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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第三届中国歌剧节跨年举办，2018 年 1 月 1 日、2 日，雷佳再度领衔《白毛女》，由此开启新年伊始国内
歌剧舞台大幕。有这部民族歌剧经典“第一戏”强势引领，本年度歌剧舞台继续高扬“民族歌剧”大旗。国
内有影响的某媒体平台，根据国家艺术基金结项剧目测算，2018 年原创歌剧（包括大型舞台剧里歌剧和室
内歌剧），已然接近 80 部。这个开创新纪录的数字，大大超越笔者首次采用“井喷”形容 2011 年歌剧创作
20 余部及 2015 年 30 余部，再用类似词语未免了无新意。

陈志音

□

《尘埃落定
尘埃落定》
》
《《檀香刑》》

《松毛岭之恋
松毛岭之恋》
》
《《罗密欧与朱丽叶》》

全世界歌剧演出时长之最《纽伦
堡的名歌手》，2018 年 5 月公演四场。
吕嘉指挥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与合唱
团，历史性地开创国内班底担纲该剧
的全新记录，这场首秀的高品质越来
越彰显出独家品牌效应。而中国歌剧
观众群体正在健康成熟发展壮大，他
们不仅喜欢熟悉的普契尼、威尔第，同
时越来越理解并接受更多富于深刻艺
术内涵与人文情怀的世界经典。

高地：从替补进入主力
高产：从基础叠加攀升
自 2017 年开始文化部启动“中国民族歌剧
传承发展工程”，遵照习近平总书记“不忘本来、
吸收外来、面向未来”重要讲话精神，积极探索中
国民族歌剧在新时代传承、发展和创新的举措。5
月组成“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指导委员
会，12 月跨年举办第三届中国歌剧节，全国 23 台
剧目开创历届之最。讲述中国故事，注重中国题
材，突出时代主题是为歌剧节鲜明标识。
《二泉》
《玛纳斯》
《有爱才有家》等在 2018 年 1 月轮番上
演，
《拉贝日记》作为闭幕大戏，从而成为本年度
歌剧舞台首批作品。
歌剧节余音未散，文化和旅游部趁热打铁，
2018 年 3 月又在北京举办“全国优秀民族歌剧
展演”。因曾组织专家“一剧一评”，虽仅相隔数
月，仍可看到有些作品在艺术质量上获得有效更
新与显著提升。其中《呦呦鹿鸣》
《楚庄王》
《檀香
刑》等剧相对突出也更具代表性，引动业内专家
和普通观众高度关注与广泛好评。
2018 年 5 月 4 日-6 日，原创歌剧《马可·波
罗》为广州艺术节·戏剧 2018 开启大幕，5 月在
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再度登场。广州大剧院首部自
制原创歌剧特邀编剧韦锦、英国导演卡斯帕·霍
尔滕、汤沐海统帅中外联军跨国组合。最大的热
点应该是德国作曲家第一次接手中文歌剧及全
剧采用中文演唱。恩约特·施耐德为马可、传云和
文天祥、忽必烈等所有角色写出了美妙动听的独
唱、重唱，为歌队、乐队谱写出感人肺腑的合唱、
音乐。琵琶、二胡、竹笛在管弦乐队中穿游出入点
染色彩，有序适度地发挥着描摹环境、表情达意
的功能，浑然天成交融贯通。
上海歌剧院原创歌剧《晨钟》，通过五四运
动、二七大罢工等历史事件，穿插教授为女生入
学担保、同夫人生离死别等人文细节。作曲家许

