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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系列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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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文联、中国曲协、江苏省文联、中共连云港市委、
连云港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八届中国曲艺节日前在江苏省
连云港市举办。

本届曲艺节以“汇聚优秀曲艺人才、展现曲艺新人新
作、交流创作表演成果、推动曲艺繁荣发展”为主题，来自全
国各地的500多名老中青曲艺家和曲艺工作者为连云港及
全国观众奉献了 10 场风格各异、精彩纷呈的演出，主要包
括开、闭幕式惠民晚会，6场专场演出，两场“送欢笑到基层”
慰问演出和 1场学术研讨活动。其中，6场专场演出特色鲜
明，分别是：越来越好——中国广播艺术团相声小品专场；
幸福快车——中国铁路文工团相声专场；江北和声——第
八届中国曲艺节北方曲艺专场；江南雅韵——第八届中国

曲艺节南方曲艺专场；笑动青春——第八届中国曲艺节小
剧场优秀相声专场；由河南省歌舞演艺集团出品、河南省曲
艺团演出的原创方言剧《老汤》。学术研讨活动中，与会者以

“核心价值观与优秀传统曲艺”为题，从曲艺价值引领的作
用，曲艺创新，曲艺小剧场的生命力、竞争力与引领力等方
面进行深入研讨，总结曲艺特点规律、化解曲艺成长中的烦
恼、谋划曲艺发展思路。

中国曲艺节是中国曲协的重要品牌活动，是我国曲艺
界规格最高、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国家级曲艺盛会。自
1990年首届中国曲艺节在南京成功举办以来，已经成为推动
曲艺改革、检阅曲艺队伍、交流创演经验、集中展示成果的重
要平台和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载体。 （曲 文）

第八届中国曲艺节在连云港举行

今年正值新中国成立65周
年，也是中国文联、中国舞协成
立65周年的日子。为了庆祝纪
念这一时刻，由中国文联、中国
舞协主办，中国文联舞蹈艺术中
心承办的“舞动中国梦——庆祝
新中国成立65周年舞蹈精品晚
会”近日在中央民族歌舞团民族
剧院举行。

晚会得到了总政歌舞团、海
政文工团、中央芭蕾舞团、中央
民族歌舞团、解放军艺术学院、
北京舞蹈学院、上海戏剧学院、
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吉林市
歌舞团、内蒙古民族歌舞剧院等
国内优秀的艺术院团和高校的
演出队伍的鼎力支持，他们分别
上演了代表中国舞蹈当今最高
艺术水准的舞蹈精品佳作《新军
靴》《龙飞凤舞》《黄河》《红色恋
人》《八女投江》《士兵与枪》《堂
吉诃德》《秦俑魂》《闪舞丹青》
《东归兄弟》《翻身农奴把歌唱》
《风中刀郎》《满江红》等作品，这些节目都是近年来在全国各大舞蹈赛
事获得金奖的佳作，作品的编导阵容非常强大，包括了张继钢、陈维亚、
丁伟等知名编导的作品。黄豆豆、王亚彬、汪子涵、武帅、邵俊婷、张傲
月、唐诗逸等活跃在一线的年轻舞蹈家们也一齐亮相；老一辈舞蹈艺术
家贾作光、白淑湘、赵汝蘅、赵青、陈翘、崔善玉等，中年舞蹈家迪丽娜
尔、陈维亚、刘敏、王小燕等也出席了当晚的晚会，并在现场以他们各自
的方式表达了对祖国、对舞蹈事业的祝福。 （晶 晶）

近日，一个别开生面的以智障艺术家为主角的音乐节
在北京拉开帷幕。来自中国及德国、瑞士、匈牙利、韩国等5
个国家的 16个智障者音乐团体，以“心中有爱，完美无瑕”
为主题为观众奉献三场演出。

国际智障者音乐节于 2005 年由瑞士 Foudation Paix
21 基金会和德国 Brenz Band 乐队发起成立，于 2008 年和
2011年分别在德国和瑞士成功举办了两届。第三届智障者
音乐节首次走出欧洲，来到中国。这次音乐节的三场演出分
别在中国国家大剧院、北京王府学校、御仙都酒店举行。中
国 3个智障者音乐团体首次与国外艺术家同台献艺。音乐
节的节目包括声乐、器乐、舞蹈等多种类型。

