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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中美建交 35 周年，由中国美协与美国卡特
中心共同主办的“中国美术家眼中的美国——当代中国
美术作品展”日前在炎黄艺术馆举行。一幅幅以美国风
情为主题的水墨佳作，展现出北美大陆神奇绚丽的自然
与人文景观。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和夫人罗莎琳·卡特
在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之邀访华期间也特地拨冗
出席了开幕式并致辞。主办方介绍，为筹办此次展览，中
国美协邀请了70余位中国画名家以美国为题材进行主
题创作，共展出作品76件，描绘了美国独具特色的自然
人文风光，使中国观众通过中国画的表现形式了解到美
国的风土人情，也使美国观众在熟知的家乡景象中体会
出中国水墨艺术的无穷韵味，展现出中美两国美术交流
的创新和成果。

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认为，中国美术已不再限于对
外单向的文化输出，而是用宽广的视野将世界范围内的
各种文明形态纳入创作主题。此次展览不仅从一个侧面
展示了这一重要的创作，同时也展现了中国当代美术家
精湛的艺术造诣和开放包容的胸怀。

据了解，为配合中美建交35周年纪念，中国美协积
极拓展渠道，策划实施了一系列相关美术展览。去年底
在美国纽约国家艺术俱乐部成功举办了“水墨·中国梦”

当代中国画展览，今年7月，协会再次携数十幅佳作远赴亚特兰
大，在卡特中心展示水墨的清风雅韵。而本次展览则是中国美术
家们用传统的水墨技法表现异国风光，这不仅是对自身创作题
材的突破，更是为两国建交纪念献上的一份厚礼。 （张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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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的索契冬奥会开幕式，以其令人震撼的视听语言、变
幻多姿的表现元素，不仅向世界展示了俄罗斯波澜壮阔的文化与
历史，也让它的设计者乔治·西平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对于国内的
很多观众来说，乔治·西平的名字或许还有些陌生。他是如今国际
公认的舞台美术设计师，同时也是知名的雕刻家、建筑师和影视美
术设计师，其设计的《尼伯龙根的指环》《战争与和平》《俄狄浦斯
王》《唐璜》等剧目，已经成为了当代歌剧舞台的经典作品。乔治·西
平的设计视野非常宽阔，曾经与多位世界重量级导演合作，并获得
众多国际级重大奖项，曾是北京 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的候选设计
师。借其此次来华交流的契机，围绕当下舞美创作的热点话题，本
报记者对乔治·西平进行了独家专访。

记者：“大制作”是时下中国戏剧舞台关注度最高的话题之一。
一些因为奢华、庞大的布景而干扰演员表演、远离戏剧本真的演
出，常常受到观众和业内人士的批评。在你的创作中，我们也发现
了一些大型的空间设计作品，比如为布雷根茨艺术节创作的音乐
剧《西区故事》、圣彼得堡版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等。你是如何
处理空间表达跟演员表演之间的关系的？

乔治·西平：我的作品不都是大制作的，也有一些极简主义的
作品，还是要根据戏本身选择合适的制作方式。有些戏比如受资
金、内容的限制，或者创作者对其没有什么想法，需要简单的设计，
就可以用一个空盒子来象征性地表示一下。我创作的那些大型的
广场演出，一般都是根据主办方的要求和需要而选择的。在这些大
型的装置中，如何使你的场景尽可能的深刻，而又不至于将演员的
表演淹没，这也是我被经常问及的问题。其实，作为舞台空间的设
计师，不仅仅要设计景片，而且还要考虑到空间的氛围、情绪、力
量，要让空间的布景、装置跟演员发生互动，把各种因素互动积蓄
的能量集中在演员身上。大的装置背景，设计初衷是为了创作者的
感受、演出的气氛、剧场的环境，但是最终的焦点还是舞台上的人。

此外，观众层面也是不容忽视的。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我们要
跟电影、电视、网络竞争，还是需要创造一些“惊奇”，满足观众进剧
场的视听需求。尤其是年轻观众，现实生活中他们的沟通方式已经
变化，不喜欢你告诉他一个故事。世界上说来说去就30多个故事模
型，如果你总是用熟悉的词汇跟他讲，就如同学校的课堂一样，说
教意味太浓，他们反而会排斥。剧场演出应该尽可能多地创作出丰
富多变的舞台效果，尽可能展示空间的变化，激发观众的想象力。

