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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俞 炯 发自苏州

晨报讯 昨天上午，上海海港进

行了在今晚德比大战前的最后一堂训

练课。在主教练莱科的带领下，尽管恶

战当前，但全队的气氛还是相当轻松。

海港队的赛前训练在驻地酒店边

上的配套训练场进行，他们也是苏州

赛区唯一一直将训练时间安排在上午

的球队。之所以挑选这个时间，是因为

自从莱科执教海港队以来，在上海冬

训时球队的训练就在同一时间，他并

不想打破这样一个已经习惯的节奏。

目前球队没有伤病，在苏州的所

有一线球员都出现在了昨天的训练场

上。

不过出于战术保密的原因，海港队

德比大战前的最后一练只向媒体开放

了前15分钟。在准备活动结束之后，球

队的技战术演练就在全封闭的情况下

进行。莱科抓紧时间再打磨一下专门为

上海申花准备的针对性预案。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上海 U20

男足提前一轮晋级全运会决赛阶段的

情况下，上海海港的 19 岁前锋刘祝

润已经火线驰援苏州，核酸检测通过

和结束隔离之后，有可能会出现在今

天上海德比的球队比赛大名单中。

刘祝润上赛季就进入了海港队的

一线队名单，随队远征亚冠，并在海港

队和全北现代的小组赛中，完成了自

己在一线队的首秀。

刘祝润也是这次参加全运会预

选赛的上海U20 队队长，在关键的第

二轮对阵广东队的比赛，他打入关键

一球。

虽然这位锋线小将由于备战全运

会的比赛，和俱乐部一线队合练不多，

但刚刚踢了三场正式比赛的刘祝润状

态不成问题，海港队至少在德比大战

中多了一位可以使用的U23球员。

晨报记者 殷 茵

今年的“五一”小长假，上海演

艺大世界表现亮眼。据悉，“五一”期

间演艺大世界围绕“红色”“合家

欢”“国潮”三个主题，与市民游客

共庆节日，上演儿童剧、话剧、音乐

剧、戏曲、曲艺、音乐会等多种形式的

演出，展现百花齐放的精彩。演艺大

世界内 23家演出场所，预计 5天将

上演77台剧目、180场演出，预计上

座率75.5%，服务观众4.46万余人。

5月 1 日下午，春光明媚，绿草

如茵。上海音乐厅前的城市草坪音

乐广场，当熟悉的《东方红》旋律奏

响，现场观众忍不住跟着哼唱。“永

远跟党走”———2021 上海城市草

坪音乐会“春之声”活动，在《日出

东方红———纪念建党100周年交响

歌曲音乐会》拉开帷幕。《唱支山歌

给党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等

诸多耳熟能详的组曲被一一唱响。

当晚，一墙之隔的上海音乐厅

主厅内，钢琴家薛颖佳领衔国内顶

尖的 5 位弦乐演奏家共同演绎贝

多芬三部钢琴协奏曲的室内乐版，

展现古典音乐额当代活力。

一步之遥的“水晶宫”上海大

剧院，上海京剧院梅派青衣史依弘

领衔主演的《锁麟囊》余音绕梁。这

是史依弘连续第三年在“五一”亮

相上海大剧院。传统戏曲，魅力无

穷，来自全国的观众纷至沓来。

余音尚绕梁，数百米外的上海

大世界变身鲜花的海洋，大型沉浸

式展演秀《魔镜》带着游客们穿越

五光十色的时空隧道，走进流光溢

彩的花园，踏上一段跨时空的旅途。

3公里之外的上汽·上海文化广

场，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原创大

型情景歌舞史诗《奋斗者之歌》全

国巡演大幕也同步拉开。这是全总

文工团时隔 20 多年后再次以整建

制、最强演出阵容出现在上海舞台。

孩子，也是剧场的小主人。

打柴舞、钻木取火技艺、黎锦，

还有场内美不胜收的歌舞……“五

一”假期，上海儿童艺术剧场精心

准备《宝贝爱中华———黎族专场》

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提线木偶

《集合啦！提线木偶》等 16 场演出

和1场大鲸鱼集市，打造集演出、导

赏和集市活动为一体的国潮嘉年华。

广场上，孩子们沉迷于竹竿舞

和钻木取火，另一边的大鲸鱼集市，

小掌柜们吆喝声四起。“我们原本是

计划带小朋友去海南的，一直错过

没能去。没想到今天在大鲸鱼，真的

就像来到了黎寨里。”一位妈妈说。

在演艺大世界的其他剧场，亲

子演出同样一票难求。

亲子科普剧《病毒躲喵喵》、奇

幻装置舞台剧《爸爸的时光机》以

及黄浦剧场带来的一系列大师音乐

会“光辉岁月———大师的启蒙打击

鼓专场音乐会”、“美丽心灵———大

师的启蒙钢琴音乐会”等，为亲子

家庭送上一场场艺术的熏陶。

“五一”期间，木偶剧团的大型

多媒体皮影戏《花木兰》、黄浦剧场

的国粹亲子皮影戏《伊索寓言》系

列和《西游记》系列，也让经典故事

