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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枫树林》令人惊叹的不是因为主人公
向南具有什么经天纬地之才，他就是个从未离开
过枫树村的支部书记，就像我们随便走进哪个村
庄都能遇到的村官一样，平凡、朴实、貌不惊人、
言不压众；也不是因为他创造了什么丰功伟业，
他不过就是在临终前才拷问自己曾经给枫树村

“留下了什么”；他更不是什么万人敬仰的伟大英
雄，倒是他越接近生命的尽头，就越发要清清楚
楚地检视自己对不起亲人和乡里的往事……

然而，我们真的震惊了——在他生命的最后
90天里，我们看到了跨越生命极限的追求，看到
了死亡中孕育着的永生，看到了内疚闪烁出人格
的光辉，看到了人性的宽厚泯灭了过往的恩仇，
看到了他这个人历经偶然与奇遇之后成为人民
的儿子的必然之路。这就激发我们产生了和屠格
涅夫一样的真切感受：“我热爱生命，热爱生命的
真实和生命的偶然，以及瞬间即逝的美。”向南的
生命是那样偶然，又是那样真实，他的生命逝去
是多么的美呀。

剧作家孟冰以独到的思维方式提炼了纷繁
多变的生活素材，以锐利的目光寻找到特殊的叙
事体系，以真挚的情感把“这一个”村官用平实包
裹着的熠熠闪光的灵魂托给了观众。

架构起全剧的是三条线索，它们各自独立而
又相互交织，复杂而又清晰，丰富而又单纯，细腻
而又厚重。在绝症宣判向南“死刑”之后，他在生
命最后的90天里要竭尽全力地去补偿此生的亏

欠：服侍因他“绝情”而气聋了双耳的老母亲；为因
他“砸门砸锁”而失去水库管理员职务的王顺发家
修缮房子；为因他即将病逝而守寡的妻子安排未
来的日子……第二条线索是出版社编辑张一丁被
委派前来枫树村调研，他那淡淡的询问却一再掀
起了向南的内心波澜——为了给新任支部书记树
立威信，向南绝然不顾地强行让弟媳妇去“做掉”
胎儿（男），致使父亲气绝身亡，母亲顿时失聪。这
就非常巧妙地挖掘了他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亲自
侍奉母亲的真实原因。第三条线索则是台胞郑怀
仁寻找50多年前留下的婴儿，那是在他撤离大陆
时，奉命枪杀的女同学、共产党人邱月红牺牲之前
托付给他的亲生儿子；而这个儿子恰好就是主人
公向南。这个巧合的背后蕴含着两层深意，一层是
加重了向南的内疚，他强行做掉弟媳妇的胎儿

（男），就是亲手断绝了向家的“后”，因为他和他的
儿子不属于向家的血脉。而向家却对他有救命之
恩、养育之恩，恩重如山。另一层深意是，向南的养
父养母亲眼看见国民党军官（当年的郑怀仁）把婴
儿放在路边，以为这个婴儿（向南）是国民党军人
的后代，所以，几十年来绝口不敢说出向南的“真
实”来历。也就是说，向氏养父养母以宽厚、博大、
慈善的胸怀泯灭了政治歧见，承受着政治风险，把
向南当成了亲生儿子养育成人，甚至成为了村党
支部书记。这就是人民，伟大的人民。其实，向南的
亲生父母是谁并不十分重要，最重要是向南是在
枫树村人民热腾腾的怀抱里长大的，他是人民的

儿子，他深深地知道养育他的人民“有多少欢乐和
痛苦是从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有多少梦想就
埋藏在这片土地深处。你想挖开它看一看吗？你想
捧起它闻一闻它的味道吗？”所以，他才能在生命
的尽头要竭力报答人民。

这就是《枫树林》丰厚的根基。
然而，真正让这三条架构全剧的线索燃烧起

来，闪出熠熠之光的是主人公向南灵魂深处的强烈
意愿——弥补亏欠，真诚反思。他说，“我原打算在
我临死以前，把我过去办的对不起人的事都一一了
了，该给人家赔不是的赔不是，该给人家道歉的道
歉，该给人家敬礼的敬礼……把我过去欠下的债还
一还”。如果说向南的形象是“高大”的，那么，他正
是在“对不起”和“还债”的行为中站立起来的。

