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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亲手编了数以千万计、亲笔写了数以百万

字的文艺评论与人物访谈文章后，全国惟一一家

专业的歌剧文化杂志《歌剧》的主编游暐之开始

埋头创作。8月9日至10日，上海歌剧院举力推

出的《天地神农》将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歌剧厅

进行首轮演出。也许是偶然的巧合，这里正是游

暐之平生第一次现场聆赏歌剧的地方。

2005年7月1日，由上海歌剧院与美国弗吉

尼亚歌剧院联合制作的普契尼歌剧《托斯卡》曾

作为东艺歌剧厅的开台大戏在这里开演。一位在

这座城市立足未稳的女青年，满怀朝圣一般的心

情，天天倒换地铁来此观看。演出持续了4天她

看了4场。“第一次听托斯卡的咏叹调《为艺术为

爱情》，我就流泪了……”一颗敏感的心灵被歌剧

的魅力触动了，“歌剧，真是太神奇了！虽然语言

不通，但音乐本身已经把角色所有的情绪情感表

达得丝丝入扣、悦耳入心。”从此，游暐之深深坠

入了“情网”，无可救药地爱上了歌剧。她说，普契

尼的《托斯卡》就像一位导师，引领她走进了神奇

的歌剧世界。但14年前的那个夏天，她做梦也没

想到，有一天，上海歌剧院新创歌剧的演出广告

上会赫然出现自己的名字。

开始编剧并非突发奇想。可能因为在歌剧圈

里待得太久的缘故，游暐之经常有机会听歌剧。

不仅是在上海，全国各地的歌剧新作首演，她都

会争取亲自前往观看首演。“这也是一种熏陶吧，

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游暐之对歌剧葆有特殊的

喜爱，“因为我觉得歌剧对情感的表达可能是其

他艺术形式难以相比的。”她也喜欢看话剧、舞

剧、音乐剧还有各种戏曲，但她认为，“还是歌剧

在音乐中爆发的情感力量更强大无比”。游暐之

说自己最大的爱好就是泡剧场，每天在剧场里看

看、听听，别人可能会觉得很辛苦，但她觉得那就

是一种滋养、一种幸福。“我从来没觉得苦。经常

从剧场回家已经深夜，还会拉着老公滔滔不绝地

聊聊聊，很喜欢与人分享观剧体验。”好像有一

阵不听歌剧就会有些失落感。如果没有现场演

出，游暐之就会上网搜一搜，听听那些自己喜欢

的作曲家的歌剧作品和那些不同的剧目及版本。

最近这些年，中国原创歌剧越来越繁盛。看

了大量作品有了一定积累后，游暐之对“原创”的

理解也愈加深入透彻。看戏过程中，她会因某个

节点而自然而然触发联想：下一步他会怎么做？

如果编剧处理得不太满意，她会反问自己：假如

我是编剧会怎么做？品评别人的作品，“对于我也

是一种学习、思考”。在寻找别人作品的优点或不

足时她给了自己一个反射：“别人的优点我是否

能做到？缺点又是否能避免？”有了这些东西，她

开始关注一些题材：“我在想，歌剧究竟应该是什

么样子？一个好的歌剧应该具备什么特征？”开始

动笔编剧时她并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委约，“就是

一种创作的冲动，就是自己想写”。

游暐之的第一部歌剧剧本是《骄杨》。选择杨

开慧的原因是她偶然读到一个手稿，是杨开慧写

给毛泽东的信件。“我完全被她感动到了……”

1982年3月，人们在修缮杨开慧故居时，从她卧

室后墙的砖缝里发现了一沓手稿。那是毛泽东上

了井冈山，杨开慧留守长沙期间，因夫妻二人

失去了联系，她就开始一封一封写了大概几十

封永远寄不出去的信。游暐之从这些信件里不仅

读到了杨开慧对毛泽东的深情思念，更读出了她

对毛泽东的深刻理解，“如果说毛泽东有知音的

话，我想，那就是杨开慧。”于是，歌剧剧本一挥而

就。“我虽然是个女性，但内心隐藏着一种英雄情

结。所以，我会更关注一种大情怀的东西。”