评

舒亚有意识建构个性化语言系统，大量地域性的
民族民间 DNA，在歌剧化结构与成熟技法中自
然贴切融会贯通，力求多侧面多角度塑造先烈有
血有肉的艺术形象。同样是红色题材真人真事的
原创歌剧，福建省歌舞剧院的《与妻书》则呈现出
另一种艺术气韵。福建作曲家章绍同在遵循歌剧
艺术的规律与法则基础上，有意识突出音乐的时
代性、民族性、地域性。他自觉将表现性与功能性
置于首位，所以音乐入耳走心特别感人。
根据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同名小说编创、重
庆歌剧院举力推出新作《尘埃落定》，春季入选
2018 年“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重点扶持
剧目名单，初冬即在寒意深浓的巴山夜雨中开启
大幕。面对“另类”题材，有“旋律高手”之称的作
曲家孟卫东，坚持“好听是第一位”的原则，所有
角色唱段顺畅流丽，自然亲切不乏新意。可以说
这是一部演员喜欢唱、观众喜欢听的新作，艺术
上超越了某些同类题材的高度。
纵览已经亮相舞台的新作，感觉某些颇受
“热捧”
“好评”的剧目名不副实，仍不可避免地暴
露了粗陋潦草的痕迹。在音乐与文本上，希望创
作者更加能动地遵循歌剧生产的规律，将“歌剧
思维”的概念融入创作的自觉。希望编剧让文辞
更讲究、人物行动更合理、剧情推进更流利。音乐
上应避免“言不由衷、语不达意”，真正做到“民族
化”还需要老老实实向传统民间学习，在专业功
力和写作章法上认真修为。

高度：从积累继续翻新
在民族歌剧繁荣兴盛的 2018 年，西方经典
歌剧演出相对偏低。但上演的剧目基本都达到了
精良制作反响热烈的现场效果。
北京歌剧舞台开年大戏《泰伊思》，因“世界
三高”硕果仅存的多明戈领衔而票房走高。国家
大剧院新版让古埃及的绝代名姬和青年修士重

点

“情迷置身这舞台上，一身风尘戏装，仿佛前生英雄，今世
传奇样。”粤剧《岭南一粟》中欧凯明的这个唱段，瞬间将观众
带入了纪录片《粤剧芬芳》所设定的情境之中。开场的粤剧扮
相、唱腔、舞台、色彩等等，唯美地将舞台剧的特征以艺术纪录
片的形式，创作性地呈现出来，再加上该片独具冲击力的字幕
使用方式，使对于粤剧陌生的观众产生了震撼——原来粤剧
这么美，令熟悉粤剧的观众产生疏离感——原来粤剧还能这
么美。
《粤韵芬芳》以粤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粤剧著名演员欧
凯明指导排练《岭南一粟》为主线，期间穿插了粤剧的兴衰史，
道尽了粤剧艺术家们的酸甜苦辣。整部影片艺术气息浓厚，节
奏缓中有疾，饱蘸深情，令人甘醇回味。这部独具匠心的纪录
影片对纪录片传播价值的开掘，特别是纪录片与地方文化振
兴上的探索，值得玩味。
大胆运用色彩是这部纪录片的特征之一。细细观察不难
发现，导演在色彩的运用上有独到的思考和意味。影片一开头
是黑白的，在这一部分中，该片主角粤剧艺术家欧凯明在讲述
内心的孤独。没有那么多人去欣赏粤剧，他的辛苦付出徒劳无
益，所以这一段影片消除了色彩，采用了无色的黑白表达。黑
白的阴郁，正如欧凯明的内心。随着开场音乐、字幕的出现，粤
剧艺术表演者在舞台上走位、排练，粤剧艺术得以在舞台上展
演、弘扬。背景锣鼓点声逐渐增强，画面由黑白转为彩色，粤剧
艺术家们的表演给舞台注入了“活力”，也使得整个画面“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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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新生，现场聆听从古稀迈向耄耋的歌者，舒展
他那奇妙的歌喉，最后以戏剧性的“啊！我只记得
无法平息的渴慕，唯有你是解药”，表达出内心隐
秘的深层痛苦，带给观众一份深透心底的莫名感
动。而法国作曲家马斯奈用以贯穿全剧的“泰伊
思冥想曲”，让一个灵性与人性交织的爱情故事，
因此而变得格外神秘莫测引人入胜。
上 海 歌 剧 院 用 全 新 制 作 的《图 兰 朵》为 其
2018 年舞台演出开光。意大利导演罗贝托·安多
及团队力求达到亦真亦幻如梦如诗的视觉效果。
在简短的序奏中，舞台纱幕后影影绰绰戴着竹斗
笠的人群，很有东方味、很富民间化。悬空横截的
廊桥替代高大森严的城墙，宣读告示的传令官歌
声仿佛来自天宇。同样来自普契尼家乡的意大利
指挥家雷纳托·帕伦博以其丰富的经验与成熟的
造诣，为音乐注入精妙的特质与高贵的灵魂，带
给观众美的想象与体验。
经典剧目新翻杨柳，基本套路多以视觉效果
标新立异而引人瞩目，国家大剧院 2018 版古诺
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无出其右。在尊重原著精
神、保留音乐全貌的前提下，舞台呈现“翻天覆
地”。同所有版本开场舞会大相径庭，导演为舞者
设计的肢体语言，奇特拧巴怪诞诡异。舞者像被
点穴般的僵直、僵化，在强拍重音上，突然神经质
的痉挛抽搐发力，棱角分明的舞姿，似在无声传
递着“抗拒、对峙”的信息。但主要角色的形象与
灵魂，终归要靠音乐来塑造提升。
莫扎特歌剧《唐璜》把“天堂的乐音和地狱的
呼啸，和谐地融合在了一起”
（萧伯纳语）。全剧男
女二三、四五乃至六重唱的篇幅段落，穿插更叠
交织何其繁复密集。这给演员和乐队带来太多麻
烦，稍不留神就犬牙交错。面对如此“高难”与“绝
妙”，吕嘉指挥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实现了新的
攀升与超越，全剧音乐体现出致敬经典、忠实原
作的艺术精神。

