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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文化系列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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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文联主办的中华经典系列咏
诵作品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近年来，弘
扬中华民族文化、传承普及国学的活动
不断兴起。中国文联 2008 年启动了中华
经典系列咏诵项目，先后推出了“和韵天
歌——感悟《道德经》咏诵会”、“东方神
韵——《诗经·风》咏诵会”、“兵道——

《孙 子 兵 法》情 境 咏 诵 剧 ”、“ 杏 坛 花
语——感悟《论语》大型交响组歌”等，原

创国学经典主题歌曲100多首，累计在海
内外演出17场，引起较大反响。

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提出，用艺
术形式解读国学经典颇具创新性，不仅
能展现中华经典的思想精髓和文化神
韵，还能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
力，有利于引导人们从优秀的民族文化
传统中汲取营养。系列咏诵项目以演唱
和朗诵为最基本表现形式，用老百姓喜

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传达深刻的思想内
涵。这些咏诵作品的总体基调可以概括
为庄、雅、朴，实现了思想性、艺术性、观
赏性的较好统一。

注重对国学经典的“感悟”是该项目
的特点之一。主创人员从历史与现实、社
会与人生的思考出发，紧扣时代脉搏，
让国学经典的思想与当代人的心理需求
和价值取向产生碰撞，形成共鸣。与会
者认为，系列咏诵作品将国学经典用现
代舞台艺术的形式呈现出来，对于打破
古今中外的语言藩篱、传播中华文化十
分有益。

（李晓晨）

中华经典系列咏诵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

让国学经典与时代同行

由重庆广电集团（总台）、北大
青鸟音乐集团、环球电广及青橙时
代联合出品的全国首档表演类真人
秀节目《中国梦工厂》启动新闻发布
会日前在北京举行。该节目紧扣“中
国梦”的主题，以梦想、励志、奋斗、
正能量为核心，跳出了目前国内电
视界以歌、舞为主千篇一律的大型
节目形态，以表演类真人秀的独特
定位，力求打造差异化、独有性、国
际化的产业链品牌节目形态，是重
庆卫视今年第四季度倾力打造的一
档全新的电视节目。

据悉，《中国梦工厂》为全程录
制，共制作 17 期节目，分别由海
搜、大淘沙、梦想学院和总决赛 4
个阶段组成。其中，在海搜阶段，节
目组将跨出国门，走进韩国和美
国，为拥有表演梦想的华人提供梦
想机会。节目将于 10 月 19 日在重
庆卫视首播。 （晓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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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威尔第诞辰 200
周年折子戏音乐会8月22
日至 23 日在国家大剧院
歌剧院上演。音乐会上，实
力派歌唱家相继登场演绎
了威尔第 10部重要作品，
包括《茶花女》《弄臣》《阿
依达》《安魂曲》《麦克白》
《唐·卡洛》《游吟诗人》《命
运之力》《西西里晚祷》和
《法斯塔夫》等。让中国观
众在最短时间里，全面了
解了威尔第的精神世界和
传奇一生。音乐会由乌戈·
德·安纳执导。演员张国立

“零片酬”加盟,首度登台国
家大剧院，以简短精练的
语言介绍了每一个演出曲
目的情节背景。

为纪念评书表演艺术家连阔如
诞辰 110 周年，连派评书再次与京
剧合作，日前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
为观众奉献了一台极具特色的京剧
评书演出。此次演出与以往最大的
不同是，评书与京剧不再只是相互
穿插，而是让说书人与京剧演员同
台，在一问一答间解析人物。连阔如
是北京评书艺术的一代大师，是新
中国曲艺的代表人物，也是杰出的
曲艺改革家、社会活动家和作家、民
俗学家。他致力于曲艺的去旧革新、
继承发展，是新中国曲艺事业的开
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演出中，连丽如、李菁、王玥波，
京剧演员孟广禄、杨少鹏、王佩瑜等
先后上台用评书、京剧两种方式评
述三国这段历史。演出最大的亮点
当数连丽如与李杨在台上的一问一
答，连丽如以说书人的身份出现，与
曹操（李杨扮）用京白、韵白两种方

