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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点评

话剧《伏生》——

一部弘扬文化传承信念的佳作
□徐晓钟

曾几何时，一个声音如雷贯耳甚嚣尘上：世界歌剧的中心
即将偏移中国。2011年笔者撰文以“井喷”形容中国原创歌剧
的“喧声与沉寂”。2013年，歌剧，仍然以其高强度的影响力，在
国内音乐舞台引领潮头。

伟大的歌剧作曲家诞辰纪年，世界各地总要漫卷回潮大
浪。2013年的歌剧舞台，西方经典向威尔第、瓦格纳致敬，开创
国内首演纪录；本土原创则南北呼应开花结果，测试国内市场
风向。前者两极分化冷热不均；后者多向发力高低不平。

经典的狂欢
中国歌剧舞台，从未像2013年如此集中上演威尔第和瓦

格纳作品，从数量到质量，无不超越历史纪录。根据不完全统
计，本年度全国各地上演威尔第经典歌剧《奥赛罗》《纳布科》

《阿伊达》《茶花女》《游吟诗人》《假面舞会》《弄臣》《阿蒂拉》等
8部，瓦格纳经典歌剧《漂泊的荷兰人》《女武神》《帕西法尔》等
3部，总计大约百场左右。

相比欧美，亚洲人对瓦格纳歌剧的认知理解显得薄弱与
浮浅，这种差距成为其引进国内演出市场的屏障。2005年的北
京国际音乐节，因《尼伯龙根的指环》在中国首演，注定会留下
无法忘怀的集体记忆。此后，瓦格纳歌剧每一次全新亮相即演
化为重大的文化事件。2013年北京国际音乐节与萨尔茨堡复
活音乐节等联动制作的《帕西法尔》，堪称中国瓦格纳年浓墨
重彩的点睛之笔。

国家大剧院以威尔第歌剧《奥赛罗》为其本年度歌剧节开
幕之作。而作曲家“艺术生涯发轫起点”的《纳布科》，因多明戈

“君临城下”挂帅主演而分外光彩，国内乐评一致赞为国家大
剧院“最具艺术品位和专业水准的演出”。大剧院2012年首部
首版瓦格纳歌剧《漂泊的荷兰人》，2013年再度为纪念作曲家
诞辰200周年上演。

上海大剧院的重头戏是其联手匈牙利大艺术宫共同制作
推出的威尔第歌剧《阿蒂拉》国内首演，以色列指挥家丹尼尔·

欧伦倾情执棒挥洒精彩，同时，他又在广州大剧院出任《茶花
女》艺术总监和指挥，亲自挑选豪版“卡司”并力邀意大利萨勒
诺威尔第歌剧院合唱团。香港歌剧院同国家大剧院“英雄所
见”，将《漂泊的荷兰人》排上日程。香港乐评家史君良对《漂》
剧“卡司”、乐队、歌队整体表现赞赏有加。天津歌剧院和匈牙
利国家歌剧院联手打造的威尔第歌剧节，在这座城市创造了
神话般的奇迹，《弄臣》《游吟诗人》《阿伊达》轮番上演，临近岁
末，更以津版《茶花女》为中国威尔第年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中央歌剧院2013年达到空前密集的演出频率，威尔第《游
吟诗人》音乐会引来好评如潮；瓦格纳《女武神》舞台版与音乐
会两轮演出满城轰动，无不充分显示了中国歌剧艺术领域“国
家队”的实力与风采。

同样是百年诞辰的英国作曲家布里顿有些受到冷落。北
京国际音乐节推出其歌剧《彼得·格莱姆斯》（音乐会版）中国
首演，总算弥补了不应有的空白与遗憾。莫扎特、罗西尼、普契
尼的经典作品仍然大受欢迎，中央歌剧院的《图兰朵》《魔笛》，
广州大剧院的《图兰朵》，天津大剧院、上海歌剧院的《托斯
卡》，等等。国家大剧院最新引进的《后宫诱逃》和全新制作的

