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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个”项羽
——观京剧《重瞳项羽》 □蔡体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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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点

第三届“包公杯”全国反腐倡廉
曲艺作品征集活动启动

新世纪以来，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卓有成效地全面展开，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
绩。短短十几年来，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经历了由以往的单项的选择性的项目保护
阶段，走上全国整体性、系统性的全面保护阶段、
科学保护阶段和以2011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
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为标志的依法保护阶段。
这一方面是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国际
范围内普遍得到重视；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近
些年来我国对文化的认知，特别是历史文化遗产
的认知，更具包容性的眼光。人类文化的深厚性，
是与人的整体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的。以人为本的
社会，必然尊重文化的多样性。而对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保护，正是适应了这样一种必然的要求。

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有一个
逐步深化的过程。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大兴
水利工程和旅游业的兴起，在世界范围内因此而
毁掉的古迹要远多于两次世界大战对古迹的破
坏。埃及在尼罗河上游修建了阿斯旺水坝，致使两
座千年神庙毁于一旦，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为了
保护人类文化与自然遗产，使之免于毁灭，1972
年 11月 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通过了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该公约规定保
护的对象是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公约中提到的

“文化遗产”只包括“文物”、“建筑群”和“遗址”三
类，显然它并不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
遗产，是人类通过口传心授而世代相传的无形的、
活态流变的文化遗产。由于这种无形的、活态流变
的文化遗产深藏于民族民间，是一个民族古老的生
命记忆和活态的文化基因，因此它体现着一个民
族的智慧和民族的精神。人类这一伟大的精神创
造，其内容和内涵要比物质遗产更为丰富多彩，更
加博大深厚。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第 32 届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
约》，该公约详细地界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
以及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世界范围内开展抢救和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人类为保护自己的精神家
园而开展的一项极其伟大的文化传承工程。

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所拥有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确实是绚丽多姿、异彩纷呈。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渊源于中华五千年文明，
深深植根于民族民间，是中华民族身份的象征，
是培育中华民族认同感的宝贵资源，是促进民族
团结、保持国家统一的坚实基础，是凝聚全国各
族人民的重要力量。保护好、利用好中国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对于民族精神的凝聚和延续，对于
当代文化创新，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都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作用。

中国自古就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
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对民
间歌谣进行记录整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
些土风歌谣与其中的正声雅乐及宗庙祭祀的舞
曲歌辞汇集为一，汉代以后竟逐渐成为士子无不
研读之“经”。它在收集、整理和保护传承民族民间
文化方面所形成的传统，对中华文化的发展有着
深远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以10套“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等为代
表性成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工作取得了重要
的成绩。但真正意义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的深入开展，还是新世纪以来的事情。以 2001
年我国的昆曲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为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为开端，以2003
年文化部、财政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文联联合启
动实施的为期 17 年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
工程”为标志，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逐步走上全面的、整体性的保护阶段。

2005 年 3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
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同年

12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
通知》。这两个文件的颁发，对于唤起全民族对祖
先留下的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增
强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起到了重要
的作用。2006年元宵节，由文化部等国家九个部
委联合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和中国国家博物馆
承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在中
国国家博物馆成功举办，社会反响热烈。紧接着，
在2006年6月10日，我国迎来了第一个“文化遗

产日”，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响应。2011年2月25
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在今
天，依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已日益深入
人心，并具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在全社会普遍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并取得重要成绩的情况下，我们应清醒地看到，
现代工业的迅速发展、现代交通的拓展和延伸、
计算机网络的密集化、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向、
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迁徙和结集、旅游业发展的
持续高涨等，使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出现了
更多的困难，保护工作形势十分严峻。人们在创
造新的文化的同时，也在消解着珍贵的传统文化
遗产。为了进一步增强全社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自觉性，提高人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
保护工作意义的认识，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工作真正走上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合理化的
轨道，我们有必要重视和加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
产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加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中出现的各种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思
考和总结。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到底有什
么样的价值？今天我们下这么大的力气来保护它
究竟有什么意义？怎样区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
质文化遗产以及自然遗产、文化景观遗产、自然与
文化双重遗产等多种遗产类型的关系？非物质文
化遗产本身如何进行科学的分类？中国和国外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与现状如何？应该怎样
对我国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科学、合
理的保护，而不是盲目地、非科学地甚至是破坏性
地保护，等等。这些问题是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中迫切需要从理论上进行回答的问题。
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十分浩

