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奖项的加持，让吴非凡得到了更多的
肯定。 有人对她说：“这么年轻就拿到双
奖，你可以松一口气了。 ”但吴非凡不这
么认为：“别人看来，拿奖是目标，但在我
看来，这是起点。 ”武术行当里有“拳怕少
壮”一说，在戏曲行当里，吴非凡也不否
认青春的魅力：“年轻时， 你的嗓音条件
好、身体条件好……但之后，你的艺术思
维和理解就成了更大的优势。 ”

眼下，“都市粤剧” 成为吴非凡新的
兴趣点：“开心麻花的戏，为何大家喜欢？
因为题材特别贴近群众。 而有些粤剧真
的太老了，观众会觉得距离太远了。 ”日
常关注时事新闻的吴非凡认为， 粤剧要
焕发新生命， 应当讲述现代人关心的事
情：“《牡丹亭》都唱了那么多年了，我们
为什么不能唱点现代人的新故事？ 我想
做的是精美的都市粤剧， 一个小时或 90
分钟就够了。 现代的、 古装的、 穿越的

……各种题材都可以，但要跟现代人的审
美相融合。 ”

“情景粤剧”也是吴非凡感兴趣的方
向：“现在是荔枝成熟的季节。 不久前，我
在增城荔枝园里，拿果树当舞台背景，唱
了一首粤歌《美荔增城》。 我觉得，这是一
个类似实景音乐剧的表演。 粤剧若能结
合文旅产业会更有发展，我们应该用跨界
的思维去‘借力’。 ”

如今，除了日常的演出、创编新戏，吴
非凡还将大量时间投入到“粤剧进校园”
和培育新人上。 她能切切实实地感受到，
近年来粤剧的观众群体发生了可喜的变
化：“我们的观众不再是清一色老人家，
带小孩的家庭、白领都来了。 ”

对于粤剧的未来，吴非凡既不焦虑也
不执拗。 她认为：“如果将来粤剧的元素
能被现代艺术形式融合、吸收，变成现代
艺术形式的一部分，那也很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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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祖师爷赏了我
这碗饭吃！ ” 说起粤剧事
业， 广州市粤剧院青年花
旦吴非凡既感恩又自信。

1984 年出生的吴非
凡，11 岁正式学艺，19 岁
考入星海音乐学院深造。
她不仅年纪轻轻就在《打
金枝》《白蛇传》《杨门女
将》《清水河畔》《十三行》
《花月影》 等传统剧目和新
编剧目中担当主演，还凭借
新编粤剧《鸳鸯剑》中“梅暗
香”一角，成为中国戏剧梅
花奖、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
艺术奖的双料得主。

舞台上的吴非凡扮相
秀丽、 身段矫健、 唱腔动
人， 舞台外的她亦对粤剧
艺术有着颇多思考和心
得。 近日，羊城晚报记者独
家专访了这位粤剧界的
“全能花旦”， 听她讲述自
己的粤剧人生。

吴非凡是个地道的广东人，
生长于恩平县横陂镇的小乡村。
她从小在亲友乡邻的耳濡目染
下， 接触到包括粤剧在内的多种
民间艺术形式：“我们的村子依山
傍海，是个非常美好的地方，2000
多户人家，生活幸福指数很高。 ”

回想村庄里浓厚的文艺氛
围，吴非凡现在都觉得不可思议：
“村里不仅有粤剧团、 粤曲社，还
有体育班、杂技班。 ”吴非凡的爷
爷擅长打造木船， 是村里远近闻
名的木匠，也是个文艺达人。“他
非常热爱戏曲， 经常在家里组私
伙局过戏瘾，还会自己做乐器，所

以我从小就是听着戏曲、 看着表
演长大的。 ”吴非凡说。

爷爷的爱好影响到了儿孙，
姑姑后来走上了粤剧培训、 教学
的事业道路， 也顺理成章地将吴
非凡领进了粤剧的大门。“我 3 岁
就知道什么是‘花旦’，很小就会
唱《昭君出塞》了。 ”吴非凡感叹：