第三届音乐节开幕式及首演在中国国家表演艺术最高
殿堂中国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举行，给中外智障音乐人极大
鼓舞。音乐节的第二场活动安排在北京王府学校，学校师
生与海内外的智障音乐人同台演出，交流联欢。音乐节期
间，主办方还安排来宾与北京市智障者及其亲友联欢，观看
中国智障人书画展，参观设在御仙都酒店的中国饮食文化
展等。

第三届国际智障者音乐节由中国智协、中国对外文化
集团公司、德国 Peter Jochimsen 基金会、瑞士 Fondation
Paix 21基金会联合主办。

（晶 晶）

第三届国际智障者音乐节在京开幕 由中国舞台美术学会主办
的 2014CISD中国先锋戏剧优秀
青年设计师提名展 10月 18日至
11 月 7 日在北京繁星戏剧村举
行。本次展览邀请了当代极具
代表性的 10 位年轻舞美设计师
参加，通过展出模型、手稿、剧
照、装置等创作成果，集中展示
他们的舞台观念、美学探索和艺
术成果，为舞美界年轻艺术家之
间、年轻一代与老一代之间相互
交流、对话提供开放的平台。这
10 位年轻舞美设计师分别是刘
科栋、刘鹏、边文彤、张武、石
昊、王欢、鲁宁、申奥、谭泽恩、
张华翔。

本次展览总策划、中国舞
美学会会长曹林认为，优秀的
先锋戏剧创作者不仅在观演时
空 和 视 听 效 果 上 进 行 整 体 思
考，而且还会在更广阔的领域
进行戏剧精神的探索。其中，
舞美设计师们的工作已经远远突破了原有的疆
界。他们通过一些非常规和非标准的实验性设
计，使原有的舞台场景和器材设备发挥出灵活性
与开放性，以此推动观演关系和演剧样式的探
索。年轻舞美设计师们的创意思维不仅在改变舞
台，同时也在影响观众。此次展览就是要在开放
与互动的空间中给年轻设计师提供说话的机会，
让他们把自己的创意表达呈现在观众面前。

（徐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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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北京青年戏剧节”落幕了，但
笔者仍然沉浸在那一场场闪耀着“青春律动”
的演出中。本届“青戏节”共演出中外大小剧目
40个，不仅丰富了北京的话剧舞台，而且给我
们带来了创作的新思维，开启了舞台演出的新
路径。

给戏剧插上“梦想”的翅膀
给戏剧插上“梦想”的翅膀，探索戏剧艺术

的最大可能性是“青戏节”给观众留下的最鲜
明印象。

如《相爱的人》（意大利都灵国立剧院）的
内容很普通，演出效果却非常惊奇，是一出非
常感人的戏。剧中写两个相爱的男女青年——
女青年艾乌杰尼亚·里多尔费和男青年福尔金
斯提，在恋爱过程中微妙复杂的心态。不见面
时想念，见面就吵架，说着不着边际的话，让对
方生气，折磨对方。过后又后悔，又思念，又盼
着团聚，似乎谁也离不开谁。吵架的一个原因
是女青年小心眼，嫉妒男青年对嫂子的感情，
实际上是男青年按照外出哥哥的嘱托照顾嫂
子。但在女青年看来，这种感情就说不清了，男
青年越解释就越引起女青年的疑心，以致两人
又爆发新一轮争吵。然而，争吵归争吵，双方都
不愿意失去对方。在女青年姐姐的帮助下，疑
点解除，男女青年重归于好。经历过情感激烈
争执乃至互相伤害后的两个人拥抱在一起，感
到无比地甜蜜。剧情并不复杂，却写得起伏跌
宕，一波三折，层层递进，步步揪心。吸引着观
众，也感染着观众。

《迷宫：定义人生》（美国张玫彦工作室与
青原色创新实验室联合出品）的演出特点是没
有演员。观众就是演员。来看戏的观众被剧组
邀请上台参与演出，分为几个小组，随着剧组
指导者的安排进行活动。如在小组活动时讲述
个人的故事——人生经历、家庭、工作等；在一
块横贯舞台的白布上写出自己想说的话或对
社会人生的看法；而后又选出几个代表站成一
排，当众说出自己的性格及其弱点，自己的心
愿以及实现愿望的困难。而后，指导者在听众
中寻找能够提供帮助的人，以及帮助解决困难
及克服弱点的办法。演出是松散的、开放的，却
紧紧围绕着一个主题——生活和人生。这种形
式让参与者感到很有趣味，放松走进，敞开心
扉，接纳别人，倾心交流，拥抱生活，增强信念。

