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编辑：徐

健

电话：
（010）65389197

艺术评论

电子信箱：wybyszk@126.com

新作点评

43

2019 年 1 月 11 日 星期五

艺

谭

□杨晓华

近日在北京上演的儿童剧《花果山漫游》是一部
充满童趣、匠心独具的佳作。
首先，这部作品的独到之处在于它传递的是一种
触手可及的正能量。该剧的故事并不复杂。小男孩孙
小 圣 讨 厌 妈 妈 的 唠 叨 ，想 要 摆 脱 一 套 又 一 套 的“ 规
矩”，变成法力无边、自由自在的孙大圣。但是，当他亦
梦亦幻地来到花果山，替孙悟空掌管这片“自由”天地
时，却因为不遵守《花果山守护指南》闹出了一系列乱
子，还上了“闹哄哄”和“乱扎扎”这两个妖怪的当，差
点毁了花果山，幸好孙悟空及时赶到，一切回归了常
态。经历了这一番“磨难”的孙小圣，终于明白了遵守
“规矩”的重要性。
显然，
《花果山漫游》触及了儿童社会化的核心问
题之一，这就是对既有社会秩序的接纳。在当下的中
国，未成年人成长越来越受到重视，
“ 小皇帝式教养”
又令人忧心忡忡，该剧的现实意义也就格外凸显。正
因为如此，
《花果山漫游》称得上真正具有原创精神的
现实主义戏剧作品。
《花果山漫游》的编剧王甦、导演
韩清，以及主要演员都是“80 后”乃至“00 后”的年轻
人，在这个诚意满满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他们直面
当代儿童“成长中的烦恼”的尝试。质言之，他们以这
部作品探求着戏剧对于人和社会的责任。
一部优秀的作品必须具有强大的意义诉求，又必
须诱使受众在审美的过程中与意义不期而遇。一部作
品如果只有创作者意图的倾泻，而缺乏抵达受众的技
巧和方式，再好的愿望最终也不过是猴子捞月的结
局。对于儿童剧而言，由于受众独特的心理特点和接
受方式，就更是如此了。如丰子恺所说，儿童的生活是
趣味本位的。儿童剧应该符合儿童的思维方式，契合
儿童的审美诉求，陈义未必太高，达义却需精准。在这
方面，
《花果山漫游》同样可圈可点。
花果山大概是每个小朋友心中的圣地，孙悟空
则是梦寐以求的朋友。创作者借用西游故事快速拉
近了与儿童的心理距离。从人物和情节设计上看，
无所不能的孙悟空满足了小朋友对英雄的向往，漂
亮温柔的蟠桃公主、舞技高超的奇花精灵映照出小
女孩的粉红公主梦，而老态龙钟又有些护犊子的猴
爷爷，以及憨态可掬的吉祥兔，大概又是小朋友生
活中老祖宗和小宠物的翻版。给蟠桃公主浇水，为
奇花精灵施肥，给猴爷爷择虱子，这些写在《花果山
守护指南》上的任务，也大都可以在小朋友的生活经
验中得到童话式的映证。而那口象征着生活常态的大
钟，则喻示着小朋友最该遵守的作息表。从舞台布景
而言，简洁又不失趣味，花果山的造型带有早年国产

发展为标志生活节奏的“快餐店”。缺乏
道德底线的彪叔，似乎更容易嗅到财富
的腥味，到处炫耀自己的股票成功学。
正是在这种新的社会格局中，倪虹这样
顽固地企图依靠权力寻租切割不义之
财的人，迅速走向边缘化。
进入新世纪，新的理性秩序逐步生
成，这个城市的经络好像在激烈的动摇
之后，迎来精神的澄明。老资格的大榕
树，获得了道路规划的特殊保护，但是
刘宝乐却无法指望林元用公共权力进
行特殊照顾。没有道德坚守、缺乏欲望
自我管束的彪叔，终于破落成靠欺骗和
乞怜支撑生活的寄生者。刘宝乐对“茶
餐厅”醉酒顾客的一段劝慰，说明了这
个城市掩藏着的真正本质：
“ 谁都想过
好日子，可你得想想你为这个城市做过
什么？你为这个城市流过多少汗，这座
城市就给你应得的回报，谁帮着记这个
账本呀？人在干，天在看，有句话说得