式对话。
此外，由中国曲协、北京市文联、中华书局、北

京市非遗保护中心、东城区文委、西城区文委共同
举办的纪念连阔如诞辰 110周年座谈会已于 8月
7 日在京举行。会上，中国曲协主席姜昆，作家苏
叔阳，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中国出版集团副总
裁李岩，《醒目惊天连阔如》作者彭俐，连阔如之
女、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分别畅谈了他们心目
中的连阔如。欧阳中石、谭元寿、蓝天野、爱新觉
罗·启骧、阎崇年、马未都、陈涌泉、常贵田、师胜
杰、李立山、瞿弦和、李滨声等 180 余位文艺界知
名人士，以及董耀鹏、刁惠香、曲华江、李金斗、徐
俊等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座谈会。 （徐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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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文联、中国剧协主办，全国各
省区市戏剧家协会、总政宣传部艺术局
协办的“中国戏剧梅花奖创办 30 周年系
列活动”将于8月31日在北京拉开帷幕。
本次活动将本着喜庆、节俭、公益、惠民
的精神，力求让更多的普通群众走进剧
场，共享戏剧艺术的独特魅力。

8 月 31 日晚，由中国戏剧梅花奖艺
术团汇报演出的《梅花赞》 专题晚会将
在北展剧场举行。虽名家荟萃，但属公
益演出，不计报酬，并将邀请一线的工
人、战士和农民工等基层民众观摩。9月
1日和2日，将分别召开中国戏剧梅花奖
创办30周年大会和研讨会。届时，戏剧
专家与梅花奖演员齐聚一堂，回顾新时

期戏剧艺术的优秀成果，探讨梅花奖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与时俱进之路。9月初至
9月底，将有 28台来自各地的精彩剧目
晋京演出。这些由梅花奖演员主演的、
荣获过国家级多项大奖的优秀剧目，代
表了近年舞台艺术的成就，尽展梅花奖
演员的艺术风采。届时，500余名梅花奖
演员将齐聚京城。此外，中国剧协还编
辑出版了大型画册 《梅花谱》。全书汇
集了26届634位梅花奖获奖演员的艺术
简介、近 5000 幅剧照和生活照，展示了

“梅花”们的舞台魅力和个人风采，图文
并茂，蔚为大观。

1983 年，经历了 10 年浩劫的中国戏
剧舞台萧条沉寂，演员青黄不接。为了鼓

励中青年演员迅速成长，让戏剧表演艺术
重新焕发青春，中国戏协主办的《戏剧
报》（即《中国戏剧》杂志前身）以“梅
花香自苦寒来”为寓意，设立了我国第
一个以表彰和奖励优秀戏剧表演人才的
奖项——梅花奖。从第14届起，由中国
文联和中国剧协共同主办。如今梅花奖
进入“而立之年”，共评出了 26 届，涵
盖58个剧种，33个省、市、自治区 （包
括港澳台）的戏曲、话剧、歌剧、舞剧等获
奖演员634人，其中包含梅花大奖7人；两
次荣获梅花奖44人（包括二度梅42人，跨
剧种2人）。如今，梅花奖获奖者大多已成
为当代戏剧领域的生力军，成就了当代戏
剧舞台的繁花似锦。 （徐 健）

中国戏剧梅花奖创办30周年系列活动拉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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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点

在当下的电视荧屏，综艺娱乐节目无疑
是所有节目类型中创新意识最强、受众面最
广且兼具平民情怀的节目领域，但由于播出
过于集中（短时间内形态类似的节目播出扎
堆、同质化严重、海外引进模式单一化），过
于传达“急功近利”、“唯名利是图”的价值
观，造成了电视文化生态的恶化、电视文化
身份的遗失。如何看待当前综艺娱乐节目的

“火爆”，其背后又折射出当前电视文化生态
中存在的哪些深层次问题？

是什么助推综艺
娱乐节目的“火爆”