“从事这个行业以后，我发现家乡
赋予我很多能量。 我在艺术上有
所成就，靠的就是这个土壤。 ”

1995 年，凭借良好的声音和
柔韧的肢体条件，11 岁的吴非凡
顺利入读广东粤剧学校， 开启了
长达 6 年的传统粤剧艺术学习。

学艺之路很艰苦， 但吴非凡
并不觉得。 自认“胆子大、特别乐
天”的她，觉得自己“天生注定要
吃粤剧这碗饭”：“我挺‘傻’的，无
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比如说摔
伤了，忍忍也就过去了。 ”在她看
来，正是这种“缺根弦儿”的性格成
就了自己的艺术事业：“艺术路程
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波折，乐天的
性格让我能够披荆斩棘。 我也算是
个‘乘风破浪的姐姐’！ ”

2001 年， 吴非凡毕业“出
师”，进入了广东省粤剧院。 刚刚
17 岁的她， 向往着更广阔的世
界。 她希望改变传统粤剧的发声
方式， 于是转去学习声乐：“我一
直觉得， 为什么民歌手的歌声那
么松弛， 而我们唱戏的声音都像
挤出来似的那么难受？ 我的嗓音

条件算不错了， 但也动不动就唱
不下去了，所以我一直在反思，想
寻找突破的方法。 ”

抱着这样的念头 ，2003 年，
吴非凡决定辞职回炉读书。 这一
次， 她选择到星海音乐学院学习
民族与通俗声乐唱法。 一进校，吴
非凡面临的是从零开始的挑战：

“在粤剧学校的时候，是师父带徒
弟的教学模式， 连课本和教程都
没有。到了星海，老师让我打开口
腔，用共鸣演唱。我反问老师：‘什
么是共鸣？ ’”

吴非凡乐天的性格再次发挥
了作用：“视唱练耳、乐理，啥都不
懂。 你问我痛苦吗？ 也没有，反正
老师批评我，我就‘哈哈哈’，掉过
头我再去死练。 最终成绩也很优
秀，拿第一名是常事。 ”

有了传统粤剧的牢固根基，又接受了
现代声乐的系统培训， 吴非凡的艺术思
维和理念开始成形。“我想把科学的发声
方法植入、融合到传统戏曲中。 另外，我
觉得粤剧在音乐配器上也要结合当代的
流行元素。 ”

在吴非凡看来，粤剧有一个“经海上
丝绸之路传播出去又回流”的发展过程：

“你看，马师曾等一批粤剧泰斗，都是从
南洋回来的。 粤剧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就已经开始采用爵士鼓、 萨克斯风的音
乐元素了， 戏服上也很早就运用了胶珠
片这些现代工艺。 ”她总结道：“广东敢为
人先、面向海洋的地域文化，是粤剧创新
性和流行性的培育土壤。 我认为，粤剧唱
腔应当是传统戏曲中最能引领潮流、最
具有流行性的。 ”

带着这些思考，2013 年， 吴非凡用

“创新、青春、流行”的思路，创编了新版
《鸳鸯剑》， 成功摘得第 19 届上海白玉
兰戏剧表演艺术奖和第 27 届中国戏剧
梅花奖， 她也成为广东戏曲界最年轻的
白玉兰奖得主。 谈到获得评委青睐的原
因，吴非凡认为在于创新：“比如我把东
方的‘三寸金莲’ 和西方芭蕾的足尖艺
术相融合， 另外音乐上也重新配器，用
流行的迷笛元素结合传统戏曲的梆黄
（梆子和二黄）。 ”