有了传承与新意。

音乐会之外，上海音乐厅在 5

月 1 日 12:00 及 5 月 2 日 16:30

分别开放了 2 场参观活动，美丽的

建筑及精彩的讲解，带领参观者走

进这座 91岁的建筑。

由上海音乐厅与 LWA卢瓦文

化联合主办的“真情无界———纪念

贝多芬诞辰250周年声音交互艺术

体验大展”同样好看又好玩，1200

平方米的艺术空间，10大展区贯穿，

穿插融合沉浸式科技互动、交互式

视觉投影，配合交响乐团专门为展

览录制的贝多芬交响乐作品，呈现

多维度的声音交互艺术感官之旅。

对于年轻观众而言，听一场脱

口秀已然成为一种时髦的生活方

式。“五一”期间，演艺大世界各剧

场与演艺空间开启脱口秀热潮：上

海大世界的喜剧联盒国爆笑脱口

秀、林肯爵士乐上海中心的魔脱喜

剧脱口秀、笑果工厂的深夜场脱口

秀等等，谈天说地无所不及。开心麻

花爆笑舞台剧 《李茶的姑妈》和

《牢友记》在“五一”再度回归，为

各年龄层的观众带来欢笑。

记者 甘 慧

晨报讯 五一期间，外地到访苏州

的游客量日均达 120 万人次， 各大旅

游景点游客如织。

今日从上海前往苏州看球的球迷

朋友们，除了随球迷会大巴之外，基本

上无外乎自驾和搭乘高铁两种方式。

苏州规定：非苏州号牌小客车每

日 9 点至 16 点 30 ?需在东汇路和西

汇路以南、莫邪路以西、干将北路以

北、人民路以东区域通行的 ，可申请

“姑苏通”通行证。苏州体育中心体育

场并不在此区域内， 如果仅是前往球

场看球，并不需要申请“姑苏通”。假设

走沪宁高速直接去球场， 只要在苏州

新区出口下来走西环高架， 在金门路

出口下高架，往南开就到球场。

自驾的话， 停车也是大家所关心

的。比赛当天，球场基本上不会对社会

开放停车位。 距离球场 1.5 公里处的

永利广场，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自驾

的球迷朋友可考虑将车停在那里。

搭乘高铁也是非常方便的， 从上

海到苏州的高铁基本上只要半个小时

左右。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大家购买高

铁票的时候，最好选择到苏州站，这是

距离苏州体育中心体育场最近的一个

高铁车站。 而今日从苏州到上海的末

班高铁是 23 点 34 ?， 德比大战不到

10 点不到就结束，所以不出意外的话

完全赶得上高铁。

今日预计将有超过一万名球迷涌

入苏州体育中心体育场，创造中超联赛

苏州赛区上座率纪录。提请所有到场球

迷，严格遵守防疫规定，文明观赛。

记者 甘 慧

晨报讯 昨天 15 点 50 分，申花

在驻地苏州太美香谷里酒店的 5 号

球场，进行了德比大战前的最后一练，

整堂训练课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大概

40分钟左右。上轮因伤缺阵的守门员

曾诚以及被赵宏略踹伤的巴索戈，均

参加到了全队的合练中。

前天深夜开始，在冷空气的影响

下，苏州刮起了大风，下起了雨，气温

也有所下降。前往球场训练的申花队

员们，一改前两天短袖短裤着装，纷纷

穿上了风雨衣。大战之前，最怕的就是

不必要的非战斗性减员。对于这一点，

申花阵中的老将们也都是经验丰富，

完全不需要教练组的提醒。

作为德比前的最后一练，主教练

崔康熙安排的训练基本上以调整为

主。跟以往大约一个半到两个小时的

训练课相比，这堂训练课的时间也很

短，只有大约 40分钟左右。

曾诚和巴索戈都出现在了训练场，

且参与了合练。从这一情况看，不出意

外的话，两人都可以出战明天对阵海港

队的比赛。其实，在昨天的赛前新闻发

布会上，崔康熙“目前队内没有什么伤

病”的这番表述，就已经明确了曾诚和

巴索戈伤病恢复情况良好。在德比这种

重量级的比赛面前，崔康熙并没有玩

“无间道”，而是亮出了明牌，希望真刀

真枪地跟对手在场上进行较量。

从已经进行的两轮比赛看，崔康

熙的战术安排都是相当有针对性。比

如对阵北京国安，崔康熙就安排艾迪、

吴曦和彭欣力对国安的两大中场核心

比埃拉、张稀哲进行盯人防守，从而有

效限制了国安的中场，使对方的特点

无法发挥。据了解，崔康熙在前天安排

全队观看了剪辑的海港队比赛视频，

对对手的战术进行了重点分析。比赛

既是场上11名队员的直面较量，也是

场下两名教练之间限制与反限制的斗

智斗勇。

上海海港德比前最后一练“相当轻松”
上海全运队队长刘祝润火线驰援

“全新解锁”小长假

5?77?剧目
“打卡”演艺大世界

申花最后一练持续40?钟
曾诚、巴索戈均参加合练

今日预计万名球迷现场观德比

●

上海儿童艺术剧场精彩演出

昨天上午，上海海港进行德比大战前的最后一练。

[德比观赛攻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