电视综艺节目的“火爆”有以下两个主
要原因：

第一、彰显电视台的实力与品位 打造
一档到两档在全国叫得响的综艺娱乐节目
是众多电视台和频道的文化追求和产业理
想。众所周知，既能体现市场化运营能力又
能彰显整体实力的节目只有电视剧与综艺
娱乐节目两类。纯粹“制播分离”的电视剧基
本体现的是电视台的资金实力，而难以体现
频道的制作实力，与频道品牌构建也形不成
强相关关系；大部分综艺娱乐节目虽然在实
际运作上注重市场化，但播出平台的惟一性
与独家性则保证了它与频道品牌构建之间
的强相关关系。在各省级卫视中，湖南卫视
凭借《天天向上》《快乐大本营》等综艺类节
目在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群中积累了不错
的口碑；江苏卫视凭借系列益智类节目、浙
江卫视凭借《我爱记歌词》和以《中国好声
音》为代表的赛季类节目也后来居上，赢得
了不少观众的喜爱，产生了良好的播出效
益。这些节目的成功都离不开准确的节目定
位、灵活的制作方式、喜闻乐见的内容形式，
当然关键还是要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追求和
文化品位，而这恰恰是综艺娱乐节目能够赢
得观众、赢得口碑的关键所在。

第二、观念变化多端，形态丰富多样，便
于市场选择 近 20 年来，国内综艺娱乐观
念更迭频繁，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占主导的

“综艺表演”，过渡到世纪末的“游戏、益智”，
进入新世纪后又以“真人秀”为主导。即使推
崇“真人秀”的十余年中，每年荧屏的热点也
都不同，如最初的 2001 年至 2002 年，是以

《生存大挑战》为代表的野外生存类节目崭
露头角，到 2004 年至 2006 年，转而掀起以

《超级女生》为代表的全民选秀热潮，选秀热
潮退去后形成2009年以《我爱记歌词》为代
表的歌唱对抗类娱乐节目、2010年以《非诚
勿扰》为代表的婚恋交友类娱乐节目、2011
年以《非你莫属》的职场挑战类娱乐节目、
2012年以《中国好声音》为代表的音乐选秀
类节目。2013年模式类娱乐节目集中爆发，
先是掀起了以跳水、歌唱为代表的明星竞技
类热潮，后是以音乐选秀为主体的赛季类模式节目。应该客观
地说，这些频繁更迭的娱乐观念和形态极大地满足了观众的
收视新鲜感。这里，综艺娱乐节目的形态多样性是它不断走红
荧屏的原因之一，它既包括娱乐资讯、娱乐谈话、专业表演、综
艺娱乐等常见样式，还包括游戏竞技、益智博彩、才艺竞秀、
技能挑战、婚恋交友等诸多真人秀、赛季类节目，甚至还包括
情感故事、身份置换等纪实类节目，节目形态的多样性，保证
了综艺娱乐市场出口众多，年年改头换面年年都有热点。此
外，海外引进节目的本土转换也在改变综艺娱乐节目的生态
构成，一定程度上助推着该节目的制播“火爆”。在这样的背景
下，国际标准成为业内的制作标杆，国际水准成为电视的努力
方向，这也是近年来中国电视综艺娱乐节目制作精细化、精致
化、精品化的重要推手。

目前，电视正面临着新媒体的强势挑战，综艺娱乐节目就
是应对其挑战的主要武器。无论是电视台发展还是观众收视
需求，无论是形态的生命力还是媒体间的竞争需要，综艺娱乐
节目都有理由成为电视台的重要着力点。

本土节目模式有很大的创新空间
诚然，当下综艺娱乐节目的问题不少，在时间上这些问题

存在不是一天两天，在空间上更可能是整个电视行业普遍存
在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恣意传播“追名逐利”的价值观会对社会产生误导
和负面作用 提到娱乐选秀节目，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
一句话：“出名要趁早”，但这从根本上讲并不是一种值得提倡
和广泛传播的价值观。应该说，所有电视节目在某种意义上都
是一种价值观的传播载体。然而，中国电视荧屏上很多节目的
价值观并不明晰，甚至有些无序、混杂，但“出名要趁早”的理
念却是深入人心的，一些严肃类、文化专题类节目建立起来的
精神家园、社会正能量，很可能会被娱乐节目中露骨的“追名
逐利”所摧毁。