记者：在完成的作品中，我们看到雕塑、建筑、装置艺术等对你
空间创作的影响，但是包括视频、投影等手段在内的多媒体却很少
出现在你的舞台空间中。与之相对应的，近两年国外剧团到中国的
戏剧演出，很多都使用了多媒体，中国的戏剧舞台也纷纷把多媒体
作为介入戏剧演出的重要手段。对于这种现象，您是如何认识的？

乔治·西平：我对演出中大量使用多媒体，已经审美疲劳了。舞
台上，由电脑制作的视频、投影使用越来越多，总感觉是创作者没

有别的主意了，像是走了一条捷径，将其视为解决空间创作的方
法。这样的话，不如回家看电视、电影，效果比剧场更好。投影其实
是一个附加的条件，我也在创作中运用过，但是从来不会让投影、
视频作为舞台的主导。这些手段归根结底是一个平面的东西，一旦
过度使用，舞台空间的魅力就失去意义。剧场中，没有比空间更有
力量的形式了，我们应该更好地去表现空间中真实的材质、真实的
气味、真实的生命，让观众在剧场中有真实的视听感官体验。

记者：在你看来，多媒体介入戏剧会不会是一种趋势？
乔治·西平：我不在乎什么趋势，更关注创作本身，构思要比技

巧更重要。从上世纪 60 年代，斯沃博达将视频引入舞台创作到现
在，技术变得越来越复杂了，人们只要掏出手机都能拍视频，可以
说，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在一个视频的空间里。我很想尝试投影技
术，惟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视频的平面呈现与空间的立体呈现之
间的转换关系。因为对于舞台设计师来说，更多是一个空间设计
师，设计空间的氛围、环境是对于舞台上角色的生活世界是非常重
要的。我在创作中，一再强调要有“空间”的概念。现在一些用了视
频技术的演出，更多是体现了一种功能性、替代性的动态背景而
已，有些还在分散观众的注意力，没有很好地突出空间性，反而有

时会让演员在投影前面变得非常难看。目前，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是如何把投影恰如其分地融入到演出的空间氛围中去，如何更好
地发挥多媒体的长处，这才是有创造力的事情。

记者：对古典歌剧进行挑战式的舞台阐释时，你是否面临很多
批评和阻力？你是如何寻找舞台创造与当代社会结合点的？

乔治·西平：我经常听到批评的声音，有些还非常难听。创作者
不能整天跟着评论走，每个人的观感都是不一样的。歌剧舞台设计
的生长点在于空间本身。以瓦格纳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为例。
对于西方人来说，这部作品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在1997-1999阿姆
斯特丹版本中，我以工业革命时期为背景，选择了建筑工地这一主
要场景，一方面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材料和质感，另一方面还能体会
到一种蓄势待发的力量，一种无法预期的态势。镜框式的舞台空间
被我打破了，整个乐队移到了舞台上，被音响以及剧中具有生命力
的“爆炸”景象团团包围着。由于去掉了乐池，乐队和观众的界限变

得不那么明显，一部分观众还被悬吊在
舞台装置上，演唱者好像是被电影镜头
拉近的特写一样，可以和观众亲密接触，
极具视觉冲击力。到了 2003 年的圣彼得
堡版，我的设计来自于我们自己所处的
时代背景。科技的革命，诸如生物工程
学，类似克隆、转基因等的发现和发明，
让整个世界更加疯狂。在瓦格纳的《指
环》中，大自然和人类都是不纯洁的，是
被永无止境的贪欲玷污了的。我们今天
的生活中，充斥的生物技术以及篡改了
的生活本身给我们的影响将比瓦格纳时
代更加危险，这些就成了我的设计出发
点——人类和人类制造出的模糊不清的
物种间的关系。我是用空间表达我对这
个世界的认知，与内心世界对话。

记者：你在参与某个剧院、艺术节舞
台设计的时候，会不会去考虑这个剧院
的风格或者从一个既定的主题出发去创
作？

乔治·西平：迎合某一个人的要求，
为某种观念而创作，对我来说是灾难。创
作还是得发自内心，首先要打动你自己
才能打动别人。一个剧目的设计，就好像

诗歌一样，有时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说的话太多，解释的过于
仔细，反而会破坏了原有的意境。舞美设计更多是设计者心灵的一
种体会、情绪伸张的一种方式，其表达是非常个人化的。100个人可
能有 100 种对于莫扎特作品的理解和解读方式，谁也不知道谁更
对，因为现在没有人能告诉你莫扎特本人是怎么想的，但不管怎
样，舞台呈现的背后都凝结着创作者的生活积累。我喜欢尝试新鲜
的东西，它让我激动，给我挑战。