在 2018 年歌剧舞台上最为活跃的二度创作
人才、演员阵容中，已然挑大梁挂头牌的青年一
代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好。
曾几何时，从音乐学院出来的毕业生，中国
人演外国戏占绝对多数。2018 年却稀有罕见，一
位比利时女高音在中国歌剧里扮演中国侠女。
《马可·波罗》从广州到北京，女一号传云这个角
色的饰演者换成中国青年女高音歌唱家周晓琳。
而在此之前，周晓琳已领衔主演过《诗人李白》
《山村女教师》
《赵氏孤儿》
《大汉苏武》
《郑和》
《白
鹿原》
《骆驼祥子》
《茶花女》
《水仙女》及《游吟诗
人》
《西蒙·波卡涅拉》等数十部中外歌剧。
最近几年的国内歌剧舞台，中国军团越来越
显示出强大的实力。笔者早在 2010 年的《茶花
女》听后感中写到，中国组张立萍演薇奥丽塔胜
于国际组，而在 2017 年的《拉美莫尔的露琪亚》
听后感也有同样的评价。更重要也更可喜的是，
继“50 后”、
“60 后”甚或“70 后”的田浩江、魏松、
戴玉强、廖昌永、和慧、孙秀苇等之后，现在“80
后”优秀青年表演人才，已开始成为歌剧舞台的
顶梁柱、主力军，周晓琳仅为其中之一。
旅欧海归青年女高音歌唱家宋元明曾在郭
文景歌剧《骆驼祥子》中饰演小福子；2017 年 5
月和 2018 年 12 月主演莫言原著编剧、李云涛作
曲的山东艺术学院歌剧《檀香刑》女一号孙眉娘。
“一朵花就是我的一句情话”，这是女主人公无法
倾述的“爱的独白”。深情未完而激情偾张的咏叹
调，表现眉娘热烈如火温柔似水的内心世界，宋
元明将这个人物塑造得真实丰满栩栩如生。
曾经一度无戏可演的民族声乐演员，因民族
歌剧创作的繁荣而获得越来越多的机会与空间，
越来越活跃于歌剧舞台施展才华声名鹊起。青年
女高音歌唱家雷佳仅为代表之一。王庆爽、吕薇
等也从“几年没有一部戏”到“一年主演几部戏”。
继 2017 年国家大剧院原创新作《金沙江畔》

地方文化振兴与纪录片价值再发掘
——以纪录片《粤韵芬芳》为例
了”，有了色彩。而当欧凯明缓缓地回忆起，1980 年代观众逐
渐远离戏曲，粤剧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低迷时期时，画面的色
彩再度消逝，宛如整个时代的苍白。
戏剧性的转变出现在红线女的复出。粤剧前辈红线女为
了传承粤剧艺术，创办红豆粤剧团。当欧凯明接到红线女的招
募令之际，画面再次渐变为彩色。有了这些粤剧艺术家的代际
传承，粤剧才能再次复活，画面也便再次有了色彩，时代因为
有了传统艺术的复兴而五彩斑斓。这里，色彩不再仅仅承担美
化、修饰的功能，它还承载了叙事的作用。
这部纪录片采用双线叙事，既讲述了欧凯明的艺术剧目
“岭南一粟”的排演过程，又勾勒出整个粤剧史的兴衰与代代
粤剧人生生不息的付出与传承，将宏大的粤剧史贯穿于粤剧
艺术家欧凯明的艺术剧目排演中。以人物个体、具体事件彰显
戏曲整体、时代变迁的艺术手法，讲述粤剧艺术家欧凯明对于
粤剧的热爱与奉献的同时，将整个粤剧艺术的兴衰史、甚至国
家与时代的变迁贯穿其中。无论是粤剧前辈红线女，还是粤剧
艺术家欧凯明，他们是万千为传统戏曲事业奉献的艺术家的
缩影。
双线叙事以排练第一天为整个故事的开始：欧凯明为何
进入粤剧领域以及他的学习经历；1980 年代开始整个戏曲界