当年，因为“全村有一半以上的庄稼快要旱
死了”，王顺发却怎么都不肯开闸放水，甚至锁上
闸门走掉了，于是，他擅自砸掉锁头，开闸放水。
事后，他为此认了错，王顺发也因此受了批评，被
撤了职务。现在，他拖着绝症之躯，“来给你家修
房子，不为别的，就是想告诉你，这个仇不能记！
为啥？你要是光记我向南的仇也就罢了，可我向
南是党支部书记，我不能让你记共产党的仇！”这
就是向南惴惴不安的所在：不能因为我个人曾经
的不妥而辱没了共产党。从这里可以看到，他不
是在消极地化解，而是对完美的追求、对信仰的
维护、对理想的执著。这种追求、维护、执著，跨越
了生命的极限。

他对不起弟弟向京，他说，“有好几年，我，我

不敢照镜子，我一看到镜子里那张脸，我……我
就 忍 不 住 地 要 问 他 ：你 是 个 什 …… 么 人 哪？
你……有良心吗？我，我痛恨我自己”。实际上，这
是向南不得不扛起来的历史悖论。如果他这个党
支部书记默许自家弟媳妇生二胎，不但他无法建
立威信，全村的计生工作也无法推行；如果他强
行让弟媳妇堕胎，后果比想象的还要残酷，他必
定陷入不仁不义，更何况后来才知道他这是在掐
断向家的后续香火。他对自己的谴责实际上就是
一种担当的勇气。能够肩起历史的重负，不正是
民族脊梁之所为吗？

他对妻子未来守寡生活的担忧，显示了这个
不畏死、把共产党人的名节置于生死之上的硬汉
子心灵中最柔软的那一部分。他说，妻子是他

“抢”来的。一个“抢”字包含着他对妻子的爱是何
等强烈，对当年的情敌又是何等的鲁莽，现如今
又含有多少微妙的内疚。这就益发增强了向南这
个人物的立体感，使人感觉到这个艺术形象是伸
手可触、同声相应的鲜活存在。

人应该拍一张这样的照片：“你的眼睛注视
着死亡，你是否安心，你是否坦然，你是否无怨无
悔？都可以从你的眼睛里看出来……平时，你可
以经常看看这张照片，让它提醒你还活着，提醒
你应该怎样活着……”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活着，
向南的眼睛不正是灵魂的宝鉴吗？

由于《枫树林》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叙述体
系——现在时与过去时的反复衬映，自我回忆和
他人回忆的反复交织，主人公临终前的回忆连接
着逝去后的遐想，临终前的现实行为与逝去后的
灵魂对话的前后照应，这就给予了舞台呈现自由
想象的空间。导演宫晓东让绿茵茵的草地上“长
出”一棵洁白的大枫树以及可以随意染色的枫树
林背景，观众可以理解这棵洁白的大枫树象征着
主人公的灵魂高洁纯净，它那无花无叶无变化意
味着永恒。而绿茵茵的斜坡既可以是人世百态的
演绎空间，也可以是枫树村的宽厚大地，甚至还
可以是任何角色的生活场地。这其中不仅蕴涵着
象征主义的元素，还有表现主义的某些手法（譬
如群众演员表现大千世界里的芸芸众生），与剧
本的现实主义基调竟然奇妙地融为了一体，把全
剧创造成一部极富艺术个性的话剧佳作。

很期待洛林·马泽尔指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管弦乐团的瓦格纳歌
剧无词版《尼伯龙根的指环》。我以为，这不仅是近期国家大剧院，也是
我国乐坛上一桩绝无仅有的盛事，无疑是对瓦格纳诞辰 200周年最好
的纪念。