《兄弟连》（德国卫星剧团）是一个很有思
想深义的作品。作者以艺术的形式表达他对社
会政治的一种诉求。舞台上的一堵“墙”隔开了
本来可以成为朋友的人们，他们不是不想成为
朋友，是因为这堵“墙”——政治的原因，造成

了他们之间的隔阂，甚至有可能互为“敌人”，
就像伊朗和以色列的青年。但是，作者是多么
希 望 这 两 部 分 青 年 人 自 己 亲 手 拆 掉 这 堵

“墙”——就像舞台上所呈现的场面那样，能够
成为“朋友”啊。

探索，引领青年戏剧的思维
探索，引领青年戏剧的思维，实验、创新是

他们艺术上的主旨追求。
北京青年戏剧节从2008年启动就提出明确

主张，以培养青年戏剧创作人才，推出优秀青年
戏剧作品，为青年戏剧人才搭建展示平台为宗
旨，以推动中国戏剧繁荣发展、促进国际青年戏
剧文化交流为己任，以再创当代中国戏剧新百年
辉煌为目标。因此，创新就成为历届“青戏节”的
艺术追求。在本届青戏节的演出中，突出体现实
验创新精神的作品是《群鬼2.0》和《时间简史》。

《群鬼 2.0》是年轻导演王翀的“新浪潮戏
剧作品”之一，其舞台呈现足可以反映“新浪潮
戏剧”的特质。该剧以易卜生的剧作《群鬼》为
蓝本，不是照本宣科地搬演，而是按照自己的
艺术思路重新结构作品，展示人物关系。既没
有离原作很远，又有自己新的解读。《群鬼2.0》
的舞台上有四架摄像机参与演出，但不是像

《雷雨 2.0》那样把舞台变成了拍摄现场，而是
利用摄像机的功能为突出人物的情感和性格
服务。比如用夸张、变形、放大、特写、拼贴等手
法，突出人物的面目表情，增强故事的叙述功
能；或者把舞台上两个表演区的人物表情放在
一块屏幕上，揭示各自的不同心态，展现独特
的个性特征；或者放大原作中的某些场景，营
造出奇特的效果，使演出呈现出更大的冲击
力，给观众留下更深刻的艺术效果。

《时间简史》由年轻导演常徕导演，也是一
出具有探索、创新意味的戏。时间无处不在，可
是却看不到、摸不着，谁也无法回答时间是什
么。从这个角度说，这也是一次冒险的探索，以
抽象表达抽象，能说清楚吗？但是，年轻的戏剧
人敢于迎接这样的挑战。他们以自己的思维、
以剧场艺术的形式表达一种新的可能性。也就
是说，时间是无形的，触摸不到却能感觉得到。
时间有长度却无法丈量，只能由一个个具体的
生命体现。古代人以自己的聪明智慧，用日晷、
沙漏和钟表计算时间。可是，在舞台上如何表
现却是非常困难的。该剧试图运用剧场艺术的
元素来表达对时间意义的探索，剧中没有具象
的情节，也没有明确的角色，是通过构建装置
艺术与行为，比如结绳计事，用三角模型等来
呈现时间、解读时间，表示时间的存在与意义。
演出既是一部作品，也是一种仪式。也许剧中

仍然没有明确告诉观众“时间是什么”，但是从
你走进剧场那一刻起，你分明可以感觉到时间
是存在的，是有生命的，是有活力的。至于它的
意义，就在于你的感受与理解中。时间不讲话，
却是有故事的，你珍惜它，它就眷顾你。你无视
它，它就抛弃你。这个戏给观众提供了一种新
的思考和创作思维。

让创新成为一种习惯
“创新”是一种追求、一种目标，是一种信

仰、一种精神。戏剧因“创新”而鲜活、而有生命
力，舞台因“创新”而有吸引力、有魅力。但是，

“创新”并不代表成熟，其中也会有曲折、挫折
甚至失败，但只要坚持必有收获。成熟总是在
幼稚中成长的。而且，观众也需要在“创新”的
环境下成长，所谓“伟大的戏剧需要伟大的观
众”，那么，“创新”的戏剧也需要有“创新”艺术
欣赏思维的观众！从这个意义上说，“青戏节”
演出的剧目也有些仍然“在路上”，在创新的实
验过程中，还没有完全蜕去其幼稚与不成熟，
中国的外国的都有。比如《郑和的后代》《海鸥
和别的鸟》《迷魂狂想曲》《在一起》《苹果》等。