《费加罗婚礼》，票房和口碑更是双赢并举。
经典的重温与首演，中国头牌光彩夺目非同凡响。在欧洲

歌剧舞台辉煌闪耀的巨星和慧，百忙中拨冗回国领衔《假面舞
会》；旅欧男低音歌唱家李晓良在《纳布科》里表现优异出类拔
萃；中央歌剧院《女武神》全华人“卡司”表现出应有的水平高
度和修为深度。中国歌剧的制作水准整体上升，有的剧目甚至
可以同世界任何大歌剧院相提并论。

原创的沉浮
2013年的歌剧舞台，本土原创新作虽然显得势单力薄，但

也值得圈点。首先，题材内容与创作手法呈现更加多元化、个
性化的特征，“国家队”与“地方军”联手合作也有多层体现。

中央歌剧院与宁波市演艺集团合作打造、金湘谱写的《红

帮裁缝》，从暮春开始在北京、宁波、上海等地巡演，初秋
亮相国家大剧院。上海歌剧院倾力打造的《燕子之歌》为我
国声乐艺术家、教育家周小燕斑斓人生的深情咏叹。有评论
家认为该剧在音乐语言的使用上，有颇具积极意义的倾向：
坚持调性写作，这种写作坚持的就是“大众口味”的审美取
向。

西方歌剧文献中的“双胞胎”、“多胞胎”并不鲜见，《蓝胡
子》《达芙妮》《安提戈涅》等无不为相同题材、不同文本和作
曲。2013 年，中国歌剧舞剧院和陕西歌舞剧院，双双紧抓“苏
武”大做文章。两个文本、两个作曲，关键还在音乐。中歌版《苏
武》为山西籍四川作曲家林戈尔创作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已
尘封 19年，正巧暗合苏武留胡 19年的历程。陕歌版则为陕西
籍北京作曲家郝维亚2013年新创剧目。两位作曲家在语言系
统、音乐风格、写作技法、美学观念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差异
决定个性。其中，陕歌版《大汉苏武》突破与超越了历史题材歌

剧的一般模式，既有“世界性语言”，又有“中国化色彩”。
大型歌剧《岳飞》是旅加作曲家黄安伦题献前辈指挥家郑

小瑛的一部力作。从构思到完成用了8年，再推上舞台又等了
27年。“岳飞”竟然比“苏武”走得更长。2013年夏季，该剧以音
乐会形式于厦门大学科学艺术中心世界首演。有乐评称该剧
是“动感化”音乐的典范，声乐种类齐全、乐队部分突出，是为
两大亮点；郑小瑛棒下的厦门爱乐乐团演奏中规中矩，交响性
与融合性都很自然。

2013 年正值宋庆龄诞辰 120 周年，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
与广东星海演艺集团精诚合作，“国之瑰宝”在美丽花城大放
异彩，《宋庆龄》全版歌剧世界首演。旅德音乐学者蒋一民教授
认为这是近年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艺术上还有很大提升空
间。

一部新戏，如果没有经过市场检验循环上演，“沙里淘金”
何来经典？2013年原创歌剧开始有计划地复排重演，国家大剧
院版《洪湖赤卫队》重现舞台焕然一新，票房飘红上座满满。前
两年首演的《红河谷》《土楼》等原创歌剧在“十艺节”大放光
彩。重庆歌剧院2011年出品的《钓鱼城》在全国各地演出已超
过 60场，2013年 10月再添“文华优秀剧目奖”和文华剧作、音
乐大奖及优秀表演奖。

曾以《苍原》誉满华夏、在“国家舞台精品”中引领风骚的
辽宁歌剧院，2013年原本有一部原创新作《萧红》已进入“围产
期”，突然因故被终止“妊娠”，最终导致“流产”；甘肃歌剧院原
定年内首演的《貂婵》也推迟至2014年。