□张雅欣 徐盺航

走向低迷；恩师、前辈红线女对自己的影响；教育粤剧新人的
责任以及粤剧从岭南到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传递……整个第二
条线索宏大而又丰满，搭建起了“岭南一粟”整个剧目何以在
当下得以排练演出的历史厚度和深度，将粤剧历史生动地展
现在观众眼前，让更多的人了解粤剧。
在双线叙事的背景下，该片采用了多重时空交织的手法。
开篇用友人为粤剧艺术家欧凯明打气加油的声音交代了欧凯
明即将排演“岭南一粟”的故事背景。此为现实时空。导演为了
强化现实时空叙事，在主线交代欧凯明排练过程时，以演出倒
计时的方式清晰地标明了时间，给观看者以明确的时间概念，
同时也极大地增加了影片的仪式感和悬念感。其间穿插的关
于欧凯明自身的回忆、粤剧的兴衰历史则是历史时空，丰富了
整个故事的历史厚重感。而讲述欧凯明对于粤剧文化遗产的
继承和发扬、对粤剧新人的培养则是现实时空与未来时空的
交汇，因为，他们一直在路上。三重时空的交织，让观看者对广
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粤剧作为岭南乡音的传递，从民族走向世
界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影片的核心人物是欧凯明。在整个人物刻画上，全片都在
为我们描绘着一个无比热爱粤剧、甘愿为粤剧奉献、不断超越
自我的粤剧艺术家形象。整出剧目的排练中，他给徒弟的演示

