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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用放大镜在地图上也无法找到的

地方——宁夏西吉县沙沟乡阳庄村上圈组，

一个被列入生态移民的村庄，计划将于2013

年全部从大山中搬离，迁移到平原地区。

2012 年 12 月至 2013 年 3 月，80 多位评论

家、理论家、摄影家、艺术家、电影导

演、诗人、作家分批次进入上圈组，和当

地29名村民一起进行影像的记录与表达实

验，所有参与者进行的是自由的记录，不做

任何前提性的规定。

“《隐没地》——上圈组村民与艺术家的

影像实验”大型摄影展近日在北京今日美术

馆开幕，摄影集《隐没地》同时首发。展出的

2600余幅作品，既有第一次拿起相机的村

民们对即将成为记忆的村庄的感性记录，也

有众多不同身份背景艺术家的倾心创作，是

在当下环境和认知条件下对特定生存环境

的族群进行的一次集体描述与多维拍摄。

——编 者

本来想以《上圈感激的泪水》为题，但琢磨了好久，觉
得土地沉郁深邃的流动脉息更能渗透到人的血管里，还会进
入一个比上圈更为广阔的生命境域，于是决意按照这样的思
路写下去，哪怕一点儿都不轻松。

由艺术家和上圈村民共同创作的 《隐没地》，简直像缓
缓走在苍凉凄美的大田野间，散漫下的孤独或空旷里物象零
落的原始状，叫人情不自禁地生出回归远古岁月的感慨——
这里的土地几乎耗尽全部的气力，养育了依附在它怀中的一

代代村民近一个世纪。我如此解读，也许大家以为过于玄
乎，其实我是有铁一般的历史依据的，清左宗棠称之为“贫
瘠甲天下”，1972年联合国粮食开发署认定上圈是“不适宜
人类居住的地区”。尽管这儿的土壤从未肥沃过，可当感受
到它的子民踩踏的分量，它竟然第一次动情了，遂积攒起浑
厚的力用干瘪乳房中仅剩的稀少乳汁供他们吮吸，同时把自
然的灵性注入他们的肌体与梦幻里，养成了他们质朴素净的
品格，似乎已完成了神圣的使命，如今也该歇息歇息了。而

恰恰就在此刻，当上圈即将迁移之际，中国的作家、摄影
家、艺术家以及媒体人来到上圈，与这里的村民进行了一次
文学与影像的越界实验。自发的组织、真实的体悟、自由的
撷取，前后大约用了5个月的时光，汇集出新一代智者经历
的情感的律动，于安详中深深思索的艺术气质。读着这些从
大山沟壑淌出来的满溢着黄土香气的黑白语言，我宁静地享
受着庄严的凄美，每一幅画面，每一个灵魂，都好像钻入我
的脉络伴随着我轻轻呼吸，让我感到了土地因你们的到来流

下了感激的泪水，让我得到了物我两忘羽化般的抚慰。对摄
影我乃地地道道的门外汉，不懂“回归本心本性”的原创理
念，因为这已经将摄影观上升至另一高度，绝非我的知识能
量够得着的范围，所以本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
知也”的原则，只想避重就轻，说出不抹杀个性仅表现自己
的想说的话。

阿纳托尔·法朗士是法国知名的批评家，他在《文艺生活》
上写到：“著者说他自己的生活，怨恨，喜乐与忧患的时候，他
并不使我们觉得厌倦……因此我们那样的爱那大人物的书简
和日记，以及那些人所写的，他们即使并不是大人物，只要他
们有所爱，有所信，有所望，只要在笔尖上留下了他们自身的
一部分。若想到这个，那庸人的心的确即是一个惊异。”