无词版的瓦格纳和有词版的瓦格纳，只是一字之差，却是两个时代
的选择。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选择，表面看是马泽尔和瓦格纳后代的共识
以及努力的结果，实际上是时代对于瓦格纳不同的认识和理解。

有词版的《尼伯龙根的指环》是瓦格纳后期创作中的重要作品，也
是他一生的代表作，是他耗费了整整 25 年时间才得以完成的心血结
晶。它是由序剧《莱茵河的黄金》、第一部《女武神》、第二部《齐格弗里
德》、第三部《众神的黄昏》四部音乐歌剧组成，从脚本到音乐，完全是瓦
格纳自己一个人完成（事实上，瓦格纳所有的歌剧都是这样由他自己一
人完成的，他愿意这样自己一个人统帅全军）。从演出时间而言，有词版
的瓦格纳需要16个小时整整4天的演出时间，如今被马泽尔删繁就简
为不到80分钟，瘦身后的瓦格纳，会不会如浩浩的柏林墙一样，只剩下
支离破碎的残砖剩瓦？

年迈的马泽尔走上指挥台，指挥棒朝乐队后面轻轻一挥，木管乐低
音部分如同蜂巢蠕动，黎明般的声音仿佛从天边浸染。紧接着，小号和
弦乐次第加入，让天空彻底明亮，让音乐渐入佳境，层次分明地进入第
一个小高潮。开头处理的不错，没有故作高深，没有有词版瓦格纳那样
的庞杂和宏伟气势，却紧紧抓住了有词版明朗清澈的精髓，先声夺人。

其实，作为一般观众，缺少了歌词的引领，没有了舞台上人物具象
的展示，除了开始部分打击乐模拟出尼伯龙根家族的侏儒阿尔贝里希
铸造指环的声音之外，沉睡在莱茵河底的黄金、被锻打成的谁占有谁就
遭受灭顶之灾的金指环，力大无比、骁勇善战的齐格弗里德以及女仙和
神王……都已经听不大出来了。一个个的人物和道具，都成为了马泽
尔指挥棒下飞舞的音符。难能可贵的是，马泽尔和乐队没有脱离瓦格
纳，瓦格纳原来的四部歌剧成为了现在乐队所呈现出的四个乐章，每
个乐章的起始都做到了明朗而舒展，而高潮的处理显然得益于歌剧本
身的设置，显得那样的水到渠成，即使没有看过歌剧、对歌剧内容一
无所知的人，我们依然被这样的交响乐效果所震撼，如同我们的水墨
画渐渐润染得墨汁淋漓，水天一色。

早在瓦格纳在世的时代，人们就将瓦格纳所创作的这种新形式的
歌剧叫做交响歌剧，指出瓦格纳歌剧和交响乐之间的关系。瓦格纳自
己也说：“戏剧情节不仅是为传统的戏剧音乐而设置的，而是相反，
音乐结构取决于一部真正戏剧的特有的需要。”他所特别强调的“音
乐结构”，就是这种交响效果在歌剧中独特的地位。他确实在把歌剧
演绎成为带有诗史性、标题性的交响乐。马泽尔敏锐地拾取了这一精
髓，将瓦格纳歌剧中的交响元素进一步提炼并把它完美地呈现出来，
让瓦格纳更能被现代人接受；同时，展示了音乐的纯粹性，最美好的
音乐不需要哪怕是再跌宕的戏剧情节或再漂亮的奢华诗句的外衣披

挂，因为音乐自身就蕴藏着这样的戏剧元素，音乐自身就是
一首美好的诗。

特别新颖的是马泽尔对无词版瓦格纳的重新制作，在音
乐指挥的处理方面打破了乐章之间的停顿，而是一气呵成。
近 80分钟的时间里，水银泻地一般，音符流淌成了一条波
光潋滟的长河，潮平两岸阔，月涌大江流。这应该是马泽尔
的创作，但细想起来，也是有词版瓦格纳的音乐思想。瓦格
纳将这种连绵不断的音乐，称之为歌剧音乐的新形式，能够
造成气势不凡的效果。当年俄国音乐家里姆斯基—柯萨科夫
曾经打过一个巧妙的比喻，他说像是“没有歇脚的一贯到顶
的阶梯建筑”，很形象地将瓦格纳这种新形式音乐的宏伟结
构勾勒出来了。