记者：近20年，你舞台剧的创作主要都是集中在歌剧、音乐剧
上，话剧作品很少触及，这跟你的个人兴趣和创作理念有关吗？

乔治·西平：为话剧舞台进行舞美设计，对我来说太狭窄了，而
且没有自由。话剧总是要讲一个故事，而且布景也是要为这个故事
服务的，格局往往打不开，且限制性特别大。我在创作中喜欢讲一
些故事之外的或者超出故事本身的东西，而不是拘囿于故事本身。
歌剧、音乐剧中，空间设计和音乐是直接相联系的。它不仅仅是简
单地陈述一件事，而是更注重传达一些文本之外的讯息。同时，对
于创作的尺度而言，歌剧为舞台空间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度。跟随音
乐的变化，空间、布景不断地变换，这是非常美妙的事情。

（翻译吕钦）

由中国舞台美术学会主办的
“首届国际舞美大师论坛——感受
视听空间的表现力”日前在京举
行。本次论坛不仅邀请了国际知
名舞美设计家乔治·西平做关于

“索契冬奥会舞美设计创意与呈
现”和与美国百老汇舞台设计相关
话题的专题讲座，还安排了刘杏
林、陈同勋、高广健、韩立勋、沙晓
岚、严文龙等6位国内知名设计家
与之对话，共同探讨当今世界舞台
美术创作的新思维和新动向。期
间，中国舞台美术学会还向乔治·
西平颁发了“中国舞台美术学会

‘ 学 会 奖 ’（国 际 交 流 特 殊 贡 献
奖）”。

新世纪以来，以戏剧舞台为中
心，中国舞台美术设计师的艺术视
野已经突破了“镜框”的界限，扩展
至更加广阔的跨界领域，深入到社
会多个层面的大舞台，其理论研
究、创意水平、作品规模、艺术质
量，普遍有所提升。狭窄的思维空
间已经不能容纳宽广的“大舞美”
艺术观念。尽管如此，在中国舞台
美术学会会长曹林看来，我们在

“国际化”的问题上仍处于起步阶
段，步子不够大，速度不够快，视野
不够宽。此次论坛的目的“就是希
望以不同的思维方式解答和解决
同一个问题，用同一个平台引导设
计师把个人智慧发散至更高更
远”。“我们不仅要把国外的知名设
计师请进来，还要向世界推出我们
自己的舞美设计团队、艺术家，创
立舞美设计的中国品牌、中国气
派。”

视野、理念、创意，成为本次论
坛的关键词。中央戏剧学院教授
刘杏林认为，视野对于舞美创作非
常重要。“有了视野才有标准。一
个人的眼光、判断能力怎么样，不
是靠教科书，靠的是潜移默化的影
响。看到了好的作品的眼光慢慢
会化为自己的眼光，进而提高自己
的创作水平。”此外，古典诗词、古
典文学以及日常工作中的做事态度等，都会
对舞美创作带来间接影响。在他看来，如今
的学生不缺少天才，有天赋、有想象力，但是
很多不在状态，没有真诚，缺少认真的创作态
度，这些都是影响他们未来成长的阻碍。舞
美设计韩立勋用“捕风捉影、胡思乱想”形象
表达了自己的创作理念。他认为，在艺术领
域，真诚地犯错误是一种美德。面对信息多
元化的时代，我们不该把思想约束在舞台这
个方盒子中，而应该让思想四处遨游。“我喜
欢在实验室完成作品，就如同科学家一样，艺
术家要把思想的灵感拼接起来。”设计师应避
免材料的堆砌，作品只有先让自己舒服，才能
让观众感同身受。而在谈及舞美创意的话题
时，舞美设计严文龙认为，年轻时因为没有条
条框框的束缚，创意更容易出类拔萃。最高
明的设计师应该是在有很多约束的情况下还
能作出好的设计，拿出好的创意。“花最少的
钱，用很少的演员，有深邃的思想，高明的手
段，这才是最好的戏剧”。 （余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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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影、山川、白雪，一缕白色光亮的河水，纯粹而极致的审美
取向，来自画家马万国的“昆仑”系列。由中国美协艺术委员会、
中国艺术报社、山东省美协、中国作协诗刊社共同主办的“昆仑
情 中国梦——马万国中国画作品展”日前亮相中国美术馆，共
展出了马万国表现昆仑山自然之美、精神之美的139件作品。