这次越界的文学与影像的融合，展示的不仅是“大人
物”的敏锐神经，诸如王征、解海龙、吴平关、孙越峰等几
十位摄影家，而且还创举性地吸纳了上圈小到4岁大到60多
岁从未摸过相机的村民如马晓富 （5岁）、李建宝 （7岁）、马
晓萍 （18岁）、马文友 （41岁） 等的观象定格，他们各有喜
怒哀乐，各有表达内心隐秘世界的渴望、冲动，不会考虑别
人接不接受，单想显现属于自己的即使是平庸的一部分，此
外并无别的诉求。因此我不同意非得说四五岁幼童的视觉构
造力要高于已在专业领域锤练了三四十年的职业摄影师的观
点。固然孩子的心灵是稚真的，他从未受过培训的眼睛感触
到的人、事、物闪现着空灵神秘的色彩，读起来不乏耳目一
新，甚至有超越影像本体的期待，但终究那在冷暖交错、风
沙扑面的气候里长时间跋涉而来，且一边思索一边赶路，积
累了丰富人生阅历，以及丰厚艺术素养和创作体验的摄影师
们宽阔的作品，更让人能稍稍多地找出自己的心情，或许由
此而热泪潸潸。我曾经以为，震撼人心的摄影艺术作品，并
不是人刻意去拍下的，而是客观对象不知不觉涌现出来的。
摄影的语言常常是自动来的，它逼迫着你迅捷举起镜头按动
快门。需要强调的是，上圈年幼的村民对画面本能的开掘令
人惊叹，惊叹之余我发现他们已引爆了纯新的另一幅带有自
由思想独立精神的视觉大境界。

《隐没地》的确能激发我许多的遐想。创作不从属于理论，
它的天地如大树的根须深扎在泥土里永远没有尽头。倘若有人
要用什么主义来框定、剖析《隐没地》，实在没有必要。《隐没地》
体现出的现代摄影人思想觉醒的风格，已摒弃了高腔高调的虚
妄，显得貌似闲适，实则其味甚苦，此正是平常真实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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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点评

威尔第对于莎士比亚的作品有着特殊的
执著。早在1847年他便根据莎士比亚的《麦克
白》创作了同名歌剧。在一封给 《麦克白》 剧
诗作者皮亚韦的信中，威尔第写道：“这部悲
剧是人类最伟大的杰作之一”；作曲家的最后
一部作品 《福斯塔夫》 也是根据莎士比亚的

《温莎的风流娘儿们》改编的，可见威尔第对
于莎士比亚作品的偏爱。虽然 《麦克白》 的
首演不能说是一场失败，但它并不属于那些
为威尔第迎来世界级声誉的作品。这未阻挡
作曲家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热爱，1865年威尔
第对 《麦克白》 做了修改并再次上演，1887
年威尔第又根据莎士比亚的 《奥赛罗》 创作
了同名歌剧。这一次作曲家获得了成功，据说
首演日中午米兰的街道都已被赶赴剧院的马
车堵塞了。在斯卡拉歌剧院前，“威尔第万岁”
的欢呼声此起彼伏。歌剧史上一部伟大的作品
就这样诞生了。

歌剧从 19 世纪开始逐步形成了美声风
格，在结构和音乐上的探索也较之前有了更大
的进展。可以说19世纪是歌剧的黄金时期，威
尔第和瓦格纳这两位同龄的巨擘引领着两股
截然不同的歌剧风潮。瓦格纳的“乐剧”理念将
古希腊戏剧风格加入宏大的音乐叙事中，复杂
的音乐用主导动机统治了歌剧的戏剧走向，在
歌剧主题上瓦格纳更倾向于探讨最古朴、最本
质的问题，因此题材上多为古典神话和传说。
威尔第的兴趣则不止于此，他创作的题材涉猎
广泛，既有《茶花女》这样的当代题材，也有《纳
布科》类型的圣经故事；既有《奥赛罗》般的大
悲剧，也有《福斯塔夫》那样的喜剧。威尔第的
歌剧音乐平易近人，很多咏叹调在首演后便成
为人们平日哼唱的曲目，可以说他是一位出身
乡村的平民艺术家。

今年是威尔第诞辰200周年，国家大剧院
选择《奥赛罗》作为歌剧节的开幕剧，表达了对
威尔第的敬意。这一版《奥赛罗》由多次导演国
家大剧院版歌剧的强卡洛·德·莫纳科执导，对
于导演而言，这版《奥赛罗》也有特殊含义，因

其父亲——知名男高音歌唱家马里奥·德尔·
莫纳科在当年被称为“第一奥赛罗”。

这版《奥赛罗》的制作保持了国家大剧院
一向以来的古典风格，尤其在舞美上呈现出了
19世纪意大利大歌剧应有的恢弘气势。传统
舞美理念和现代舞美技术的巧妙结合将美轮
美奂的塞浦路斯展现在观众面前。多媒体技
术营造的海浪与威尔第狂暴的乐曲相结合，
一开场就给观众带来了难以言喻的震撼。歌