尽管勇于尝鲜，但吴非凡依然重视粤
剧的传统规矩。 她认为“全盘抛弃”要不
得，立足于传统之上的求新求变，才是真
正的创新：“我很尊重传统戏剧的程式规
则。 没有‘规则’，你加多少新的东西，都
不能说是‘出新出彩’。 抛弃了‘根本’，你
怎么出新出彩？ ”她一再强调：“先把传统
学透，再来求新求变。 ”

中国戏剧梅花奖、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双料得主

“全能花旦”吴非凡：
为粤剧打造新的“鸳鸯剑”

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期待“都市粤剧”大有可为

土壤 小乡村里的文艺范

求学 学了戏曲又学声乐

创新 打造新版《鸳鸯剑》

吴非凡以果树为背景献唱《美荔增城》

在 勇 于 尝 鲜
的同时 ，吴非凡依
然 尊 重 传 统 戏 剧
的程式规则

新新版版《《鸳鸳鸯鸯剑剑》》剧剧照照

证券评论仅供参考 投资入市风险自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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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北京时间 7 月
11 日，理想汽车正式向美国证券
交易委员会 (SEC)提交招股书，拟
在纳斯达克上市，股票代码“LI”，
计划首次公开募股募集 1 亿美
元。如果一切顺利，理想汽车有望
成为继蔚来之后， 第二家在美上
市的中国造车新势力。

申请在纳斯达克挂牌
理想汽车表示， 公司打算申

请在纳斯达克全球市场挂牌，证
券代码为“LI”。投行高盛、摩根士
丹利、瑞银集团、中金公司为理想
汽车首次公开募股的联席主承销
商， 老虎证券和雪盈证券担任副
承销商。

据了解， 理想汽车在招股说
明书中披露的 1 亿美元融资额，
后续数字还会更新。在招股书中，
理想汽车暂未透露发行价格区
间、发行量等信息。

股权分布方面， 招股说明书
显示 ， 当前理想汽车创始人兼
CEO 李想为公司第一大股东，股
权占比 25.10%， 拥有 70.30%的
投票权。美团点评 CEO 王兴和其
关联方美团是第二大股东， 持股
23.50%，拥有 9.30%的投票权。

招股说明书显示， 理想汽车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第一季
度总营收分别为 0、2.84 亿元 、
8.52 亿元；2018 年、2019 年分别
净亏损为 15.32 亿元 、24.38 亿
元 ；2020 年第一季度净亏损为
7711 万元（约 1089 万美元），上
年同期净亏损为 3.58 亿元。

公开资料显示，理想汽车成立
于 2015 年（前身为车和家），是一
家专注电动汽车研发与制造的初
创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发布了旗

下首款增程式 SUV“理想 ONE”，
定位豪华大中型 SUV。 该车于
2019 年 12 月正式对外批量交付。
截至今年 6 月 30 日，理想 ONE 交
付已超过 10400 辆，创下造车新势
力全新车型最快交付 1 万辆纪录。

与美团出行版图相关
支持李想造车看似是王兴的

个人兴趣， 但实际上与美团商业
版图息息相关。 从共享单车到网
约车、 无人车等出行业务， 近年
来， 美团不断壮大自己的出行领
域版图。 继 2019 年将摩拜“收入
囊中”以来，4 月 28 日，中国证券
报记者获悉，美团计划在 2020 年
采购逾 200 万辆共享电单车，加
大对共享电单车的投入。

今年以来， 王兴已经多次公开
表达他对中国新能源车市场的信
心：“未来电动车第一名大概率会出
现在中国，而不是美国。中国市场潜
力巨大，而且短期内不会一家独大，
电动车创业公司有很多机会。 ”

有业内分析人士指出， 美团
之所以投资理想汽车， 应该是更
多考虑在一个看好的产业赛道
上，选取优质公司投资，短期内与
美团自身的本地生活业务联动性
并不算大。长期而言，在无人驾驶
技术与语音交互成熟之后， 不排
除双方尝试在线下生活交付场景
做一些创新性尝试。