《郑和的后代》不是描写郑和的后代崇拜
前辈的航海探险、开拓进取的精神，而是把笔
墨用来写太监的生活和遭遇，就有些离题了。

《海鸥和别的鸟》这个戏与《海鸥》无关，像玩游
戏一样插入《雷雨》喝药和起誓的片段，还有

《茶馆》中庞太监一段，邀请观众上台，演员不
停地说着生活碎语。台上很激动，演员很卖力，
一会儿唱，一会儿跳，台下却无动于衷，不明白
他们为什么激动。戏是演给观众看的，如果多
数人看不懂，其效果必然会大打折扣。像《迷魂
狂想曲》《在一起》《苹果》等剧的创作思路是有
新意的，但剧本创作和舞台呈现与演员的表演
显然还没有把创意理得很清晰，要么想表达的
主题太大、内容太多如《迷魂狂想曲》，在短时
间内很难一下子说清楚；要么把复杂的生活简
单化处理如《在一起》，舞台语汇不足以表达内
容的内蕴，形式与内容还没有很融洽地结合起
来。而《苹果》显然是一个灵机一动而临时凑出
来的作品，缺少青年戏剧应有的特点。

尽管如此，这些团体的参与精神非常可
嘉。戏剧大师田汉说过，“水只要流着就好了”。
只要持续地坚持做下去，“让创新成为一种习
惯”，就必定会有一份收获。自信是实验的勇
气，执著是成长的根基。青年戏剧需要“敏感锐
利的情愫”、“真诚炽热的心灵”和“卓尔不群的
艺术个性”。很多青年戏剧人的成长也说明了
这个问题，比如王翀、邵泽辉、李建军、康赫、黄
盈、赵淼等就是很好的实例。

青戏节青戏节：：引领青年戏剧思维引领青年戏剧思维
□刘 平

在全国人民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时期，在文艺领
域面对市场冲击而乱象丛生的当下，在有些文艺工作者思想发生动摇而迷
惑彷徨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非常及时地对
当前我国文艺界的许多重大问题做了全面的分析、总结和回答。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使人如沐春风，进一步增强了信心、明确了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
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
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
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
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
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共同的理想和价值取向，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走向振兴的精神源泉和保
证。我们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引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形成强有力
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力量。在这一方面，歌剧、音乐剧的创作当然也责无旁贷。

在创作实践中我们体会到：只要你的作品宣扬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真心实意歌颂真善美，反对假恶丑，具有艺术性和观赏性，那么，这样的
作品就比较容易受到大众的欢迎，产生广泛的影响，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回顾我们创作过的歌剧和音乐剧《芳草心》《党的女儿》《野火
春风斗古城》等也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歌剧《芳草心》是根据评弹和话剧《真情假意》改编而成的。我们先是取
“十步之泽，必有芳草”的寓意把《真情假意》的剧名改成《芳草心》并进而提
炼出主题歌《小草》，借以颂扬主要人物芳芳——一个平凡的幼儿园保育员
所具有的美好而崇高的心灵。《芳草心》演出后，主题歌《小草》不胫而走，传
遍了大江南北，成为新时期中国原创歌剧、音乐剧中流传较广的一首歌。

我们在创作歌剧《党的女儿》时，正值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有人说，在
这种时候来写这样的作品是不合时宜的。但是主创人员并没有动摇，以饱
满的政治热情，用3天时间写出一场戏的速度完成了全剧的创作。《党的女
儿》演出后，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文艺界的专家学者纷纷称赞该剧“是
一曲中国共产党人的正气歌”、“是我们民族歌剧发展史上一部重要的作
品”。该剧至今已演出600多场，创造了新时期中国原创歌剧演出之最，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我们在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而
创作现代民族歌剧《野火春风斗古城》时，社会上正盛行“红色经典”改编
热，有人把许多曾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的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名著和电影再
次搬上荧屏，但是出于急功近利的商业目的，大量娱乐因素的渗透，人为地
编造离奇情节，使“红色经典”变成“戏说”经典，使作品由原来单一的“红
色”变成“杂色”，甚至于“桃色”，与观众原来的阅读体验和审美感受相去甚
远，这种极不严肃的创作态度，引起许多观众的强烈不满和尖锐批评。我们
充分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对《野》剧原著充分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保留
了原有的故事框架、主要人物、主要情节，特别是要坚守住《野》剧所传递出
来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内涵。我们认为，这一精神内涵也正是
我们军旅戏剧永恒的主题，对于今天的时代、今天的观众仍然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因此，无论怎样改编，对于此剧的这一精神内涵只能加强而不能