剧在国内受众并不多，国家大剧院在这几年
的实践中本着普及的理念，尽量展现出经典
巨作的原始魅力，并不在形式上做过多反传
统的探讨。这对于歌剧的普及是有帮助的，
国外一些有着成熟歌剧观众群的剧院在近几
年的歌剧重排中，对表现形式作出了重大的改
革，现代化、简约化趋势十分明显，这样的改革
更适合成熟的市场。

歌剧严格而言是一门独立的综合艺术，本

质上音乐统领着一切。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
间内歌剧成为了纯粹的声乐艺术，歌手炫技般
的演唱与粗糙的情节炮制出一部部廉价作品，
大浪淘沙，这些作品都消失在了艺术史的大河
中，留下的都是将音乐和戏剧完美结合的佳
作，《奥赛罗》便是其中的代表。国家大剧院版

《奥赛罗》的舞美理念虽然是古典的，但其对剧
目本身戏剧性的挖掘、对角色的塑造却是现代
的。导演对于每个角色都做了大量的准备工
作，在舞台上观众不仅可以听到威尔第创作的
华美乐章，更可以看到激烈的戏剧冲突。

奥赛罗的生性多疑、伊阿古的阴险狡诈、
苔丝狄蒙娜的善良无辜、卡西欧的英雄气短、
艾米莉亚的勇敢正直等等，都通过演员的歌唱
和表演展现在舞台上，音乐和戏剧实现了较好
的融合。奥赛罗的悲剧是人性的悲剧，他可以
战胜敌军、荣登高位，但内心却不自信。作为一
个摩尔人，他的成就是通过付出多于常人的努
力得来的，他与妻子的婚姻也是一波三折才实
现的。开场暴虐的风暴象征着他不平静的内
心。伊阿古正是看到了奥赛罗内心的虚弱，因
此乘机挑拨离间，酿成了悲剧。这是整部歌剧
最为核心的戏剧冲突，伊阿古这个小人可以理
解为奥赛罗内心怀疑的外化，如果不是奥赛罗
内心虚弱，伊阿古也难以从中作梗。这使得奥
赛罗的悲剧更为震撼人心，千军万马足可挡，
自己的内心却无法战胜。

博依托的剧本删除了莎士比亚原剧的第
一幕，以第二幕的暴风雨作为开场，剧本保留
了莎士比亚原作最根本的戏剧冲突，在情节和
人物设定上尊重莎士比亚的意图，这是威尔第
的《奥赛罗》胜于罗西尼版的重要一点。可以看
出威尔第是怀着极大的崇敬来进行创作的，已
经74岁高龄的威尔第勤奋地为莎士比亚的名
剧谱写音乐，这一过程本身便是两颗伟大心灵
的碰撞。两位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大
师通过艺术创作联系在了一起，也正是因为音
乐和戏剧，两位大师合力谱写出了一部歌剧史
上的伟大作品。

在一个浮躁、荒乱、怨念丛生的年代，在商
业化、娱乐化戏剧横行的当下，导演李六乙重
拾来自戏剧源头的古希腊命运悲剧《俄狄浦斯
王》，先不论排演效果怎样，这个选择本身已经
意义非凡，对社会、对戏剧，都是如此。