儿童剧《花果山漫游》：

这个孙悟空变成了秩序的守护者
□胡一峰

动画片的复古韵味，因富有层次而又多了几分立体
感，挂在山壁上那些硕大的彩色棒棒糖、三米多高的
大滑梯，以及炫丽变幻的灯光，更让这座花果山瞬间
变身为小朋友心心念念的假日游乐场。饰演孙小圣的
小演员虽年纪不大，但台风沉稳，张弛有度，颇为出
彩；木偶的引入，又给小观众增添了新奇感，也体现了
创作者匠心所在。
值得一提的还有“闹哄哄”和“乱扎扎”这两个妖
怪。剧中，两个妖怪以小丑的样子出现，从外形上不但
不恐怖而且还有些滑稽。在充满童趣的《西游记》中不
少妖怪本就具有小丑的特征，或许这也正是儿童眼里
妖怪的本相。更何况，现实中的坏人往往不以青面獠
牙示人，相反他们更会戴上充满亲和力的面纱，装无
辜，充好人，像剧中的“闹哄哄”和“乱扎扎”那样迷乱
人的心神，一步步诱人犯错。可以说，
《花果山漫游》在
把孩子心中的花果山以戏剧的形式搬上舞台的同时，
又把现实世界的面貌以童话的方式告诉了孩子，由此

《又是一年三月三》
专家研讨电影

由广西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广西电影集团有限公司等单
位联合出品的电影《又是一年三月三》讲述了黄永华作为上世纪
70 年代知青，多年后以“驻村第一书记”的身份回到故土帮助百姓
脱贫致富的故事。该片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的献礼影片。12 月 18 日，该片专家研讨会在中国电影资料
馆举行。
与会专家认为，该片的创作者不局限于记录某一个单一的历
史事件，而是选择站在人的角度，尽量客观地来看人物所见证的时
代变化，围绕爱的等待和牺牲主题，将主人公知青时期单纯而美好
的感情进行深度呈现。影片没有刻意煽情，而是基于对生活本身的
探讨，用饱满的镜头语言，给人物打上了明显的时代烙印，并将经
历了命运沉浮之后的包容、释然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影片不仅展
示了广西靖西风光纯美的原生态地理风貌，也展现了当地原住民
质朴的生活，展现了壮美广西隐于尘世的独特魅力。 （影 闻）

具有了较强的主题抵达感。
此外，《花果山漫游》 的创作者还
在细节上下了不少功夫。比如，原创主
题歌 《规矩歌》，把“饭前要洗手”“饭
后要刷牙”“垃圾不能随手扔”“电脑游
戏不能玩”以及按时作息等生活习惯，
编成了节奏明快、朗朗上口的歌谣；还
有可以折成一个大桃的萌萌宣传单，都
给这部剧增添了不少趣味。同时也显露
出创作者打造属于中国儿童自己的精品
之作的企图心。
当然，该剧在思想内涵上还有进一
步开掘的空间。在吴承恩的《西游记》中，
孙悟空是叛逆者的形象，他闯地府、偷蟠
桃、闹天宫，是亘古未有的秩序破坏者。
历来解读西游者，虽角度不同但对此均
有阐发。当代文学影视作品对孙悟空的
IP 开 发 ，大 都 也 延 续 了 秩 序 破 坏 者 的
“猴设”。但《花果山漫游》中的孙悟空独
辟蹊径，扮演了秩序守护者和修复者的角色。
剧中有一个细节对此生动地作了表现：孙小圣刚
到花果山时，问孙大圣要金箍棒，孙大圣不好意思地
挠了挠头说，取经回来之后就还给龙王了。然后，赶紧
带小圣参观花果山，就此转移了话题。这不正是一个
昔日的调皮鬼长大后，面对江湖后生时的情景吗？后
来，在对付“闹哄哄”和“乱扎扎”这两个妖怪时，孙大
圣借用了孙小圣的玩具金箍棒。可见，金箍棒可以是
破坏秩序的工具，也可以是修复秩序的法宝，这一象
征意义其实还值得进一步深描，毕竟，金箍棒在孙小
圣心中地位非常崇高。此外，当孙大圣从秩序的叛逆
者变为秩序的守护者，还耗费千年心血写出了《花果
山守护指南》，
“猴心”深处经历了怎样的磨砺，又是多
么痛的领悟，也不妨巧妙地点破。遵守规矩与保持个
性，本来就是矛盾统一的整体。如果《花果山漫游》从
这个角度对“猴心”做更多的发掘，或许能更深刻地警
喻人心吧。
（摄影 李春光）