游暐之坦言，自己对英雄人物很感兴趣，但

绝对不是为了跟风。“如果不能感动自己，我是不

会去写的。”迄今为止，游暐之写了多部作品，全

都是因为自己先被那些人那些事所感动。比如写

秋瑾的作品很多，包括中国现代文学奠基者鲁迅

先生。但从歌剧文本《西泠之约》那样的角度去写

秋瑾的，可能游暐之是独辟蹊径。她关注的重点

在于秋瑾与其生前挚友徐自华的生死情谊，“那

是一种如同俞伯牙和钟子期之间互为知音的特

殊情感”。

2017年12月13日至15日，原创歌剧《拉贝

日记》在南京大剧院世界首演。在演出广告上，游

暐之的“身份”为词作者。这是为南京大屠杀80

周年公祭呈献的一份纪念，原本也是她特别希望

自己创作的题材。“那次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面对死难者丛葬地遗址，我当时就在那儿默默祈

祷暗自发愿，无论如何，我要写这部作品，关于南

京大屠杀的歌剧。”虽然委约方当时并未确定让

她编剧，但她无论如何也想写点儿什么，“我惟一

的想法就是用我的笔写出来的东西一定要对得

起30万亡灵！”那天午后，游暐之坐在电脑前，只

用了23分钟就写成了剧中人李秀英的惟一一段

咏叹调。“那是一段超长的咏叹调，写完以后我泪

流满面……”她把这段歌词读给好多人听，大家

都说：你这真是如获神助啊！“我说这不是神助，

我真觉得冥冥之中有人在指引我写这些文字、做

这些事情，这就是我的一种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闭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曾指出：在几

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心怀梦想、不懈

追求，我们不仅形成了小康生活的理念，而且秉

持天下为公的情怀。“神农尝草”即在这次讲话列

举的一系列我国古代神话之中。这给游暐之等创

作者极大的鼓舞。“因为神农炎帝文化是中华民

族文明史上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炎黄子

孙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的强大精神支柱，是中华

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

和文化财富。”现在，她与她的合作者历时3年艰

辛劳动的成果，原创歌剧《天地神农》，即将在

2019年立秋次日之夜登台亮相初放啼声，她的

心情将何等激动？

游暐之介绍，原创歌剧《天地神农》围绕中华

人文始祖神农炎帝“兴农耕”“尝百草”两大核心

事件，突出了神农在农耕和中医药学方面的贡献

具有“开天辟地”的划时代意义。“天”代表“神”，

“地”代表“人”，作品讲述了神农从“神”到“人”的

心路历程。全剧将神农兴农耕、尝百草以戏剧性

故事有机衔接，高扬他开拓创造追求梦想、积极

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彰显了他为人民的幸福生

活勇于牺牲自我的高尚品质。该剧被列入了上海

市2017年度重大文艺创作项目，并获得了2019

年度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剧和作品资助项目。

从2016年到2019年，这个剧游暐之一共写了12

稿。“开始选定这个题材，我就苦思冥想，神农，应

该怎样去描写他？他是一个神话故事中的人物，

但我要从写‘人’的角度来写一个‘神’。”她不想

把神农写得神乎其神，因为她认为神农的故事是

一个最接地气、最具人性的神话。

第一稿写完游暐之征求专家意见时，《歌剧》

资深编委、作曲家郭文景大为惊叹，他没想到一

位杂志主编竟能“跨界”编剧，且这么懂歌剧创

作，能写出如此水平的剧本。深受鼓舞的游暐之

在“娘家人”上海歌剧院的全力支持下，同上海音

乐学院作曲家金复载教授、中国音乐学院陈蔚导

演组成了主创团队。“我们三个人第一次合作就

两个字：和谐。”和谐，绝非盲目统一，“大家各自

都有独立的思考，有艺术的追求，也有不少的争

论，但最终能达成一致的艺术理念。”她说自己

很幸运，第一部立项歌剧就遇见了学养深厚又谦

虚仁厚的金复载老师。陈蔚又是一个极富创造力

且绝不重复自我的导演，“她经验丰富又懂音乐，

看着总谱排戏优势突出”。

《天地神农》立项之后，三位主创建了一个微

信工作群，经常互相交流、及时沟通，从音乐表达

的角度，从舞台呈现的角度，在不断讨论磨合中，

剧本更加丰富完善。“在我心里，神农不是一个

人，而是中华民族千万祖先的集合体。”这是游暐

之对神农的解读。“我们的祖先需要后人世代铭

记，怎么铭记？从神话中应该提炼和体现出一种

精神。”希望通过她的文学剧本，能打通神话故事

和当代观众之间的审美通道。“我想让观众知道，

一个非常传统的神话故事离我们并不久远，《天

地神农》这部歌剧能够体现更多人性的光辉。其

中有种对现实的观照，也有能让今天的现代人群

产生共情的内涵。这是我在创作这部歌剧时的一

种追求。”