李六乙的“中国制造”戏剧计划，是要带领
观众“从戏剧出发，回到戏剧——重返文明之
旅：奔向戏剧的圣地”，是想“在我们灿烂的文
化当中去寻找那些丢失的东西，重拾世界文明
的意义和价值”，因此，我们在舞台上看到了台
词、情节都遵照原本、甚至有刘小枫教授做学
术指导的《俄狄浦斯王》。在这出著名的命运悲
剧里，俄狄浦斯王不懈地与弑父娶母的“神谕”
抗争，最终却迎来了家破人亡、自残双眼的惨
烈结局。命运是一双高于一切的手，摆弄着人
的生死来去，而人无力挣脱。从这一命题里，我
们自然可以解读出无数关于人生、命运的信
条、准则，如人要自知自身的渺小，对外
在、对自然、对无上力量要存敬畏之心，谦
卑之态。俄狄浦斯的故事如果只具备弗洛伊
德的意义，那它实在不值得一演再演。刘小
枫教授在《哲人王俄狄甫斯》《这女孩儿的眼
睛为我看路》 等文章里作出过政治哲学的解
读，《俄狄浦斯王》中的认罪不是道德——法
律的罪，而是对人天性的欠缺和对神灵力量
的承认；而李六乙导演的解读则是，此剧于
当下有重要意义，它在教“我们如何去面对
我们做人的苦难”。俄狄浦斯在如此巨大的灾
难面前，不退缩、不虚饰，“他义无反顾，知
道凶手可能是自己，更要坚持追查到底，最
后谜底揭开，他刺瞎双眼，承受命运的安
排。那一刻他的心灵是透亮的。”而这种敢于
正视现实，正直磊落的品质正是我们现代人

缺少的。与中国当下复杂失衡的社会与人性
现实相比照，俄狄浦斯这一两千多年前的虚
构人物，的确具有精神与品性上的典范意
义。然而，与直接影射现实问题相比较，在
这个喧闹、轻浮的消费文化时代重演此剧，
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将人们从物质、利益的
幻海中抽离片刻出来，带回到文明的最初起
点，重新拾起那些被遗弃已久的对人类命运终
极命题的思索，从中寻找处世做人的根本准
则。在一个不思考的时代，提醒思考，这对于我
们当下社会才是真正的意义非凡。我们需要这
样的戏剧，尽管它们艰涩、难懂，有距离感。既
有明珠一颗，勿让尘劳封锁。

而在戏剧的排演上，李六乙在《俄狄浦斯
王》中延续了他的一贯风格，对于当前喧闹而
外在的戏剧舞台，也具有相当的示警意义。戏
剧的核心是人物、性格的矛盾冲突，而不是绚
烂的布景、热闹的场面。《俄狄浦斯王》舞台布
景的极简，既是对剧作原初状态的尊重与回
溯，也是删繁就简，将舞台焦点集中于人物情
节冲突的必然选择。但极简不等于无物。舞台
中央那块巨大的方形木板就是舞美设计极精
妙的一笔。那是全场惟一的一个背景板，木板
斜插，一方面它是宫墙廊柱，隔出舞台演出空
间，另一方面它又是“活的”，是演出的重要组
成部分。木板的升降起伏，带动木板下方的演

员或顺从、或抵抗，两相配合，从视觉空间上营
造出或紧张压抑、或舒缓松弛的情绪氛围，对
情节和演员表演都是极大的补充。而最后一
幕，俄狄浦斯自毁双眼，木板调换方向，展露出
红艳艳一地的鲜血，带来剧烈的视觉与心理冲
击，而此时变作高台的木板，再将悲剧英雄俄
狄浦斯送往高处，在全剧惟一一束明亮灯光照
耀下，完成了一个悲剧人物崇高形象的塑造，
从视觉上对剧情与人物形象的塑造由此达到
了完满。这样写意、象征性的设计在舞台表现
上的灵活与多义，是现实主义无法比拟的。而
同样灵活多变的，还有那一群戴着面具的忒拜
城长老们。取下面具，那个人就是一个鲜活的
忒拜城长老，是剧中角色；戴上面具，他们就是
一群可以移动的舞台道具，以声音、舞蹈营造
气氛，外化人物情绪。那些煞白的面具，妖娆、
多变的肢体语言，为整个舞台增添了许多诡
秘、怪诞的氛围。而同样发挥作用的还有女子
清唱歌队，这在基本形式上还原了古希腊悲剧
的演出模式，男女歌队这样的配合，既化解了
古希腊悲剧大段独白可能造成的枯燥感，又将
原本静态的布景、过场的人物全部加入到故事
情节、矛盾冲突中，舞台表演感觉更加集中而
厚实。极简中积聚了能量，在表演里集中爆发。
这样的戏剧形式似乎才更接近戏剧本原。

当然，如此一来，便对演员提出了极高的

要求。饰演伊奥卡斯特的江珊，在舞台上声腔
的饱满、沉着，让人印象深刻。但古希腊传统悲
剧的超现实性也的确给并不常年耕耘于舞台
的两位主演造成了困扰，正如江珊在采访中说
到的，“演这个角色的难不在于如何去展现痛
苦与悲伤，而是你根本没有地方可以去真正体
会那种痛楚，这种极悲的惨痛是无处借鉴的。
所以演这部作品想象力很重要。”