第二、娱乐化与低俗化并行，电视文化生态趋向恶化 生
态的要义在于多样性和丰富性。近年来电视文化生态的多样
性与丰富性正在被娱乐化与低俗化所改变。娱乐节目的主要
手段当然是娱乐化，除了传统的表演、音乐、跳舞等艺术形式
外，婚恋、交友、情感、技能、成长、求职、创业等等非传统内容
都有可能成为娱乐的对象。娱乐化必须要以“通俗化”的面貌
示人，但最终“通俗”总是难免沾染上“低俗”、“恶俗”、“庸俗”
之气，“三俗”之名由此得来。娱乐无边界直接导致电视娱乐功
能的放大，通俗无底线则直接导致电视文化生态的恶化。社会
责任不是一句空话，尽管它不可能是娱乐节目的惟一担当，但
娱乐节目无疑有责任、有义务做到雅俗共赏、喜闻乐见，以一
种健康和负责任的面貌示人。

第三、过于集中引进海外模式反衬电视创新整体乏力 创
新的本质在于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优到特。应该说，海外节
目模式近年来集中引进中国，首先解决了中国“从无到有”的
问题，但这仅仅是创新的第一个层次，其中的部分模式节目实
现了“从有到优”的第二层次，如《中国好声音》等，但“从优到
特”目前基本还处于空白，要做到“特”肯定不再是直接从海外
引进，而是要扎扎实实地进行本土创新，总之就是要为中国最
为独特的文化资源找出一套最有效的表达方式。今年的暑期
特别节目《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央视科教频道）、《汉字英雄》

（爱奇艺与河南卫视共同打造）就已经有了一点本土创新的意
思。从节目类型、内容设置、观众参与、文化含量上看，都有效
规避了时下娱乐节目的类型模式。本土节目模式创新的空间
很大，关键是要找到节目制作、文化传播、受众接受、市场认可
之间的平衡点。在这一方面，电视人还需要进一步努力。

《费加罗的婚礼》是西洋歌剧中著名的爱情戏，取材于
法国喜剧作家博马舍的同名原著（或名《狂欢的一天》），莫
扎特作曲，分为4幕，1786年5月1日在维也纳用意大利语首
演，作曲家亲自指挥。它在创作上受到帕伊谢洛《塞维利亚
理发师》的启发，在听过这部歌剧后的次年，莫扎特请求宫
廷诗人达·庞特创作《费加罗的婚礼》的剧本，作为前者的续
篇。因讽刺封建贵族，博马舍的原剧被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
世在维也纳禁演，但达·庞特的多次出面争取终于让皇帝口
头批准改编后的歌剧上演。虽然宫廷里的权贵施展各种阴
谋阻挠这部歌剧，但它得以如期演出并名噪一时，之后在布
拉格的演出更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以至于当地的人们在
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谈论、传唱该剧中的段落。时至今日，

《费加罗的婚礼》是莫扎特最受欢迎的歌剧之一，同时也是
世界各大歌剧院的保留剧目，里面的一些经典唱段深受歌
唱家赞赏。

《费加罗的婚礼》的内容略显复杂，大体讲述了身为仆
人的费加罗克服重重刁难与阻碍，最终与心爱的苏珊娜喜
结连理的故事。剧中的费加罗很大程度上是莫扎特自身处
境的写照：费加罗是位效忠于贵族的仆人，而身为音乐家的
自己也只是被视为供贵族们娱乐消遣的“高级仆人”。莫扎
特借助费加罗这个角色宣扬了自己的价值观，即对忠贞爱
情的渴望、对权贵的一种带有机智但不暴烈的蔑视与反抗，
以及对独立人格和社会地位的追求。让我们跳出那个时代，
即使放在所谓“爱情贬值”的现代社会，爱情实际上也不是草
率或轻浮的，它非常可贵，理应珍惜。

日前，国家大剧院版《费加罗的婚礼》在京上演。此版演
出最大的优点就是忠于原著、尊重传统、中规中矩。也许有
些人看来这样做有些保守、缺乏特色，但笔者认为，这种制
作方式非常适合现阶段在中国演出。毕竟歌剧是西方文化
的舶来品，并非生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加之中国观众接触
歌剧的机会比较有限，也没有形成相应的文化传统。与之相
对的是，《费加罗的婚礼》这部经典歌剧是西方国家众多歌
剧院的保留剧目，前后上演了200多年，已经形成了非常深
厚的文化传统，在有些歌剧院甚至可以每年看到。因此，还
处于在中国推广普及歌剧的阶段，大剧院版《费加罗的婚
礼》的制作方式恰逢其时，有利于观众正确理解这部歌剧的
时代意义。