回顾的盘诘
有个现象值得关注：2013年上演经典歌剧数量最多的城

市并非北上广，开业仅一年的天津大剧院后来居上，全年上演
歌剧高达10部。曾经的歌剧“荒漠”，终于迎来了片片绿荫。汤
沐海堪称本年度指挥歌剧最多的华人指挥家。易立明则应列
为最受关注的华人歌剧导演，他将斯特拉文斯基二幕清唱歌
剧《俄狄浦斯王》，做了最彻底的“中国式”、“本土化”，成功实
现了该剧的中国首演。

歌剧是舶来品。旅意指挥家吕嘉认为，中国要成为世界歌
剧的“中心”，恐怕还为时过早。这件事需要脚踏实地、一步一
步走稳、走好。中国歌剧目前仍处在一个学习阶段、初级阶段。
引进经典也好、委约创作也罢，要补的课还很多。中国歌剧要
职业化的口号已经喊过多年，有些喊口号的人未必清楚“职业
化”这个概念的真正含义和实质内容。吕嘉说，歌剧的职业化，
实际上就是国际化、标准化、规范化。这个概念并非仅限于音
乐，歌唱家、指挥家、演奏家，而是包括所有同歌剧相关的方方
面面的“工种”。中国原创歌剧最大的问题是，真正掌握歌剧艺
术规律、运用歌剧创作思维的编剧和作曲，有多少？在哪里？

目前国内歌剧市场远远没有进入正常运行轨道，这方面
需要有关方面和大家予以重视。北京、上海、广州、天津4家大
剧院，甚至有些中等城市也盖了歌剧院，“硬件”都很过硬。但
是，花巨资建造的高标准的歌剧院，有没有高质量剧目？有没
有高水平的人才？有没有高效率的管理？歌剧从业者最担心的
是：用达不到艺术标准的“经典歌剧”误导了老百姓。因为，他
们如果上过一次当，再也不会走进歌剧院了。

曾有作曲家在媒体声言，中国人别再只要求自己融入世
界、走向世界，现在要学会领先世界，有时甚至拒绝世界。重点
是用实力证明、用作品说话。如果全世界的歌剧大腕都跑来中
国演歌剧，全世界的歌剧迷都“飞的”来中国听歌剧，那时，可
能离“中心”就不远了。

201320132013歌剧歌剧歌剧：：：风生水起风生水起风生水起 花开花落花开花落花开花落
□紫 茵

国家话剧院最近推出了由孟冰、冯必
烈编剧，王晓鹰导演，国家话剧院舞台艺术
家通力合作的一部文化内涵深厚的历史诗
剧《伏生》，这部诗剧讲述了古代大儒伏生
以生命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的故事，给观
众上了一堂弘扬文化传承信念的课，观剧
后，令人久久深思。舞台艺术的呈现上也很
有创造性，拓宽了观众的审美视野和胸怀。

秦王时期，为将大秦文化一脉流传，秦
王废黜其他所有文化门派，下令焚烧儒学
典籍。大儒伏生为让《尚书》等儒学典籍传
承发扬、逃脱焚烧之祸，闭门18天，把几部
儒学经典诵记于心。丞相李斯登门焚书、抓
捕伏生的儿子子勃。伏生为保住自己背诵
的典籍，甚至交出了藏在家中的儿子。

在一群乞丐面前，伏生大笑着说：“荒
谬，愚蠢……我万万没有想到，这吃进肚子
里的诗书，成了亲人头上冰冷阴森的绞
索”。“前一刻我还以为自己天赋异秉，是个
保护诗书的圣人，现在我却成了戕害天伦
的罪人……我不能死，就让家人白白送命？
这就是我的文化？”《伏生》的编、导、演着力
展现了历史对伏生灵魂的拷问。

秦朝灭亡，项羽烧了咸阳宫，儒生们听
说宫里的儒学典籍的孤本都被焚烧而痛苦
呼叫，这时，伏生高声诵读了《尚书》《孟子》

《论语》……众儒生带着朝圣般的感情，倾
听着这犹如天籁般的声音。“在伏生跟前一
个个陆续跪下，一齐向他行拜师大礼”。

到了汉朝，又“废黜百家，独尊儒学”。
垂暮的伏生感慨：“倘若只有一种酒喝，这
日子怎么过啊……”作者以绕梁余音的诗
情，把人物和剧本的哲思向纵深又推进了
一个层次——关于“百家争鸣”的思索。《伏
生》的演出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对伏生灵魂
的拷问，促使人们久久地沉于思索。