近来几乎天天泡在排练场的游暐之从未感

到如此欣慰、欣喜、欣然。在兼任上海歌剧院艺术

创作室主任7年之后，她终于能将自己的作品推

上舞台，且由剧院现任院长、著名指挥家许忠亲

自执棒了。更可喜的是，《天地神农》这部戏无论

是指挥乐队还是演员合唱队，大家都特别喜欢，

“都说好久没遇到这样音乐动听、文词感人，演起

来特别过瘾的新作品了。”“这是一次合乎艺术规

律的创作，所有创作者都尽了最大努力。”游暐之

认为，无论写什么题材，创作者都需要设定一个

非常高的艺术标准，严肃认真、严谨规范。只有这

样，作品才能富有艺术的生命力，最终才能赢得

观众的尊重与认可。

在刚刚结束的第22届上海

国际电影节上，3900 多部来自

全球 112 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

电影中，有1800多部是来自“一

带一路”沿线 33个国家和地区

的。正如电影节海报上孙大圣那

两只活灵活现的眼睛似要告诉

观众的：好戏请看这里。“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多姿多彩的社会、

历史、文化背景和丰富的人物、

事件，是电影创作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的故事源泉。

对生命的思考、对命运的记

述是电影永恒的主题。恰如严歌

苓所说，电影是用提纯后浓度最

高的方式来反映一个民族的文

化和情感，是了解一个国家和地

区最简便的方式。

本届电影节上，伊朗电影

《梦之城堡》斩获了金爵奖最佳

影片奖。影片中主人公 Jalal 三

年不见自己生病的妻子和两个

孩子了。他虽没有离婚，却有情

人和自己的生活。得到妻子病危

的消息后，他貌似冷酷地回去取

两人共有的吉普车，小姨子却坚

持让 Jalal 带走孩子，尽父亲责

任。JalaI 只好偷偷带着孩子上

路。一路上他阴差阳错地遇见情

人、路边查测速的警察以及妻子

之前的雇主。随着一个个真相的

浮出，观众逐渐发现，Jalal并非

冷血，只是因为种种无奈。影片

最后也未告诉观众的是，父亲和

孩子能否从此过上美好的生活？生活将如

何继续无从而知，因为这本身就是生活。

在狭小的空间和有限的时间内展开生

活的真相，并揭示了令人吃惊的多面人性。

评委认为，该片对细节和情节的处理非常

精准。家庭矛盾和误解中却深藏着美好真

挚的感情，在这个母题下，伊朗电影从不避

讳各种敏感而尖锐的主题：女性地位、贫富

差距、婚姻、宗教、移民问题等等。影片以小

见大，从日常生活扩延至文化冲突，成为了

最打动观众的内容。正如一位哈萨克斯坦

电影制片人所说，“人心是相通的，感情是

相通的，电影是相通的”。

本届评委会大奖作品《呼吸之间》（格

鲁吉亚、俄罗斯、瑞典电影）中，37岁的女

主人公伊琳娜因与丈夫一起参与贩毒被监

禁多年。出狱后，伊琳娜无法进入正常的家

庭关系。丈夫对她既无歉疚之意也不热情，

女儿也冷若冰霜，还阻止弟弟与母亲接近。

伊琳娜试图改善与家人的关系却完全无

效。在她试图回归社会的艰难中，有人想伸

出援手，却又怕招惹麻烦。最终，在苍茫暮

色中，走投无路的伊琳娜从冷漠的家庭出

走……影片以冷峻而细腻的现实主义表现

了一个决心痛改前非，却既不能回归家庭

又无法融入社会的女性的痛苦。

电影《印度制造》讲述了印度青年茂吉

夫妇创业的励志故事。茂吉乐观开朗，帮叔

叔经营一家缝纫机店。在堂弟的婚礼上，茂

吉哗众取宠，妻子备感伤心，劝丈夫利用裁

剪技能自寻生路，茂吉却不愿重走爷爷一

辈子当裁缝一辈子受苦的老

路。后来，因母亲患病等原因，

茂吉终于在妻子的鼓励下开

始经营自己的裁缝店，第一单

“生意”就是给母亲缝制睡裙，

既方便又漂亮的睡裙，让母亲

病房的病友们纷纷要求订

货……几番拼搏，茂吉有了自

己的公司和品牌，不仅参加了

服装比赛，还将服装卖到了世

界各地，并办了一家裁缝学

校，带领更多的年轻人致富。

茂吉的故事传递着真善美的

永恒价值观，他是一位平凡的

“英雄”，这样的故事是属于世

界的。

《水晶天鹅》的背景设置

在前苏联解体至白俄罗斯独

立期间。醉心于电子乐的明斯

克姑娘维尔雅向往美好的生

活，渴望去芝加哥自由自在地

做音乐。因为签证困难，伪造

的赴美申请书又填错了电话，

她不得不来到一个以生产水

晶为业的小镇，恳请电话主人

替她圆谎。小镇偏远、闭塞、保

守，居民自私、冷漠、性格粗

鲁、喜欢酗酒、不尊重女性。当

地人对维尔雅的不墨守成规、

无拘无束不理解，甚至怀有敌

意。最终，维尔雅不得不选择

离开。影片对主人公的离开并

未给出明确原因，而是通过对

白俄罗斯首都城市与偏远乡

镇生活的原生态描写，真实呈现出了当年

白俄罗斯的社会风貌以及社会变革给两代

人带来的影响。

此届电影节的亚洲最佳影片奖得主，

中国电影《活着唱着》讲述了赵丽和她的民