大剧院版《费加罗的婚礼》的舞台布景精致考究、服饰
赏心悦目、灯光搭配得当。笔者尤其喜欢这出戏的舞台装
置，导演的御用舞美师朱利亚诺·斯皮内利采用了空灵简
约又优雅大方的布景，完美再现了17世纪中叶西班牙精美
的贵族城堡，他巧妙地将舞台分为几块，通过旋转的方式
做到歌剧各幕之间的场景转换，这样既节省了时间和人
力，合理利用了舞台空间，也让观众感到顺畅而自然。布
景、服饰和灯光等元素都是按照那个时代和地域（17世纪的
塞维利亚背景和18世纪末期维也纳的歌剧舞台）的审美习惯
制作的，不难看出，从导演到剧务、从指挥到歌唱家，每一位
剧组成员都表现出了对原著的理解，并付出了巨大的努

力——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制作缺乏特色或创新。实际
上，即便是同一部歌剧，任何两次演出都不会拥有相同的制
作，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剧院版《费加罗的婚礼》是一个除音
乐之外的全新创作。

导演何塞·路易斯·卡斯特罗出生在塞维利亚，“一座有
趣的城市，那里出名的是橘子和女人——没有见过这座城
市的人真是可怜”。作为歌剧主人公费加罗的“老乡”，卡斯
特罗对故事发生地的历史文化和这部歌剧本身拥有深刻的
理解和浓厚的感情，而他对费加罗与生俱来的亲缘感是其
他导演难望项背的。在卡斯特罗看来：“这部歌剧中的所有
主要人物，费加罗、苏珊娜、伯爵与夫人等等，他们之间所发
生的一切讽刺、吃醋、戏谑、怀疑、哀怨、醒悟等等，其实都是
围绕着一个‘爱’字而展开，只不过，在不同的人物和不同的
情节发展上，‘爱’体现了不同层次不同侧面而已。”的确，我
们在剧中能够找到一些关于挟势弄权、尔虞我诈的情节，但
这些与权力政治色彩相关的元素在剧中并不占有主要地
位，贯穿始终的主题还是爱情，笔者相信这不仅仅是导演的
看法，更是作曲家的初衷。在创作时，歌剧的情节发展始终

围绕着“爱情”这条主线：为了自己对苏珊娜忠贞不渝的爱，
费加罗始终在想办法避开玛赛琳娜的逼婚；年轻的凯鲁比
诺总是急切地迷恋剧中的女性，但他太年轻了，还不懂得什
么是爱情；在对原有的爱情感到厌倦后，拥有权势的伯爵便
开始干涉别人的爱情；罗西娜和苏珊娜在夜色中换装，也是
为了检验自己的丈夫或情人是否忠贞。

在演绎时，歌唱家们（同时也是演员）完全融入到一幕
幕充满爱意的场景中。多疑而报复心强的伯爵、幽默的费加
罗、善良的苏珊娜、情窦初开而又有些冒失的凯鲁比诺，歌
唱家们用熟练的动作、默契的配合、圆润的歌喉，顺利圆满
地完成了演出。

与威尔第的悲天悯人、瓦格纳的生离死别、多尼采蒂的
多愁善感、普契尼的悲欢离合不同，《费加罗的婚礼》诙谐机
智、幽默生趣，令人捧腹。相对于我们复杂的现代社会而言，
该剧的故事也许有些“小儿科”，笑点似乎也不够高。但作为
一部富于时代性和进步意义的作品，它充分展现了那个年
代欧洲的社会生活和城乡风俗，字里行间影射出社会表层
背后潜伏的危机和矛盾。

尊重传统有益于歌剧推广
□张 鹏

歌剧是舶来品，相较于其他的舞台演出形式，中国观众接触歌剧的机会有限，也没有形成相应的文化传统。可以
说，中国仍处于推广和普及歌剧阶段，国家大剧院版《费加罗的婚礼》的制作方式恰逢其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