大的、极其复杂的文化传承工程，其难度确实是
非常之大。实施保护工作，首先要对全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进行普查，其次是在普查和科学认
定的基础上，建立起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体系，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
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保护方针和“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
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的原则，以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和传承人为核心，最终建立起科学而
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机制。像这
样一个长期而复杂的文化系统工程的实施，离不
开切实的科学的理论指导。同时，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的理论建设，也应是整个保护工程的一个
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概
论》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历经两年的时间编
撰完成，并由文化艺术出版社于 2006 年 10 月出
版，这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基础理论研究领域，无
疑具有开拓性的意义。2008年，为适应高等院校
教学的需要，该书按教材体例进行了调整，由教
育科学出版社作为教材出版。鉴于2011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颁布，以及近
几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践的深
化，有更多的实践经验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概
括，该书的作者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新
的发展的启示，再次对全书作了认真的修订，仍
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站在历史与文化的总体高度，从国际国
内两个视角，全方位地、系统而深入地回答了人们
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关心的一系列问题，
而且还切实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工作
提供了宏观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可以说，这样系统
的概论性著作的问世，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乃
至文化遗产学这样一些应时而兴、急切需要、很有
前途的新兴学科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尝
试和有益的探索。尽管这种尝试和探索没有止境，
但迈出第一步，总是重要的。

“非遗”理论建设的可贵探索
——写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修订版）》出版之际 □王文章

■书林漫步

在中国舞剧创作领域，如果说有一位年
逾古稀的艺术家最具持之以恒的创新精神，
那一定是肖苏华。前不久，除了为辽宁芭蕾
舞团在国家大剧院演出《斯巴达克》牵线搭
桥之外，肖苏华更大胆的挑战是他在北京舞
蹈学院的冬季演出季上推出了原创新作《听
说爱情回来过——白蛇后传》。

某种机缘巧合，在刚刚过去的蛇年，话
剧和舞剧都推出了最新版本的“白蛇传”，均
基于作为现代文艺的定位。其实，先于李碧
华1986的小说，林怀民1975年的舞剧《白蛇
传》中，青蛇的形象就已被改编了，青蛇成为
了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独立女子。如果说林
怀民当年是“情欲挂帅”，而2013年田沁鑫的
话剧版《青蛇》则更完整探讨了“情欲过后”
的出路，那是一种对情欲、情爱与大爱的反
思，青蛇甚至逐渐成为一位具有妖性、人情、
佛心三位一体的女人。

《听说爱情回来过——白蛇后传》是肖
苏华与现代舞专业10级学生们共同完成的
一部舞剧，该剧采用了类似“母题发散”的思
维方式，并没有以民间文学《白蛇传》中的任
何一个人物和事件为中心，而是通过三个时
空情境的建构，设计出了小白们、小青们、许
仙们、法海们的群像，触碰了曾经的情殇禁
区，打破了舞剧角色善恶二分的范式，同时，
还拆解了人、妖、神的界别关系，使剧中人具

有了超越角色和性别的特征，一切都回归真
实的人性。

当然，小青的率真和许仙的懦弱仍被保
留，所不同的是剧中对小白的设计。不过，肖
苏华所做的不只是为了彻底颠覆白蛇在人
们心中纯洁忠贞、勇敢顽强的形象，而是借
小白来实现对社会转型中一种人格模式的
群体反思。因此，该剧最大的突破便在于对
法海非形象化的处理，法海是虚，却无处不
在。发生在白蛇们和许仙们之间跨越时空的
不同爱情，却受制于法海隐喻下的转型社会
的外力左右，成为牺牲品。在爱情与时代潮
流的交错中，小白们每次都放弃了爱情，无
论是五四运动的爱国学潮，还是市场经济下
的物欲大潮。

