

党 100 周年两大重要主题， 通过现实题

材、革命历史题材等原创精品佳作，用艺

术的语汇展现中国人民实现伟大复兴的

逐梦旅程。 展演剧目包括歌舞剧《扶贫路

上》、 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原创现代昆

剧《眷江城》、上海越剧院越剧现代戏《山

海情深》、上海民族乐团民族音乐现场《锦

绣中华·共饮江河水》、广西壮族自治区戏

剧院现代彩调剧《新刘三姐》、四川艺术职

业学院川剧《草鞋县令》、常州市滑稽剧团

滑稽戏《陈奂生的吃饭问题》、广东省话剧

院话剧《深海》、西安话剧院话剧《长安第

二碗》、江苏大剧院话剧《朝天宫下》、北京

京剧院新编现代京剧《李大钊》、上海歌剧

院原创歌剧《晨钟》、上海歌舞团舞剧《永

不消逝的电波》、上海杂技团杂技剧《战上

海》等。

今年二月，上海市委宣传部在全市发
起“艺起前行”主题短视频征集活动，共征集到 2.2 万条短

视频，累计播放 14 亿次。 同时，在市委宣传部的统一部署

下， 上海文艺界组织召开全国第一个抗疫纪实文学创作推

进会，深入挖掘典型人物和英雄故事；召开全国第一个跨省

区的抗疫主题线上线下创作研讨会，总结创作经验；市文旅

局和市文联举办全国第一个抗疫主题大型美术摄影展；上

海文化发展基金将 “疫情防控” 纳入重大文艺创作资助项

目，开国内先河。 上海歌剧院发起“用音乐温暖世界———12

小时特别直播”，携手全球十余个国家的知名乐团、剧院和

百余位音乐家在线接力演出；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推出《致敬

英雄“艺”起前行———“星期戏曲广播会”》12 小时全媒体特

别直播；上海芭蕾舞团携手华为公司，面向全球 170 个国家

和地区发布《梅花香自苦寒来》视频，讴歌抗疫英雄，传递上

海精神，掀起文艺抗“疫”热潮。

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艺起前行”优秀新创舞台作品上海展演将这股热潮从线上

延伸至线下。此次展演活动在线下举办，标志着在疫情常态

化防控形势下，文艺工作者们积极行动，为夺取疫情防控和

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双胜利”努力，也为受到海外

疫情肆虐影响的国际文艺界传递共克时艰的信心。

上海要打造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 国内国际双循环

的战略链接，此次全国优秀文艺作品集中在上海演出，不仅

为上海演艺大世界和上海文化市场复苏繁荣赋能， 也将再

一次激发上海和全国文艺工作者再出发的力量。

本报记者 何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