2013 中国国际轻工消费品展览会工艺美术展
区组展启动发布会日前在京举行。2013 中国国际
轻工消费品展览会将于 7 月 12 日至 15 日在中国国
际展览馆（老馆）举行，4 号馆的工美学会展区成为
此次展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副理
事长马佩发布了本次展览的主题是“工艺美术的整
合创意与产业拓展”，届时，将是中国工艺美术综合
展示、交流互动、产业链接、模式推广的一次整体亮
相。此次展览虽然是以产业创新发展的综合展示为
主，但其展览策划却是一个全新的思路和办法，“一
群工艺美术创作与研究的代表人物”加“一个优秀品
牌企业或产业集群”加“一个体系成熟并可借鉴的模
式”这样的结合，体现和展示了工艺美术与城市品
牌、与地理坐标、与产业经济、与社会教育等方面结
合的示范性作用，展览将从不同的角度向行业从业
人员和企业推介更多、更新、更科学的发展模式。

展览期间还将举行研讨和推介会。
（向 平）

中国国际轻工消费品
展览会工艺美术
展区组展启动

由中央电视台主办的“寻找最
美孝心少年”大型公益活动 4 月 18
日在京启动。活动组委会名誉主任、
中央电视台台长胡占凡出席启动仪
式并讲话。

“寻找最美孝心少年”面向全国
18 岁以下的孝心儿童，通过寻找、
发掘、宣传新时期“孝心少年”的典
型代表，展现他们孝敬长辈、自强不
息、阳光向上、自立自强的感人事迹
和美好情操。

胡占凡在讲话中表示，“寻找最
美孝心少年”活动的传播目的之一，
就是要为广大少年儿童树立自己的
时代偶像。要通过“寻找”活动，真实
记录最美孝心少年的故事，着力展
现他们的人格魅力。要通过塑造孝
心少年的最美形象，充分挖掘新时
期孝心少年的榜样力量。他强调，

“寻找最美孝心少年”活动将通过丰
富的表现形式、充实的活动内容和
生动的情感表达，进一步发挥主流
媒体引领舆论、凝聚爱心、汇聚正能
量的作用。

“寻找最美孝心少年”活动主要内容包括：启动
仪式、事迹征集、事迹展播、推选委员会推选、颁奖典
礼等。其中，“最美孝心少年”事迹征集方式包括：央
视少儿频道和新闻频道以走基层的形式发现和发
掘、发动媒体发现并推荐、央视网网友推荐征集等。

活动组委会将在本次活动中推选出“最美孝心
少年”入围者100人，活动官网将为入围的100名“孝
心少年”开设专题页面进行公示，方便广大网友和少
年儿童与他们进行互动交流。推选委员会将陆续从
这100人中推选出20人，集中宣传他们的事迹。推选
委员会全体会议再从中推选出10名2013年度“最美
孝心少年”于9月下旬举办颁奖典礼，颁奖典礼实况
将于国庆长假期间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少儿频
道播出。活动组委会将组织爱心企业为“最美孝心少
年”本人和家庭提供适当公益支持，帮助他们解决学
习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寻找最美孝心少年”形象大使由央视主持人李
瑞英、董浩、刘纯燕、郎永淳、欧阳夏丹担任。启动仪
式上，推选委员会成员鞠萍、阎肃、孟佩杰以及深入
基层参与“最美孝心少年”事迹寻访、拍摄的记者，畅
谈了自己对“孝心”的理解与感悟。现场播放的“孝心
少年”事迹短片，讲述了重庆忠县马灌镇桂阳村 13
岁女孩吴林香的故事，她用稚嫩的肩膀担负起照顾
残疾的外公、患病瘫痪的外婆、身患癌症的妈妈和5
岁弟弟的责任。 （央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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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颗伟大心灵的碰撞两颗伟大心灵的碰撞
——观歌剧《奥赛罗》 □□徐徐 成成

从戏剧出发从戏剧出发，，回到戏剧回到戏剧
——观李六乙《俄狄浦斯王》 □□代冬梅代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