导演王晓鹰在多年的舞台实践和理论
研究中，矢志追求戏剧的哲思品格，关注

“灵魂拷问”的课题，执著使用假定性原则，
创造诗化的意象，2006年出版了他的学术
著作《从假定性到诗化意象》。在《伏生》演
出中，导演采用了丰富的假定性、诗化语
汇。演员的表演也创造性地运用了以民族
文学艺术元素为基础的肢体动作和语汇。

在侯岩松扮演的伏生的表演中，用鲜
明的带有技艺性的形体动作来作为“在体
验基础上的再体现”的“体现”语汇和形式，
揭示人物的心灵。当侍从端上子勃人头时，

伏生——侯岩松在台板上的一段甩发抖须
的肢体动作表现了人物难以倾诉的激情，
在编、导、演整体的创造中，以伏生“贪生怕
死”的表象，反证了伏生为保存历史文化的
钢筋铁骨的灵魂，歌颂了中国文化，歌颂了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气节与灵魂。

扮演伏生的侯岩松、扮演李斯的涂松
岩、扮演羲娥的徐筠、扮演闵姜的佘南南等
表演艺术家都统一在这种美学原则下，努
力做到文化符号与人物个性的统一。演出
中的歌队——群臣、奴隶，通过肢体与舞台
调度的舞蹈化、木偶化烘托出整个演出诗
化的统一风格。

在景物上渗流鲜血及用红绸表现火的
语汇在王晓鹰自己的舞台实践中不是没有
出现过，而在《伏生》中，硕大的、渗出鲜血
的面具与大幅度抖动的红绸把这种象征语
汇用到极端。把象征和诗化语汇用到极端，
表现演出者的激情，这是该剧演出的美学
特性之一。

在舞台美术上，景与服装灰土色的基
调渗透出了历史的泥土气息。演出中不时
引入的音乐体现出了该剧的激情和风格，
而音乐的节奏更是“打”出了人物思想情感
的“重拍”及导演构思的“重拍”。

总的来说，《伏生》是一台思索文化传
承真谛、弘扬文化灵魂的戏剧舞台艺术力
作，文化元素丰厚，舞台艺术上横溢着可贵
的创造意识。

最近，作家王蒙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
《文化繁荣“头脑和灵魂”高于一切》。文章
中阐述：文学艺术作品“他们能告诉什么
是人类的智慧和良心，什么是一个民族文
化的高端，什么是我们精神世界的那一线
光明，什么是我们精神世界的那样一种向
往，那样一种追求”。当前，文学艺术面
临着一些新的课题，他说：“但同时不要
忘记，自己的头脑和灵魂，高于一切。”
国家话剧院的历史诗剧《伏生》的确告诉
了我们“什么是人类的智慧和良心，什么
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高端”。当前，戏剧界
面临体制改革，都在考虑如何开拓演出市
场的新课题，如何对观众的需求作出自己
的解读、判断和实际的考虑。我以为，近
年来，国家话剧院基本上坚持了“头脑”
和“灵魂”“高于一切”的信念。此次创
作演出的这部文化意义深厚的历史诗剧