这取决于理想自动驾驶的发
展进度。 目前来看，与竞争对手相
比， 理想自动驾驶水平并不十分
突出， 但如果根据最新技术路线
图来看， 也基本上符合王兴的预
期———理想汽车计划在 2024 年
左右，将 L4 级别的自动驾驶能力
OTA 到量产车上。 （钟正）

受拟引入战投高瓴资本的
利好刺激，7 月 13 日开盘，健康
元涨停，报 18.37 元，收盘时封
单超过 15 万手。

公告显示，健康元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发行价为 12.83 元 /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总额不超过 21.73 亿元。

目前， 高瓴资本未直接或
间接持有健康元股票， 在本次

发行完成后占健康元总股本的
8%。 本次发行完成后，高瓴资
本拟长期持有健康元较大比例
的股份。

健康元和高瓴资本的目标
是通过双方的战略合作，健康元
能够快速拓展呼吸吸入制剂的
市场空间，加强研发创新能力和
产业升级，实现健康元成为呼吸
吸入制剂龙头企业的战略目标，

并成为具备国际竞争实力的制
药企业集团。

近年来，高瓴资本及相关旗
下基金在医疗健康领域有非常
宽广和深入的布局，覆盖连锁药
店、医院、创新药、医疗器械、医
疗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数据显
示，高瓴在全球医疗健康产业累
计投资 160 家企业，其中本土企
业 100 家、海外企业 60 家。

过去两周以来沪指大涨 ，周
一创下年内新高 3458.79 点 ，离
两年前高位 3587 点只有 100 多
点 。 这样的涨势 ，相信在本轮涨
势中突破它也是有可能的。

本轮大涨 ，是在突破 240 周
均线后启动的 ，正如本栏之前提
示 ，突破 240 周均线是较可靠与
有空间的上涨信号 ，类似的情形
在 2014 年 10 月出现过。 这次表
现更为强劲 ，突破后还出现了突
破型周线跳空上涨缺口 ，令市场
表现更为凌厉。

这次大涨与去年年初那次
略有不同 ，那次反弹压力位显示
在 3587 点而未能突破 ， 这次反
弹显示在 3288 点 ， 因而过去两
周大涨已经突破了这一压力位 。
从这一意义上说 ，这次反弹更有
转势意义。 尽管后市或会出现一
定的回落整理 ，但持续上涨能力
还是值得期待的 ，未来的上涨空
间应该说已经被打开。

去年一季度大涨时波动空
间为 736 点 ，今年三季度大涨行

情再次启动 ，相信会有同样级别
的波动空间。 这意味着今年三季
度内 ，大盘有机会突破两年前高
位 3587 点。 在行情有预期空间、
成交持续活跃的前提下 ，相信后
市保持持续上涨的格局不变。

如果行情持续强劲， 突破两
年前高位 3587 点，或许也是本轮
涨势的目标， 毕竟目前离这一目
标只有 100 多点。 短线大盘下方
支撑在 3337 点，只要行情在这一
支撑下， 在调整来临前， 预料仍
有一定上涨空间， 不排除本周仍
会出现一根涨幅可观的阳线。

在大盘刚突破 240 周 均 线
的情况下， 从 5 周均线、10 周均
线排列看 ，这两条均线也具有持
续平稳向上运行的能力。 从月线
看 ， 本月行情也有突破 60 月均
线的迹象 ，这些迹象均预示季度
行情具备了持续上涨的能力 ，至
少它们的组合形态从技术上确
立了利多的方向。 这次涨势是否
是一波新牛市行情的开端 ，值得
投资者观察与判断。（赵穗川）

回顾今年上半年，在疫情影响
下全球资本市场振荡， 而 A 股表
现出良好的韧性，存在不少结构性
机会，医药、科技、消费等板块表现
出挑。 宏观环境和市场行情复杂演
绎，再一次凸显了专业机构的投研
优势，建信基金凭借长期以来良好