之后，青年女高音歌唱家王丽达 2018 年连续在
湖南的《英·雄》、山东的《沂蒙山》等新创民族歌
剧 中 担 纲 女 一 号 。青 年 男 高 音 歌 唱 家 王 宏 伟
2018 年初在江苏无锡《二泉》中饰演一代民间音
乐大师华彦钧，2018 年末在山城重庆领衔《尘埃
落定》男主二少爷。而在“80 后”青年男高音歌唱
家王传越声名之后，王传亮（《马向阳下乡记》男
一号）和青年女高音歌唱家龚爽（《二泉》女一号）
等后起之秀，通过舞台不断实践也在迅速成长。
青年男中音歌唱家孙砾是公认主演歌剧角色
最多最好的代表人物。
从北京回到家乡，
他举力扛
起歌剧大旗，
一肩担负福建大剧院、福建省歌舞剧
院双料院长。2018 年复排歌剧《松毛岭之恋》等，
更亲自主抓新作《与妻书》并主演男一号林觉民。
一位更年轻的男中音歌唱家张扬，
2018 年赴俄领
衔主演中国歌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男一号准
尉，更成功地全力挑起国家大剧院新版《唐璜》的
大梁，相当部分观众更认可更喜欢这个中国面孔
的男主角。张扬是这代男中音歌唱家中首位挑战
唐璜的成功者，
他的角色塑造非常具有说服力。
可喜的是重庆歌剧院等地方院团不甘落后，
从 2011 年《钓鱼城》到 2016 年《辛夷公主》再到
2018 年《尘埃落定》，既有了本院专属的上佳作
品，还有了本院团队的男女一号。青年女高音歌
唱家赵丹妮和青年男中音歌唱家刘广等，从青涩
到成熟，已经撑起了民族歌剧舞台一片天。湖北
歌舞剧院曾经的头牌花旦“韩英”刘丹丽，2017
年、2018 年担纲《有爱才有家》。而“小韩英”马娅
琴手持接力棒，在《楚庄王》里与秦德松分饰男女
一号，带着 B 组“庄王”和“樊姬”青年演员王敏、
陈小艺不断进步。
可贵的是青年歌剧表演人才的佼佼者，既能
在民族歌剧中不负众望，又能在西方经典歌剧里
挑梁担纲，同“外援”平分秋色齐头并肩，从 B 组
到 A 角，梦想正在变为现实。如，青年男高音歌唱
家张英席、薛皓垠等都是中外歌剧“两下锅”，自
由穿越驰骋疆域。中央歌剧院、中国歌剧舞剧院
在不断推出民族歌剧的同时，也培养锻炼出自己
的精锐团队。歌剧舞台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阮
余群、李爽、於敬人、刘怡然、毋攀、蒋宁、王一凤
等青年表演艺术家，他们的实力与风采，他们的
成长与成熟让原创新作神气活现前景可观。
应该说，
2018 年民族歌剧创作不仅是题材的
扩展、数量的积累递增，
而且相当比例的作品在艺
术质量上有显著提升。可见“专家指导委员会”切
实发挥了指导作用，有十余部新作经过精细打磨
反复修改而焕然一新。
更可喜的是，
但凡有条件的
地方院团都在积极抓创作、推演出。
从三五年前盲
目跟从一哄而上，开始逐渐变得成熟理性。
“民族
歌剧”
的概念也从开初的模糊、局限变得更加开放
多元。
重要的是创作者自觉端正态度，
更多考虑本
土受众的审美取向与精神需求，努力让音乐语言
真正民族化、中国化、艺术化。歌剧这种“舶来品”
艺术形式，
在普通人中产生的影响力与普及率，
可
能已达及从未有过的高度与深度。
2018 年 12 月 24 日至 2019 年 1 月 21 日，
“全
国优秀民族歌剧展演周”在福州举行，更名后的
文 化 和 旅 游 部“ 中 国 民 族 歌 剧 传 承 发 展 工 程 ”
2018 年度有 4 部重点扶持剧目和 3 部滚动扶持
剧目参加展演。这 7 部戏着力围绕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等重大时
间节点创作，开启新年歌剧舞台大幕，带动生产
佳作精品。
我们热切期待 2019 有更多更好的歌剧新
作、有更多更好的经典新版。

时充满着饱满的情绪、干净利落的动作体现出作为艺术家的
专业以及对粤剧发自内心的热爱；为了粤剧传承，不断培育粤
剧新人，是他为粤剧传承作出奉献的印记；而即使已经获得梅
花奖，依然勤学苦练，甚至到中央戏曲学院继续研究生的学习
则是他不断超越自己的体现。他的形象，不仅体现在他人的访
谈讲述中，更体现在欧明凯点滴细微的举止之中。
以戏曲文化为代表的地方性文化在本质上属于内部文化，
要传播出去难度颇高。
所以，我们需要研究的是，地方性文化怎
样做才能超越地方性、具有跨文化性。
因为只有在这个前提下，
地方性文化的“特色化”才有可能转化成为一个具有优势文化
传播战略的概念。粤剧作为中国传统文化，2006 年被列为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全球化时期，地方性文化、影视和汉语推
广已成为我国文化输出的三大渠道。从这个意义上，
《粤韵芬
芳》将粤剧的舞台戏曲（地方性文化）以纪录片（影视）的传播方
式嫁接，
是它的重要价值，
值得被解读出来。
该片为观众讲述了粤剧的魅力、粤剧的历史、粤剧人的奉
献，再次让人们对粤剧有更为直观的认识和了解。无论是粤剧
前辈红线女、粤剧艺术家欧凯明还是新一代粤剧人，他们都在
为粤剧艺术的传承与弘扬奋斗着，他们在用自己的力量，在传
承和创新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最让人感动的是，欧凯明带着
他的创新方式演绎一出红色题材的剧目《刑场上的婚礼》，在广
州大学巡演之后，他发现，原来有这么多年轻人愿意接触粤剧。
当晚粤剧前辈红线女也激动地说：
最开心的是看到有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来看，这就是粤剧的魅力。
一位年轻女戏迷表示，粤剧
的魅力对于年轻观众而言，是在你不断成长中，让你更想去探
寻家的记忆，
探寻那片乡愁。
这是文化自信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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