《伏生》，正是国家话剧院给观众、特别是
青年观众上了一次尊重文化传承、尊崇文
化灵魂的哲思课。

由北大星光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物学
会书画雕塑委员会主办，北大星光美术馆、

《艺术》杂志社协办的“刘人岛山水画、翡
翠艺术及藏品展”日前在北大星光美术馆拉
开帷幕。

本次展览是北大星光美术馆成立后的
首次个展，共展出刘人岛百余幅精品山水画
作、翡翠艺术及部分名家藏品。其中，展出刘
人岛创作的山水画作 43幅，包括《石涧流泉
醉吟玉》及曾搭载“神州六号”载人宇宙飞船
升空的《浮云山霭莽苍苍》等多幅代表作品。
展出由刘人岛监制的翡翠艺术作品46件。展
出包括虚谷、朱屺瞻、江寒汀、傅抱石、何海
霞、娄师白、吴冠中、于志学、乔十光等在内
的十余幅刘人岛收藏的名家书画藏品，此展
可谓是将中国画之古今凝结一堂。谈到与画
家刘人岛的合作，北大星光集团董事长倪鹰
表示：“他的国画中元素丰富、气势磅礴，他耽于传统，
又不被传统所囿，把山水画欣赏可卧可游的意境发挥
得淋漓尽致”。

在全球艺术投资陆续转向中国市场的大背景下，
北大星光集团凭借着对艺术领域的敏锐触觉，在2012
年12月成立了艺术中心并将目光投向国画市场，正式

进军国画领域。北大星光美术馆是以北大星光集团为
依托，于2013年9月成立，美术馆秉承“专业、创新、开
拓”的宗旨，并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专注于国画艺
术，致力于打造全国最专业的国画艺术交流推广平台。
此展将于本月26日落下帷幕。

（一 醇）

刘人岛山水画、翡翠艺术及藏品展举行

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和今日美术馆主办
的“中国当代数字艺术展”日前在今日美术馆开幕，共
展出卜桦、崔岫闻、冯梦波等9位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数
字艺术家的作品，展览将于2月24日结束。此次参展作
品的题材涉及历史、现实、哲理、梦境等。表现手法上有
三维图像塑造、水墨动画制作、抽象形式探索、互动效
果生成等方式。人类的精神世界、日常社会生活和外在
物质世界可谓都展现在数字艺术的虚拟天地中。

数字艺术是一门纯粹由计算机生成、既可通过互
联网传播又可在实体空间进行展示、能够无限复制并
具有互动功能的虚拟影像或实体艺术。它起源于1985
年，迄今只有29年的历史。近年来，我国大量数字艺术
家亮相国际艺坛，其杰出的创作成果受到国际学术界

的关注。各大艺术院校纷纷成立相关教学机构，政府也
将数字艺术作为重要文化产业予以大力支持，数字艺
术在我国已经呈现出迅猛发展的良好势头。但是，由于
数字艺术的展示和宣传尚不充分，普通民众对这一新
兴艺术的认知度还不够高；此外，评判这一新兴艺术的
知识和理论准备相对滞后，使得数字艺术的学术研究
在我国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为了进一步加强当代艺术研究，文化部于2012年
4月24日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设立国家当代
艺术研究中心。国家当代艺术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开展
了年度课题发布、评审和立项，举办了一系列具有重大
影响的学术研讨活动。“中国当代数字艺术展”是中心
支持的第一个学术研究展。 （任晶晶）

中国当代数字艺术展在京举行

为提高促进和保护亚太地区创作者的权益，国际
作者和作曲者协会联合会（CISAC）日前宣布，正式将
其新的亚太区总部设在中国北京。

成立于 1926 年的国际作者和作曲者协会联合会
是非政府、非营利性组织，也是全球创作者协会的联合
体，致力于保护创作者的权益，推动全球版权特许使用
收费的增长。CISAC总部位于法国巴黎，其成员来自
120个国家和地区的227个协会，代表超过300万文学

及艺术创作者和出版者，涵盖了音乐、戏剧、文学、音
像、摄影和视觉艺术等门类。CISAC亚太区总部将致
力于协调亚洲市场作者权益的保护和提升，对区域内
的集体管理组织给予支持，并与CISAC巴黎总部及其
在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区域总部保持紧密联系。

此外，由CISAC主办的“版权与集体管理研讨会”
1月 16日在京举行，与会者深入探讨了集体管理对创
作者和商业使用者的重要意义。 （余 文）

国际作者和作曲者协会联合会
新亚太区总部在京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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