应该特别指出，此次无词版的瓦格纳，乐队演奏得非常
好，是我听到的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管弦乐团最好的一次演
奏。12 位来自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家，在各部位起到了关
键作用。这在小提琴、长笛、长号、小号和圆号等独奏中充
分显示出来。大家美妙的配合让整体的音乐有了如此美妙的
效果。特别是各种器乐的充分作用，包括并不起眼的4架竖
琴和那清脆的一声小铜锣，交响的效果曼妙无比，悠扬的部
分辽阔而清澈，激扬的部分如汁液四溢般的饱满。更难得的
是，不像以往的那样平，而有了潮水一样的起伏，有了浪花
一样的湿润，有了秋高气爽的辽阔，不仅是最后的高潮，而
是一个个高潮造成的高潮迭起，让乐队有了动人的表情和心
情，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融入了音乐之中和那一晚整个音
乐厅的氛围之中，为我们塑造出一个新的瓦格纳。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瓦格纳，比那个在冗长歌剧中、在庞
大的故事情节和复杂的人物关系里，完成他哲学讲义的瓦格
纳，更能够让我们亲近，也更有力量。或许，我们已经听不
出原来歌剧水落石出之后，不让金指环带给人类灾难必须通
过爱情来获得救赎。人类所有的罪恶和丑陋，一切的矛盾和

争斗，最后是这样被牵引到艺术所创造的爱情中种种的复杂和深刻。
但是，我们能听得出，优美旋律中的一种纯净而美好的感情，一种清
澈而崇高的向往，我们依然会在震撼之后而被感动。

走出大剧院，在震撼和感动之余，我在想，当年，即 1876 年，
无词版的瓦格纳在刚刚建得的拜罗伊特那座能够容纳 1500个座席罗
马式的歌剧院里首演的时候，一连4天的演出，当时德国国王威廉一
世和巴伐利亚王路德维希二世，以及许多著名的音乐家李斯特、圣
桑、柴科夫斯基都来聆听，大概不都是附庸风雅吧？曾经轰动整个欧
洲的盛事，当年王谢堂前燕，如今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吗？

坦率地说，在电视剧和小品这样的戏剧教育和戏剧氛围中熏陶长
大的观众，已经没有这份耐心和诚心，我们能够容忍小品浅薄的搞
笑，容忍电视剧的婆婆妈妈或肆意涂抹历史，我们未见得真的能够容
忍有词版瓦格纳所慷慨激昂演绎的那一套，甚至还会嘲笑他的可笑和
乏味。我们不相信古老尼伯龙根的神话，不相信神秘金指环的象征，
不相信我们自身也如齐格弗里德一样需要自新和救赎。我们也就很难
知道当时的歌剧是什么样子的，瓦格纳当时的歌剧是多么的与众不同
而别开生面。他不向公众让步，不做时尚消遣的玩偶，而希望自己新
的歌剧形式能够拥有古希腊悲剧那样的宏伟和崇高，并且一生为了这
样的艺术理想而始终不渝地奋斗。

从这一点意义而言，瓦格纳是真正传统意大利和法国歌剧的颠覆
者和革新家。他不仅使得德国有了足可以和意大利、法国抗衡的自己
的歌剧，也使得全世界有了崭新的歌剧样式。他使得世界的歌剧达到
了最为辉煌的顶点。他是 19世纪后半叶的歌剧以及音乐的英雄。他
寻找的不是飞旋的泡沫、花里胡哨的脂粉或克隆逼真的赝品，而是伴
随时间一样久远的艺术上的永恒和精神上的古典。如尼采所说的那
样，瓦格纳更接近古希腊精神而使得艺术再生。