昆仑的雄浑、自然的风雨、变幻的云雾……马万国在展现昆
仑的巍峨挺拔、神情凝重的艺术气魄的同时，也以昆仑的物象接
续了五代北宋荆浩、关仝、李成、范宽的雄浑壮美的风格，亦暗合
了宋元的审美特征——展现自然物象、追求审美张力、体现诗境

之美。
马万国出生在山东淄博，但笔下的写意山水，却以西北的昆

仑风情最为引人注目。他的昆仑系列没有人的踪迹，就连牛羊房
屋也只是偶然间的零星一点，雪山、大漠、草原、长云，成为画面
的主要内容，却显示出昆仑山脉的空旷与辽远，酣畅淋漓的浓墨
重彩和全景式的构图描绘出昆仑山脉独特的风貌，气势雄浑、沉
郁，得气韵兼力之美。在画面布局与结构上，他有自己独立的思
考：将布局的疏与密、笔墨的枯与润、节奏的轻缓与急重融为一
体，生动地勾勒出天地苍茫的萧瑟与沉重。 （任晶晶）

马万国中国画作品展亮相中国美术馆

由北京大学影视与戏剧研究中心、北大
培文教育出版集团、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
院主办的《戏剧学导论》新书发布暨“戏剧学
研究与教育的现状和未来”学术研讨会日前
在京举行。《戏剧学导论》由北京大学艺术学
院教授顾春芳历时 4 年完成，共计 55 万字。
该书突破了以往戏剧理论只关注戏剧文学的
单一视角，广泛涉及表演、导演、舞台美术、演
出空间等多个领域，注重戏剧艺术在教育层
面和人文层面的影响和作用；同时，还以中国
美学的核心概念“意象”和“意境”为理论核
心，提出了“戏剧意象”和“戏剧意境”，提升了
戏剧美学的理论层次。研讨会上，来自全国
的20余位专家学者以该书为基础，围绕国内
戏剧学发展的现状与未来、戏剧学家与戏剧
实践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在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叶长海看来，戏剧
是一门有几千年历史的古老艺术，但戏剧学
是一门年轻的新兴学科，它的独立和体系化
研究是 20世纪初开始的。德国于 20世纪率
先在大学内开设戏剧研究的独立讲座和学
科，此后在欧美不少大学都开设了戏剧学专
业。在大学的艺术教育中建立“戏剧学”学
科，中国开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戏剧学导
论》的出版正是对于中外戏剧学研究的一种
积极的延续、呼应与拓展，尤其是书中提出的
衡量戏剧作品美学价值的核心在于关注人类
整体命运与未来，对社会对人生的思考和终
极关怀，这些具有人文精神关怀的思考，对未
来的戏剧学研究、艺术实践和教育等都具有
指导意义。

戏剧评论家林克欢认为，尽管戏剧学是
近百年才发展起来的一种学问，但是在剧院
里戏剧学家的存在和作用已经有好几百年的
历史，他的职务就是戏剧文学顾问。在国外
的很多剧院里，戏剧学者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的作用贯穿从导演到宣传、推销、总结等的

整个过程。戏剧学是一个跟实践关系密切的学科。
目前，对于世界舞台的这种变化，我们的戏剧实践基
本上没有得到反映。他认为，作为戏剧研究者应当
了解现实的发展，了解整个世界舞台发生了哪些变
化，具备开放的艺术眼光，这是戏剧学研究深入拓
展、不断创新的现实基础。厦门大学教授陈世雄认
为，戏剧学的关注范围至少包括戏剧理论和戏剧史
两个方面，而理论方面除了对戏剧本体的研究之外，
戏剧治疗学、戏剧人类学、戏剧社会学等这些戏剧跟
其他学科交叉的前沿理论，也应该成为戏剧学研究
的对象，在对前沿戏剧理论的关注上，我们的戏剧学
研究还要有所推进。

（徐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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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2014首届天津曹禺国际戏剧节之后，由
天津大剧院主办的 2014 首届天津国际歌剧舞
剧节日前在现代歌剧《居里夫人》的震撼首演中
拉开了大幕。从9月3日起一直持续到2015年1
月 10 日，在为期 4 个月的时间里，将有包括歌
剧、音乐朗诵会、冰上芭蕾、芭蕾舞、现代舞在内
的19台剧目47场演出以及30场活动讲座陆续
在该节亮相。本届歌剧舞剧节主打原创、经典
牌，多部世界高水平歌剧、舞剧的中国首演，也
让此次歌剧舞剧节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具有国际
歌剧舞剧艺术风向标意义的节庆活动。