少儿京剧《藏羚羊》举行千场纪念演出
取材于青海可可西里，讲述人类保护珍
稀动物藏羚羊故事的现代少儿京剧《藏羚羊》
1 月 9 日于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第 1000 场
纪念演出。该剧创排于 2008 年，将青海特色
文化资源同国粹京剧相结合，阐述了“人性回
归”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展现了高
原人民敬天惜地、珍爱家园和伙伴的情感之
美。该剧由王勇编剧、翁国生总导演。
10 年中，这部由青海京剧团和浙江京剧
团以跨省合作的创作方式完成的原创少儿京
剧，先后在青海牧区和西宁市的 20 多所小学

进行了“高雅艺术进校园”等活动，同时巡演
足迹跨出青海，遍布长江三角洲，在诸多艺术
节和戏剧会演上获得了“国家舞台艺术精品
工程重点资助剧目大奖”、
“ 文华剧目奖”、全
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优秀剧目金奖”、全国
优秀儿童剧展演“最佳剧目奖”等奖项。据介
绍，此次千场演出旨在通过推广剧目巡演，传
播地域文化，宣传环保主题，同时也为进一步
推进东西部戏剧艺术的亲密交融和深度发展
提供更多有益经验。
（路斐斐）

这场音乐会，注定非同凡响引人瞩目。
那晚的上海寒风萧瑟冷雨绵绵，上海交响乐团音乐
厅里却温暖如春喜气洋洋。经年活跃于国际音乐舞台的
□
大提琴家王健，同余隆指挥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出。全场
以大提琴为绝对“主角”，中外两首协奏曲+两首组曲让
演奏家和欣赏者，在音乐中获取美感与情感互为交融的
艺术体验。
在王健音乐生涯的起始阶段，这座城市、这个乐团曾
给他留下珍贵的记忆。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 1979 年 3 月
访华期间，在探访上海音乐学院附小时，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和大提琴演奏
家埃斯金等聆听到王健的琴音，前者赞叹这个 10 岁男孩已称得上“一位世
界级演奏家”，后者则反复强调说“这是天才！”这个天才琴童随后亮相奥斯
卡最佳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艾萨克·斯特恩在中国》。而银幕下的
王健 11 岁首次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法国作曲家圣-桑《a 小调第一大提琴协
奏曲》，开创该作最低龄独奏者的国内纪录。再后来王健赴美留学，从国际级
演奏家到大师级艺术家。
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王健作为个体，既是最初的受益者，又是最好
的见证者。余隆特意邀请他重返故地，再度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出。
2018 年 12 月 26 日的音乐会，既为大师 50 岁生日献上贺礼，大师亦用音乐为
改革开放 40 年的新上海再添华章。两全其美何乐不为？音乐会由此也被赋
予了特别的意义。
在全场观众热烈的掌声中王健携琴登场。某个瞬间让笔者有些恍惚，
啊！光阴似箭岁月如梭，那个神气活现于影片中的 10 岁琴童，竟然已步入半
百之年！而这 40 年间，他获得过多少荣耀赞誉，又赢得了多少掌声喝彩？今
晚的他还是开初的他，同样的表情、同样的风采。他的微笑仍像冬日暖阳一
般照进我们的心底，而落座之后大师迅速投入音乐，
“ 未成曲调先有情”。全
场清风雅静如无人之境，他双目微阖两眉紧蹙，已先行进入凝思冥想的创作