关于瓦格纳歌剧的价值和意义，在哲学家萨义德和音乐家巴伦博
依姆著名的谈话录中，有过哲学意义上更深刻的讨论。萨义德将瓦格
纳和贝多芬进行比较，他认为贝多芬对世界充满矛盾，但还是信赖整
个世界的，瓦格纳“让你觉得不能再信赖整个世界了，而是要去创造
一个世界”。他特别提到 《尼伯龙根的指环》 开始处“那持续的降E
音，他让你产生一种幻觉，感到世界诞生了，他使整个世界活了起
来”。巴伦博依姆进一步指出：瓦格纳以他辉煌的有词版“音乐戏
剧”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和在新世界里的新人类，其创作技法和所
蕴涵的思想力，都有别于他的前辈音乐家，并以挥斥方遒的姿态和力
度，极其强烈地震撼着、影响着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

或许，这就是有词版瓦格纳和无词版瓦格纳的差别。不同的时代
选择了不同的瓦格纳，或许，我们的艺术不存在进化与退化，只存在
变化？还是我们的心灵与追求，已经离瓦格纳越来越远？无词版的瓦
格纳，有词版的瓦格纳，都在我们这惯性演出的老汤里，煮得一锅糊
涂没有了豆儿？

生命尽头的心灵拷问生命尽头的心灵拷问
————观话剧观话剧《《枫树林枫树林》》 □□欧阳逸冰欧阳逸冰

由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制作的纪录片
《成长的秘密·爱的分离》日前获得了波士顿国际电
影节纪录片特别荣誉奖和半岛国际纪录片节儿童
与家庭纪录短片大奖。《成长的秘密》系列由张同道
任导演。《成长的秘密》拍摄于2006年，跟踪记录了
18个孩子从幼儿园到小学的成长故事。迄今为止，
项目成果包括 30 集电视系列纪录片《成长的秘
密》、电影《小人国》，已陆续在中央电视台、中国教
育电视台、北京卫视、上海纪实频道、爱奇艺等平台
播出。《成长的秘密》曾获四川电视节金熊猫大奖、
世界华语大学生电影大赛优秀纪录片奖等6项大
奖。此次是首次获得国际大奖。本集《爱的分离》由
李淑娟任导演。该片记录了10岁女孩甜甜的成长
瞬间，从妈妈的怀抱独立出来，是每个人都要经历

的过程，有的人在不知不觉中度过，有的人要承受
破茧出壳的痛苦。甜甜的这一步发生在一个无与
伦比的美丽时空里。该片被电影节主席派特里克·
乔鲁姆评论为：“这是神奇而真实的记录”。

第 11 届波士顿国际电影节是美国东北部最
大的综合性电影节。今年共有 2000 多部电影报
名，100 部入围展映并参加终评。入围终评的影
片中有两部中国纪录片《范喵喵日志》《爱的分
离》。与此同时举办的第 9 届半岛国际电影节是
中东地区最为著名的国际电影节，本届国际纪录
片节汇集了来自 90多个国家和地区 1630部作品
参选，入围影片 205 部。最终《爱的分离》获得儿
童和家庭类金奖，这是继导演张以庆的《幼儿园》
之后，中国纪录片再次获得这一殊荣。 （逍 游）

纪录片《爱的分离》获两项国际大奖

经过半年多的精心筹备，由河南歌舞演艺集
团根据同名豫剧《朝阳沟》改编创作，中国交响乐
团团长关峡、作词家刘麟、指挥家金巍等加盟，河
南交响乐团、河南省歌剧团、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合
唱团联合演出的交响合唱《朝阳沟》，将于 5月 27
日至28日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上演。

《朝阳沟》由戏剧家杨兰春创作。1958 年，经
河南省豫剧三团演出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被
公认是豫剧乃至中国戏剧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
作品。此次交响合唱《朝阳沟》首次将交响乐合唱
与豫剧两种艺术形式结合起来，对原作的经典唱
段及音乐片段进行整合改编，分为序曲、上山、磨
炼、冲突、下山、悔悟、回山、尾声等8个部分，集领