爱情消失了，难道要去怪罪小白们对爱
情的背弃？这背后深刻的根源是什么？别看
小白们每次都澎湃地站在社会思潮的风口
浪尖，然而她们是最没有信仰的一群人，
最容易随波逐流。对这些人而言，“就连最
美好的爱情都会被左右，更何况其他”，肖
苏华这样说。然而，小白们、小青们和许
仙们又都是些可怜人，有着最本真的情
感、名利或欲望追求，却又受困于现实，或
从众，或逃避，或怯懦，他们是现实的最大多
数人。这些爱情的消逝不仅仅是性格悲剧，
它是肖苏华那一代人最真切、最深刻、最刻

骨铭心的人生体会。
在该剧中，仍能感受到肖苏华对《斯巴

达克》的致敬，因为他推崇格里戈罗维奇重
视音乐交响与戏剧结构紧密结合的理念。不
过，与《斯巴达克》音乐奏鸣曲式结构不同，

《白蛇后传》有着三段体回旋曲式结构，民间
传说中的小白、小青与许仙的三人行并非是
回旋曲的主题，而只是“插部”，象征法海的
时代浪潮群舞才是“主题”，然后导引出了他
们各自的现代化身——小白们、小青们和许
仙们。这几组现代化身的三人关系由三段不
同时空的三人舞来表现，交织着小白和许仙
的爱情双人舞和小青的独白。有一个细节比
较独到，在三段两个完全不同的时空叠加中，
许仙的眼里始终只有小白，小白却反复地言
左右顾其他，小青则一如既往地默默注视许
仙，三人的视线并没有交集。当代时空中，小
青吟诵着张小娴的爱情诗歌“想要汤不洒出
来，秘诀是不要盯着那碗汤……你想得到他，
便不要望他一眼”，舞台上行为、语言和心理
的反差把情感的纠结表达得恰到好处。

有关爱情选择的主题周而复始地循环
往复，通过不同的音乐风格、编曲和动作设
计，使前后形成联系和对比。群舞终成为推
动整个舞剧发展的动力。他们总是迅疾地奔
跑，在舞台上穿梭，容不得片刻停留，动作高
度一致，力度和速度的变化给人带来时代更
迭转型的紧张感，个人的错爱、失恋与单恋
似乎变成了微不足道的东西。

三人的关系发生着重置。许仙每次都先
选择了小白，后来却又与小青在一起，惟独
最后一次，通过小白的自省，结局呈现出更
为开放的可能性。可见，肖苏华对人性并不
悲观，小白在断桥上的回归则代表一种可贵
的自省。作品尾声，肖苏华并未回到“主题”
或“插部”，而是用“小丑舞”做了延伸。欣赏
这部作品，每个观众都可以叩问自己的心
灵，你会是哪一个？或许你不愿被标签，但至
少可以默默在心中进行判断，那尾声中满台
苦涩笑容的小丑，你认为他们会是谁？看来，
肖苏华并不是要让观众去体验三段爱情，更
不是希望观众被感动被触动，而是以“间离”
代替以“共鸣”为核心的移情，达到深刻反思
社会对于人格模式形成的作用。

看小白、小青和许仙们如何“爱过”
——评现代舞剧《听说爱情回来过——白蛇后传》 □慕 羽

于坚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说梵高：“他
是人群中的先知。像上帝一样，总是上了十
字架，人们才发现，上帝就住在我们隔壁。”
住在尘世“隔壁”的这位艺术上孤独的先知
他衣衫褴褛入不敷出需靠弟弟提奥的资助
方可过活，他在贫穷和世俗道德的围追堵
截下创作出绚烂惊人的艺术世界，这些一
张也没卖出去的画作像神的长明灯一样烛
照出我们的凡俗与贫困。这正是话剧《燃烧
的梵高》传递给观众最直接的印象。