状态。那张面孔的穆然、怆然将听众迅速带入《逝去的时光》
“隧道”。
今晚演出这部作品，似乎承载着更深的用意和更厚的寓意。
应法国国家交响乐团委约，旅法作曲家陈其钢为马友友创作的大提琴
协奏曲《逝去的时光》，1996 年 2 月首演于巴黎。陈其钢曾言这是他所有作品
中“最有感而发的一首”，它表达着一个时代逝去的一种遗憾怅然，
“ 从前的
那种宁静，再也找不回来了……”在回忆中往事越来越朦胧，在音乐里回忆
却越来越清晰。所有的艳丽和壮美最终化作逝去的伤感，在回溯的历程中却
得到了永恒。1999 年春天与秋日，王健曾两次到北京，同中国国家交响乐团
和法国国家交响乐团分别合作演出这部作品。
终于让飘然淡远的思绪收回到现场。在一片寂静安谧中，大提琴独奏导
引着最初的乐句。在弓弦轻触的刹那间怦然心动，这是以中国文人音乐最具
代表性的古琴曲《梅花三弄》作为主题贯穿全曲。纯粹而纯净的中国元素，经
演奏家独特而灵性的重新解读，一种超越时空的感染力焕然而发，从而为听
众带来深深的感动和震撼，引发人们内心的强烈共鸣。王健的琴音深情而深
邃，既有对时光逝去的幽幽感喟，同时贯穿着人类智慧与力量的开放性哲
思。音乐中启示着美好的回忆，总会给人以继续前行的希望和动力。一曲奏
罢余音缭绕，心底淡淡忧伤中的深深意喻挥之不去，耐人寻味回味无穷。
下半场开始，前两首分别为《巴赫风格的巴西组曲》第一号第一乐章：咏
叹调、第五号第二乐章：前奏曲。这是巴西作曲家埃托尔·维拉-罗伯斯的传
世名作，欧洲古典音乐特质与南美土著民谣律动，浑然天成融为一体，音乐
富含着优美动听的旋律，奇异斑斓的色彩和声、清简别致的复调交织。王健
琴音如歌倾情咏叹，上交乐团八位大提琴演奏家引弓拨弦，彼此感应相互默
契，一幅异域风情画卷在音乐中徐徐展开，引人入胜美轮美奂。
听过两首古典基因变异的曲子之后，现在轮到古典乐派纯正的经典：弗
朗茨·约瑟夫·海顿《C 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王健曾为世界唱片龙头品
牌德意志 DJ 公司录制过专辑，可以说，海顿大提琴协奏曲于他而言，已然深
透灵魂化入血脉。无论听他演奏过多少遍，还是感觉历久弥新百听不厌。这
既是由作曲家经典原作的品质决定，也是演奏家更新现场版的魅力使然。很
多乐迷都表达过相同的观点，听王健的演奏，可以听到从未听到过的东西，
既不同于自己也不同于他人的新颖别致。他的音乐可贵地张扬着他独特的
个性色彩，却依然严格遵循着原作的法度、情理。忠实还原经典，重新解读经
典，这就是王健的“海顿 C”。
王健的演奏技术和艺术造诣，已然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但他的音乐从不
张扬炫技或刻意煽情。他曾多次强调：
“ 音乐最完美最理想的境界往往是最
简单最自然的表达”，这一点他深受斯特恩大师影响。毫无疑问，王健是一位
特别擅长用大提琴“歌唱”的演奏家。早在他 10 岁的童年时代，上海音乐学
院声歌系权威专家周小燕教授就已格外注意并极为欣赏他的这个优势。在
耶鲁大学和茱莉亚音乐学院深造的王健成长成熟了，更加倾心用情自由自
如在弓弦上歌唱。听了回国后的王健演奏后，周小燕教授曾欣喜有加地夸赞
他演奏的琴音，超越了某些声乐专业演唱者的歌声，而带给她内心许多无法
言传的感动。
王健对大提琴这件乐器的情有独钟。无论何时何地，他永远牢记父亲的
忠告：
“ 音乐容不得半点功利”，这句话已成为王健为人与演艺的座右铭。从
艺 40 年，王健一直在修炼功力而远离功利。上世纪 80 年代，香港儒商林寿荣
先生赠送王健一把 300 多年前名贵的意大利阿玛蒂古琴，他至今仍在用它
录音录像、登台演出。那个夜晚，从“阿玛蒂”琴流淌出来的“嗨 C”，那么温暖
亲切、优雅隽永而富于韵味。全场观众屏住呼吸认真地倾听，倾听着王健发
自内心的生命之歌。
一位在艺术高峰上成功的攀登者，
带给上海的深冬之夜，
惟有感动和希望。