间川剧班“火把剧团”十多年来辗转漂泊，

执著追求川剧艺术的故事。剧团里11位演

员相依为命，挤在城郊一座破旧的老剧院

里。忽然有一天，老剧院接到了将被拆除的

通知，更让剧团老板娘赵丽纠结的是，年轻

人对川剧越来越不感兴趣，好几位演员想

要离去。危机中，团员们多年积蓄的默契和

亲人般的感情显示出了巨大的能量……影

片在讲述一群草根艺人命运故事的同时，

也在向观众展现川剧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艺术魅力。

这届电影节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参展的影片还都带有各自浓郁的地

域文化。比如黎巴嫩电影《早安》通过一位

退役将军和一位退伍军医每日在街角咖啡

馆里的对话及他们与其他顾客的互动，折

射出了黎巴嫩独特的政治、经济、生活等社

会百态，给观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今世界是截然不同的生活世界的

深刻交流”，中国导演秦晓宇说。曾经电影

被视为“装在胶片盒里的文化大使”，如今

胶片盒早已不在，但电影作为文化使者的

使命依然不变。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如何用

电影让中国更多地了解世界，让世界更多

地了解中国？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是一

个启示。

艺 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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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神话里写出一个从神话里写出一个““人人””
——访原创歌剧《天地神农》编剧游暐之 □陈志音

《《呼吸之间呼吸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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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告

成都，中国科幻之都，正在做一件充满科幻感的事
情——邀请全世界的人共同完成一件设想：100年后的成都，
将是什么样子？

这座位于中国西部的现代大都市已经拥有超过3000年
的历史，并一直拥有独特的幻想色彩。“巴蜀神话”因为不同
于中国中原地区的特征而变得神秘无比。在古代的神话中，
这里的王曾经因为爱情而化作杜鹃鸟，日夜哀鸣泣血。在这
座城市里发现的金沙文明，出土了超过3000年历史的神秘
的黄金面具和太阳神鸟，直至今天，神奇的变脸和吐火艺术
依然让人好奇不已。

现在，你可以用科幻小说、绘画甚至视频的方式表达你
的想象，一起幻想100年后充满科幻色彩的成都故事。这些
作品将会被数字化后存入时间胶囊，保存至少100年。

同为科幻迷的现任成都市长，将写一封致100年后的成
都市长的信，一起储存起来。

而你，或许还能获得前往成都，和刘慈欣等科幻大咖、众
多科幻爱好者一起参加第五届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大会的
机会。

一、征集时间：
1.征集时间：2019年7月17日-10月31日

2.投稿邮箱：cdafter100@sfw-cd.com
二、征稿要求：
1.科幻文学作品：未在纸质媒体及网络媒体公开发表的

原创科幻小说。字数：5000字—40000字。
2.科幻美术作品：分设成人组，少儿组。投稿作品可为原

件或电子稿。尺寸不低于389mm×546mm，电子文件可为
PSD、JPG、TFF格式，精度300dpi以上。

3.科幻影视作品：要求单片时长不少于3分钟，投稿作品
请附影片题目、基本介绍、主创人员信息。

以上作品均需原创，文责自负。
三、奖项设置：
1.科幻文学作品：一等奖1名，奖金30,000元；二等奖3

名，奖金20,000元；三等奖5名，奖金10,000元。
2.科幻美术作品（成人组）：一等奖1名，奖金15,000元；

二等奖3名，奖金10,000元；三等奖5名，奖金4,000元。
3.科幻美术作品（少儿组）：一等奖1名，奖金10,000元；

二等奖3名，奖金5,000元；三等奖5名，奖金2,000元。
4.科幻影视作品：一等奖1名，奖金150,000元；二等奖3

名，奖金50,000元；三等奖5名，奖金3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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