的投资管理实力，今年上半年持续
为投资者创造了可观回报。

银河证券的数据显示， 截至
6 月 30 日， 旗下建信高端医疗、
建信内生动力、建信创业板 ETF、
建信中证 1000 等 14 只基金产品
年内收益率超过 25%。 （杨广）

美团王兴高调“带货”
理想汽车即将赴美 IPO高瓴资本缘何喜欢医药板块？

拟斥资不超过21.73亿元，参与健康元定增项目

继凯莱英、华兰生物、凯利泰等之后，高瓴资本在医药领域再度大
手笔布局。 健康元（600380）发布公告称，该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 21.73 亿元， 发行股份不超过 1.69 亿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引入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

大涨过后涨势仍可持续

羊城晚报记者 莫谨榕 实习生 孔乐怡

建信基金“乘风破浪”为投资者创造回报

此前，高瓴资本已经通过同
样参与定增的方式买入多只 A
股，且获利不菲。

今年 2 月， 高瓴资本斥资
23.11 亿元购买凯莱英 1870 万
股的股份，定增价为 123.56 元。
今年 6 月，广联达完成去年推出
的非公开发行， 合计募资 27 亿
元， 其中高瓴资本大手笔 15 亿
元参与该定增，发行价为 50.48
元 ， 高 瓴 资 本 获 配 股 数 为
2971.47 万股。 今年 5 月，医疗
器械企业凯利泰推出非公开发
行股份方案，拟非公开发行股票
数量为不超过 5850 万股， 募资
不超过 10.96 亿元，其中高瓴资
本拟认购 2100 万股， 发行价为
18.73 元。 同月，国瓷材料也披
露定增预案，拟募集资金不超过
15 亿元， 其中高瓴懿成将认购
不超过 3120.46 万股，认购金额
不超过 6.45 亿元 ， 发行价为
20.67 元。 此前，高瓴资本还参
与了罗欣药业、爱尔眼科的定增

项目。
加上此次认购健康元定增

股票，据记者粗略估算，今年这
几起定增， 高瓴资本参与 A 股
上市公司定增的投资金额将超
过 70 亿元。 而整体上看， 今年
内的几起定增都给高瓴资本带
来较为可观的收益。

比如，2 月参与的凯莱英定
增项目， 其时定增价为 123.56
元， 而 7 月 13 日的最新收盘价
已达到 238.20 元， 累计涨幅达
到 92.78%。 广联达定增发行价
为 50.48 元， 最新股价为 75.13
元，累计涨幅达到 48.83%。凯利
泰定增发行价为 18.73 元，最新
股价为 30.69 元，累计涨幅达到
63.85%。 国瓷材料定增发行价
为 20.67 元， 最新股价为 37.31
元，累计涨幅达到 80.50%。

一直以来，高瓴资本就定位
为一家长期价值投资者。作为亚
洲地区资产管理规模最大的投
资基金之一， 在消费与零售、科

技创新、生命健康、金融科技等
领域内已经投资了一大批国内
外优质企业。

从近年的布局上看，高瓴资
本在 A 股更多选择自身具有资
源优势的医疗健康和科技领域。
比如，凯利泰主营骨科、运动医
学等领域的医疗技术创新及产
品研制， 凯莱英是一家 CDMO
（医药合同定制研发生产）企业，
国瓷材料则深耕“纳米级氧化
锆—氧化锆义齿材料”。

此次投资健康元，高瓴资本
也是看中了健康元在医疗健康
领域较好的成长空间。 来自天
风证券的研报显示， 健康元深
度布局吸入制剂， 步入产品收
获期， 有望成为国内吸入制剂
的龙头。 对公司呼吸板块的重
点产品进行了市场空间测算 ，
预计到 2025 年公司呼吸板块
产品收入将超过 50 亿元，净利
润有望超过 12 亿元，利润体量
堪比目前的健康元。

期股
势形

唐志顺 画

健康元受利好刺激开盘涨停

年内斥巨资参与 A 股定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