唱、伴唱、重唱、合唱、朗诵、交响乐队演奏于一体。
对于此次改编，关峡表示：“我们主要进行的是‘减
法’运算。首先保留了原作最基本的核心唱段，同
时对剧本进行符合交响乐的一些改编，在尊重原
剧基本情节的基础上，通过各部分之间的朗诵对
剧情发展、人物内心进行刻画和提示。此外，对剧
中人物也进行了缩减，除了银环和栓保两个主要
人物外，其他人物要靠合唱完成。劳动的场面以及
栓保的‘前腿弓后腿蹬’的唱段则以回旋曲的形式
展现。”剧中的银环和栓保分别由陈静、王宏伟出
演。作为对地方戏曲再发展和传播的探讨与尝试，
交响合唱《朝阳沟》将为其他地方戏曲经典作品的
当代再流传提供了借鉴的经验。 （徐 健）

为纪念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首演100
周年，由中央芭蕾舞团制作并演出、旅德华
人编导王新鹏创作的《春之祭》日前在国家
大剧院首演。同场首演的还有中芭驻团编导
费波的新作《波莱罗》，以及世界著名编导大
师莫里斯·贝嘉的代表作《火鸟》。伊戈尔·斯
特拉文斯基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音乐家之
一，《春之祭》是他最有代表性的三部芭蕾舞
剧音乐之一，也被认为是在音乐史上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此次“中芭”将三部震
撼之作同时搬上舞台，在芭蕾舞坛上也非常
罕见。它不仅要求芭蕾舞演员以极富表现力
和张力的肢体语言征服观众，同时也是对

“中芭”交响乐团艺术水准、青年演员体力与
耐力的综合考验。 （徐 健）

交响合唱《朝阳沟》将登陆国家大剧院

由中国音乐剧研究会和北京京都文化投资管
理公司共同建设完成的西城原创音乐剧基地5月
16日在北京新华1949园区落成，这是国内首家以
原创音乐剧为主题的基地，是第一个集原创音乐
剧生产、服务和孵化功能为一体的多功能全产业
链平台。

西城原创音乐剧基地拥有300平米的办公空
间，内设开放式办公区、接待区、会议区、音乐剧资
料图书馆、排练区等办公设施，并配有一个完全按
照音乐剧排演要求设计的 750 平米的试演剧场。
基地可以为各种原创音乐剧机构和创意人才提供
日常办公及剧目创作、交流、排练、试演空间，可以
满足优秀原创音乐剧剧目的营销推广、资源对接
和融资需求。

西城原创音乐剧基地设有创作、制作、排练、
试演、培训和营销六大中心，将通过借鉴美国百老
汇、伦敦西区、日本四季剧院以及韩国音乐剧产业

的发展经验，整合丰富的行业资源，将其打造成一
个集原创音乐剧创作、排练、读剧、演出、培训、版
权交易和衍生品开发、投融资等于一体的功能性
平台。

该基地优秀的硬件条件和良好的运行机制吸
引了众多国际国内音乐剧机构入驻。国内舞台剧
知名品牌开心麻花率先入驻，并与基地建立了深
度合作模式，双方共同推出原创音乐剧《爷们儿》
并于今年 8 月份开始尝试驻场演出。除此之外，
基地还引入了百老汇国际音乐会工厂（Musical
Theater Works International）等百老汇知名机构
入驻。未来基地还将举办一些国际性的交流活
动，促进国际音乐剧产业的交流与互动。基地已
经与纽约新音乐剧艺术节和首尔音乐剧节取得合
作意向。此外，基地还将筹办大型音乐剧艺术交
流活动，使之发展成为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力的
艺术活动品牌。 （艺 文）

西城原创音乐剧基地落成

人应该拍一张这样的照片：“你的眼睛注视着死亡，你是否安心，你是否坦然，你是否无怨无
悔？都可以从你的眼睛里看出来……平时，你可以经常看看这张照片，让它提醒你还活着，提醒你
应该怎样活着……”

——摘自剧中主人公向南的一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