率先首演的歌剧《居里夫人》是波兰波罗的
海歌剧院的保留剧目之一。该剧讲述的居里夫
人不但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诺贝尔化学奖获
得者，而且还是一名意志坚强的女性代表。正如
该剧导演马莱克·维伊斯说：“她天资聪颖、意志
坚强、身材弱小、热爱生活，有自己的梦想而不
断追求，勇往直前，但绝不是一个被人妖魔化了

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工作狂。她相貌美丽，是一
个实实在在的女人”，歌剧展现的“正是一个不
仅热爱科学而且热爱生活的女科学家”。

9 月 30 日至 10 月 6 日，莫斯科
国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涅米洛维
奇—丹钦科音乐剧院将三度来到天
津大剧院，以 600 人的庞大演出阵
容演出由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作
曲的歌剧《战争与和平》。这是该剧
首次在中国上演。2013年“五一”期
间在天津大剧院上演的斯坦尼剧院
版《叶甫根尼·奥涅金》，就曾因其别
出心裁的制作而惊艳国内歌剧界，
导演亚历山大·蒂特尔更是得到了
业界的一致好评。此次演出的《战争
与和平》的导演同样由蒂特尔担任。
此外，今年 12 月，俄罗斯马林斯基
剧院将携两部从未在中国上演过的

芭蕾舞剧《神驼马》和《福金编舞芭蕾集锦》亮相
天津大剧院。

原创、首演是本届天津国际歌剧舞剧节的

最大特色。其中，10月30—31日，由挪威北极歌
剧团、易卜生国际中心、驱动文化传媒联合制作
的歌剧《娜拉》将在天津大剧院进行盛大的世界
首演。这部以易卜生经典剧作《玩偶之家》为背
景的歌剧，由挪威最具盛名的编剧乔恩·弗斯重
新撰写脚本，中国青年作曲家杜薇作曲，舞美设
计师高广健以及新媒体领军人物丰江舟和张琳
加盟创作。由冯柏铭、冯必烈、绿岛撰写剧本，叶
小纲作曲、林兆华导演、汤沐海执棒的中国原创
歌剧《永乐》将于12月9日亮相。法国图卢兹国
家芭蕾舞团的芭蕾舞剧《海盗》以及法国卡菲舞
团的现代舞《有机体》也将首次在天津揭开它们
的神秘面纱。

在经典名剧演出上，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
芭蕾舞团将带来冰上芭蕾《睡美人》和《天鹅
湖》。芭蕾舞台上的《睡美人》和《天鹅湖》是经典
中的经典，屡见不鲜，而如何在冰上演绎这两部
浪漫之作，对于广大舞蹈爱好者来说可能还是
新鲜事儿。与此同时，12 月末上演的俄罗斯克
里姆林宫国家芭蕾舞剧院的《雪姑娘》和《天鹅
湖》以及明年 1 月上演的踢踏舞《大河之舞》和
弗拉明戈舞《卡门》都将在新年之际为观众送上
艺术祝福。 （徐 健）

原创 首演 经典

2014首届天津国际歌剧舞剧节拉开大幕

剧场中没有比空间更有力量的形式剧场中没有比空间更有力量的形式
——访舞美设计师乔治·西平 本报记者 徐 健

9 月 11 日至 15 日，第十届全国艺术学学会年会暨“艺术学
理论的新视野与新方法”学术研讨会在辽宁沈阳召开，此次会议
由全国艺术学学会主办，鲁迅美术学院承办，上海大学、东南大
学、首都师范大学、《艺术百家》杂志社、《社会科学辑刊》杂志社
协办，来自全国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本次学术
研讨会的会议主题为“艺术学理论的新视野与新方法”；会议的
分议题包括艺术学理论的新视野与新方法研究，艺术学理论与
美学理论、文艺理论的边界研究，艺术史论和美学史论及其门类
艺术史论关系研究以及艺术管理和艺术教育研究四个方面。与

会中，专家学者就相关议题进行了深入而集中的研讨，会议气氛
热烈，专家们畅所欲言，展现了不同学术观点与理论学说之间的
论辩和交锋。大家表示，艺术学的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已经呈
现出独立的学科特制与研究的理论自觉，这正是艺术学理论研
究的春天。艺术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将逐步引起学界的重视，研
究方法的问题不仅影响到我们对艺术和艺术理论整体的理解，
还决定了艺术理论研究的方向，因此，应进一步确立本体论研究
方法在艺术学理论研究中的价值。

（杨艾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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