“当我画一个太阳，我希望人们感觉它
在以惊人的速度旋转，正在发出骇人的光
热巨浪；当我画一片麦田，我希望人们感觉
到麦子正朝着它们最后的成熟和绽放努
力……”这样诗意浓烈的自述，恰如他的绘
画，热烈、跃动，像火焰般发出光芒。《燃烧
的梵高》是国内第一部关注梵高精神世界
的话剧作品，作为北京人艺2013年原创小
剧场剧目，曾在京津两地两度上演。在话剧
舞台上呈现梵高这样一位深刻影响了 20
世纪绘画史的艺术家的精神世界并不是件
容易的事，尤其是对于他的绘画艺术世界
的展现将是个难题。况且，梵高的人生故
事缺乏跌宕起伏的戏剧化效果，该剧如何
述出深意、述出新意才是关键所在。

整部剧作带有强烈的文献剧色彩和突
出的纪实风格。作者截取了梵高一生当中
最后 10年里的 6个横切面，用真实生活片
段展现梵高 27岁开始尝试画画到 37岁自
杀这段珍贵的艺术生命历程。梵高的扮演
者王劲松成功演绎出了梵高激动、热情、略带神经质的
精神气息。

该剧导演处理和舞美设计，一反任鸣贯常在大剧场
中坚持的现实主义风格，空空的舞台上大写意式自由跳
跃的场景转换，在虚实相间中，三块白布上不断变化着
与梵高创作相呼应的色彩与速写，既表达时空又烘托氛
围，更重要的是非常恰当地表现出梵高心理节奏的变
化。多媒体投影的运用，既成功参与了叙述又毫不突兀
或抢夺演员的表演。在这里，精良壮观的多媒体特效所
投射出的色彩和图画均取自梵高画作，有着动人心魄的
艳丽和热情，很巧妙地诠释了梵高的内心世界。梵高的一
句话正好可以诠释这种处理：“颜色不是要达到局部的真
实，而是要启示某种激情。”服装化妆简单自由而妥帖，并
不刻意追求复古，更重在追求与人物精神的契合度。王劲
松富有激情的表演也重在表达出人物“不疯魔不成活”的
性格。来自内心体验的现实主义表演风格中，扎实的台词
功夫和富于变化的丰富表情，令王劲松做到了表演上的

“当众孤独”。梵高越是滔滔地诉说和奔走，越是让你感到
他是这世界上最孤独的一个人，先知的孤独。此外，王劲
松的表演时而有一些夸张的漫画式的肢体动作来展现
艺术家天然无矫饰。全场最美妙的一个场景就是，梵高

头戴草帽，夸张而快乐地走在热烈浓郁的黄绿
色麦田里。“在炽烈的阳光下，没有一丝阴影，就
一个人，像一只蝉在阳光里狂欢”（梵高语）。然
后，梵高蹲下来，与一只蜜蜂滔滔不绝地对

话……这已经是梵高生命的终点，临界点。自杀的枪声
后，一幅幅梵高自画像投影在幕布上，不同时期的梵高，
青春的安静的深邃的苍老的饥饿的生病的残耳的……
先知是孤独的，除了与自然为伴，除了与真理为伴。

整体来看，该剧空灵、精巧、富有诗意，有着四两拨千
斤般的举重若轻，导表演者之间的默契引领，为我们打开
一扇通往一颗高贵、炽热而单纯的艺术之魂的大门。从事
文学艺术工作的人，最需要的莫过于拥有这样一颗赤子
之心。优秀的文艺作品，正应该演绎这样一种观众与人物
灵魂的深刻相遇。一个灵魂绘画者所展现给我们的惊人
力量，如刀锋般锐利或明晃晃，直抵我们的内心深处，挥
开盘旋在我们心灵上空的物欲迷雾。尤其是在抵抗拜物
倾向对文化艺术领域侵蚀的氛围里，强调艺术和艺术家
身上所蕴藏的精神力量是十分必要的。康定斯基在《艺术
中的精神》中说：在精神的追求中艺术家须得从科学规范
或任何物质约束中解脱出来，达到完全的自由。当心灵的
力量增强，艺术的力量也必会增强。

我们的戏剧舞台目前最需要的就是这样质朴、纯粹
的精神力量的鼓舞，需要高品位的文化追求和艺术创造。
梵高早就说过：“没有什么不朽的，包括艺术本身。惟一不
朽的，是艺术所传递出来的对人和世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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