削弱。《野》剧小说和电影原著作者李英儒之子李家平看完演出后，激动地来信说：“万没想到，这台歌剧
如此地忠实原著，又如此地富有新意。歌剧站在新时代的基点上诠释原著，回顾往昔，更具历史纵深感。
这部歌剧反映出部队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心声：为了今天，不忘历史；为了将来，不忘历史。当年，父亲曾多
次表示自己的文学创作是为了让今天的年轻人了解历史，了解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两代部队文艺工作
者之所以思想契合，一脉相承，我想，原因就在于他们那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作曲家、二胡演奏家张锐是新四军的老战士，他经常说我们要活在四个世界里：第一个要活在劳动
的世界里，一个人要劳动，不劳动不得食；第二个要活在审美的世界里，你要学会欣赏美的东西，发现美
的东西；第三个要活在憧憬的世界里，一个人要有抱负，要有理想；第四个要活在创造的世界里，创造是
最有价值的，不管是文艺创作还是科学发明。

作为一名从事歌剧、音乐剧创作的军旅文艺工作者，我们一定要学好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
会上的讲话精神，认清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创作出更多
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

由总政话剧团创作演出的现实军事题材话剧
《兵者·国之大事》日前在京上演。该剧由王宏、李宝
群、肖力编剧，宫晓东导演，赵旭、魏积安、潘军、邵峰、
秦方等主演，是近年来涌现的一部军味、兵味、战味十
足，现实感、时代感充沛的军旅话剧作品。

该剧以我军近10年间的新军事变革为时代背
景，以组织、策划重大军事演习的高层决策者导调
组人员为切入视角，塑造了一批鲜活生动的当代
军人形象，其中有俄罗斯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归
来、充满生命激情、胆识兼备的军中精英杨天放，
有组织过多次重大军事演习的一代名将楚玉麟，
有壮志未酬身先退的老局长钟世诚，也有作战部
队青年指挥员楚小虎，还有海、陆、空、二炮各部队
的高级指挥员和基层指战员……这些形象有血有
肉有情有义，怀揣军人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强烈的
忧患意识，敢于直面现实，敢于突破历史禁区，是
以往军旅戏剧中不多见的全新艺术形象。剧作用
全新的视角，展示了他们的使命担当和精神情怀。
此外，剧中对战友情、兄弟情、父子情、同窗情的表
现，融军人对使命的勇敢担当和对现实的深层忧
患于一体，表达了创作者对历史与未来的深度思
考。而在舞台呈现方面，宫晓东充分调动了多种艺
术手段，使得整个演出充满激情，气势磅礴又不失
细腻，富有思想情感力量。 （徐 健）

总政话剧团演出话剧《兵者·国之大事》

全新视角展示当代军人的使命担当
10月21日，中国视协召开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推进电视评论工作座谈会。
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夏潮出席会议并讲
话，中国视协领导赵化勇、张显、张彦民、范宗钗、
黄皓及中国视协全体干部职工参加会议。李准、
曾庆瑞、陈先义、向云驹、张德祥、李春利、高小立
等专家学者就推进电视评论工作进行了深入的
探讨和交流。

与会专家重点就文艺评论工作表示，要担当
起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挖烂苹果”的责任。文艺
批评家要在艺术作品质量和水平上实事求是，对
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敢于表明态度，在大事
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
良好氛围。近年来，电视剧创作缺少有深度、有高
度、能温暖人心的好作品，且一些创作上存在问
题的作品，又得不到真正有价值的批评和建议。
作为对人民大众影响最为直接和广泛的电视文
艺作品，要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方向健康发

展，除了对文艺家本身的高标准严要求之外，还
离不开健康的、负责任的文艺批评。

对于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倡导的文艺批
评要说真话、讲道理。与会专家们认为，“若评论
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不能对文艺作品说真
话、讲道理，让商业利益代替艺术标准，难以出精
品、出人才。说真话就是要重新淬炼文艺批评这
一利剑，讲道理就是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
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既不让批评失
语、缺位，又能驾驭批评方向，褒贬得当，以此带
动文艺创作的繁荣发展。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视协主席赵化勇结合
讲话精神，认为中国视协在电视文艺评论工作上
要更进一步，除了给优秀的电视剧召开研讨会
外，对一些现在影响很大的电视综艺节目也要积
极开展研讨，总结电视文艺创作的规律与实践上
的得失。

（任晶晶）

中国视协召开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切实推进电视评论工作座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