茵

突出的形象。作为军人的刘宝乐，保
留着集体主义精神，面对即将到来的
欲望的释放和价值的多元，他的精神
转化面临更多的痛苦和艰难。这些人
物正是在吃饱饭的奔忙中，因缘际会
来到云吞面馆的。他们的物质基础无
非就是一碗面，但他们却是虎虎生气
的深圳未来的主人。
90 年代，是在加速度的忙碌、
“挺
起胸膛向前跑”的疯狂中度过的。一方
面是市场机制释放出来的巨大创富激
情，另一方面是在旋转的城市机器中，
人的命运被猛烈颠簸和切割，旧的社会
结构在新的冲刷下，迅速萎缩和崩坏，
新的秩序在震荡中建立，但是这种秩序
的中心是市场，目标是财富。林元成为
城市改革精英、规则设计者中的一员。
周大年靠着精明和投机在冲击逼仄的
社会规则，以开创新的商业渠道和职业
身份。喜妹靠着勤快和厚道将云吞小店

好，深圳不养懒人。”
《大榕树下》对这座城市精神的刻
画是在一种非凡的幽默氛围中推进的，
这种幽默成为全剧的浓郁风格。在孙清
河这样一个长期浸泡在曲艺界、天性乐
观又出奇敏感的人身上，深圳找到了自
己最节俭和家常的表达方式。
“ 都说深
圳是块试验田，可这块田怎么这么难种
啊”，
“ 最好的风水就是我的政策啊”，
“喜妹就是一朵花，送花有啥用，你得浇
花”……孙清河的台词幽默机智通脱，
味道辛辣，富含反讽，有一种理趣的憨
直和昂扬的恣肆。
马克·吐温说：
“幽默的秘密源泉不
是快乐，而是忧伤。”编剧在完成自己叙
述逻辑的同时，始终深怀对历史车轮之
下人间不幸和亏缺的敬畏，他不断地在
开玩笑，最终他笑着哭了。现实的残酷
并不会因为态度的乐观而改变生硬的
真实：牛班长是一开始建设深圳就因为
拯救刘宝乐陨于非命；喜妹的丈夫因为
逃港，再无音讯；美丽善良的陕北妹子
铃铛在明暗交错的大城市生死未知；文
静隐瞒了自己的生活，也可能隐瞒了无
法言说的生命之耻；最后，还有彪叔的
含恨自缢。我们有足够的理由陶醉在这
座城市的光环之下，我们同样有足够的
缘由，保持清醒的认知。
这就是深圳，百姓眼中的真实的深
圳，一个有血有肉、有滋有味、爱恨交
加、腾挪跌宕、起承转合的深圳。剧终，
深圳下起了大雪，近百年来的第一场雪
把这座传奇的城市统一为纯洁的白色。
历史在充满笑声的戏剧中，终结为一个
浪漫而深情的结尾，但是现实呢，现实
也许才刚刚开始迈出第一步。

紫

40 年前，天南地北的中国人，带着
财富、创业的梦想，来到深圳，机器轰
鸣、人声鼎沸，叫卖、喧闹、嬉笑、争吵。
话 剧《大 榕 树 下》正 是 这 样 拉 开 大 幕
的。每一个人都是自己人生命运的编
剧，也同时是它的演员。千千万万的人
曾经用血泪交织的生命编织了自己的
故事，今天这是深圳戏剧的真正土壤。
编剧孙清河说：
“ 谁才是《大榕树下》的
编剧？是这座城市的每一个人！”但是，
每一个人在塑造自己的同时，也在塑
造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反过来，又成为
笼罩在每个人头顶的集体创造物，就像
剧中那棵高大葳蕤的榕树。
榕树是华南沿海的常见树种，高
大、茂盛，具有巨大延展性，不断孽生
的侧根、气生根，牢牢扎入大地，
“ 独木
成林”。榕树不仅是现实中的深圳传奇
的见证者，深圳的成长正像榕树的成
长 一 样 ，先 是 真 实 地 、艰 难 地 深 入 土
地，接着是向四处和高空蔓延，最后是
很多人在大榕树下成长，大榕树就成
了庇护所和家园，大榕树凸显的正是
深圳精神之意象。
一个城市的精神是不断沉淀和累
积的产物，这是文化的生成机理。
《大榕
树下》将这种沉淀分为三个时期：上世
纪 80 年代、90 年代和当下。
上世纪 80 年代，是以年轻人的惶
惑不安和执著梦想开始的。创作者选
择了刘宝乐、喜妹、林元、周大年、文静
作为出场的主要人物。一个是复员军
人，一个是小店主，三个是大学生，他
们 是 未 来 的 政 府 公 务 员 、公 司 老
板，他们是接地气的深圳初建时期的
普通劳动者代表。刘宝乐是剧作刻意

听王健上海音乐会有感
——

这座城市每个人都是“编剧”和“演员”

琴音如歌四十年

话剧《大榕树下》：

话剧《天命》讲述曲艺人生
由顾威导演、徐德亮编剧，讲述老北京单弦八角鼓艺人程宝庆半生
从艺经历和坎坷境遇的京味话剧《天命》1 月 10 日在京上演。该剧剧名
来自清末咸丰时期的岔曲《待时听天命》，剧作通过小人物程宝庆对曲
艺的热爱、守护与精神寄托，写出了底层民众在大时代的颠沛流离中依
然坚守的尊严和骄傲。
全剧故事发生在民国年间，在北京城近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中，程
宝庆从一个“耗财买脸，大爷高乐”的曲艺人沦落成疯子的惨痛经历，折
射了社会与文化变迁所带来的尴尬与落寞。该剧在创作中融入了大量
八角鼓、岔曲、单弦、京剧、相声等京味儿艺术表演样式，意在勾起当代
观众对传统文化更多的缅怀与兴味。其中，八角鼓是古时满族人用于娱
乐的一种击节乐器，目前京城八角鼓演出已濒临失传。 （路斐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