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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要寻求更快的发展，就得形成多数
人公认的文体规范。作为中国诗歌的现代
形态，新诗同样需要确立诗之为诗的文体
规范，否则，新诗的评价体系就会模糊，
诗坛的艺术秩序就会混乱，质量低下的诗
就有了生存空间。

新诗的文体话题追根溯源，要寻到胡适
那里。胡适曾说：“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
但他实际上是在文体方面交了白卷。“文当
废骈，诗当废律”是胡适的另一种说法。问题
是“废律”以后怎么办？新诗和散文没有文体
边界了吗？这是关涉新诗兴衰的大问题。在
新文学革命里作出了重大贡献的胡适，在文
体建设上却给初期白话诗的发展带来了一
定的负面影响。

新诗的文体规范涉及两个领域：“诗与
现实”，即诗的艺术性、纯粹性与诗的现实
性、社会性的关系；“诗与散文”，即诗的语言
美学与散文的语言美学的关系。

先说“诗与现实”。在文学诸文体里，诗
是个人化程度最高的文学。小说、戏剧、散文
寻求人物化和情节化，“情节第一”是非诗文
学即散文的基本美学原则。作家在散文作
品里说故事，读者通过情节的推进和人物命
运的展现对作家的审美判断才慢慢有所领
悟。相反，诗是诗人体验的直写，客观世界
化为了主观世界，故事化为了体验。对于
诗，重要的不是客观世界本来怎么样，而是
在诗人看起来怎么样。由于这个“直接性”，
诗人自己就是书写的对象，诗总是和诗人个
人的身世、遭际、个性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19世纪的俄罗斯评论家别林斯基写道：

“即使当抒情诗人表现了显然不属于他个性
以内，而是从外界转借来的感情的时候，他
仍然是主观的，因为任何由他表现的感情，
在创造的那一刻，必然通过他的个性而成为
他个人的感情。”

这里议论“诗与现实”问题的“诗”是指
公开发表的诗，至于诗人私下的吟咏、游戏、
唱和之作则另当别论。一经公开发表，诗就
成了社会产品，也就具有了社会性，这难道
不是一个简单的诗学原理吗？公共性是诗
在公众社会的生存理由，也是诗的生命底
线。甲骨文里没有“诗”字，上古的人类用

“寺”代替“诗”。宋人王安石解剖“诗”字说：
“诗，寺人之言”，寺人就是上古祭祀仪式的
司仪。《左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
天地、祖先，求福消灾的祭词，具有很高的公
共性，这是中国诗歌与生俱来的遗传密码。

个人身世的琐碎情感不具备入诗资
格。公开发表的诗是社会艺术，诗书写的体
验是经过淘洗、提高的社会体验，而不是原
生态的私人体验。诗人打量自己、吟咏自
己、探索自己、创造自己。创造者变成了自
己的创造对象，诗人变成了诗，创造者成为
自己的创造品。“创造”是关键词，诗与诗人
绝对不可能完全重合。优秀诗篇虽然都出
自个人，而其实又具有“非个人化”的特征。
诗人通过把握自己去把握别人，出自己内心
而进入读者内心。

优秀诗人几乎都不只是自己心灵的保
姆，他们总是“心事浩茫”，寻求宽阔的格
局。诗是“热”的产物，所谓“愤怒出诗人”；
诗最终又是“冷”的产物，所谓“回忆起来的
激情”。常态的“个人”是写不出诗的。只要
真正进入写诗状态，在写诗的那个时刻，常
人一定就变成了一个诗人——他洗掉了自
己作为常人的俗气与牵挂，从非个人化路径

升华到诗的世界。非个人化就是常人感情
向诗人感情转变的结果，原生态感情向艺术
感情的提升，诗的创作过程就是这种转变和
提升的过程。

优秀诗人从自己的体验出发，以自己独
特的嗓音唱出与众人相通的人生体验。生
活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人，人人心中都有
一个艾青笔下的中国：“雪落在中国的土地
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当抗战胜利的消
息传来，逃难在异乡的游子归乡心切但归途
何易，臧克家的《消息》全诗仅两行“一听到
最后胜利的消息/故乡顿然离我遥远了”，唱
尽了异乡游子的心绪。傅天琳有一首《梦
话》流传甚广：

如果有一天你梦中不再呼唤妈妈
而呼唤一个陌生的年轻的名字
那是妈妈的期待妈妈的期待
妈妈的期待是惊喜和忧伤
这难道不是说破了年轻妈妈们的心态

吗？李琦写“变老的时候”，道出了许多正在
变老的人们对于平静、坦然、美好、尊严的向
往：“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
到的最好”。诸如此类的名篇佳句之所以广
为流传，他们说破的正是大家想说而又没能
说出的人生体验，他们接地气，贴近人的心
灵。就像《白石诗话》所说：“人所易言，我寡
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自不俗。”

诗必须寻求审美静观，诗人走出世界以
观照世界，走出人生以观照人生。“走出”就
是审美距离，但这是创作状态。对创作过程
而言，“走出”之前必须先有“走入”，“出世”
之前必须先有“入世”，“走入”之后的“走
出”，“入世”之后的“出世”，才有接地气的佳
篇。走入人生，拥抱时代，是所有寻求成功
的诗人的必由之路。诗人应当摆脱的误解
是想从诗与外在世界的脱离中寻觅诗的永
恒，诗歌灵感的灵敏度与诗人对外在世界的
体验程度和把握外在世界的深刻程度相一
致。

正如穆木天所说，诗是产生在人类飞向
高空的翅膀上的艺术，低俗、猥琐与诗是绝
缘的。“文要养气，诗要洗心”。凭借贵气，诗
才可以在滋润、净化、提升读者的心灵上发
挥自己的审美功能，从而获得尊贵的社会地
位。诗的最高价值在于言众人之未言与难
言，诗只能通过接地气和有贵气在自己的时
代里寻求不朽。

再说“诗与散文”。作为文学中的文学，
在诗的形式美学要素中，语言是评判诗篇优
劣的文体规范。在散文作品里，人们了解了
语言的意义后就跳过了语言，而在诗这里，
语言本身就是读者的鉴赏内容。没有诗家
语，即便接地气、有贵气，好诗也不会出现，
最多是美好诗情的低劣表达。

先以散文眼光打量世界，而后再从外在
上给这打量以诗的装饰，这是伪诗人。使用
回车键更不能把一篇散文变成一首诗。

诗是无言的沉默、无声的心绪、无形的
体验，一首诗的创作从“无”开始，从诗人的

“忘言”开始。“情到深处，每说不出”。诗人
在心灵世界漫游,“欲辨已忘言”，然后诗人
要在“忘言”后又走向“寻言”，必须以“言”来
言那“无言”，以开口来传达那沉默，以意象
来呈现那无形，这是诗人永远面对的难题。
从“忘言”到“寻言”，这是诗的生成过程。中
国古代诗话记录了许多古人在这方面的逸
闻趣事：“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句句深
夜得，心自天外归”“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

心”，没有这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追求，哪
有辉煌的中国古诗？

一般语言必须经过质变才可能成为诗
家语。何其芳写早逝的小姑娘玲玲：“开落
在幽谷里的花最香/无人记忆的朝霞最有
光”，两个比喻，纯洁无瑕的玲玲就站在了读
者面前。杜运燮写山：

来自平原，而只好放弃平原
植根于地球，却更想植根于云汉
茫茫平原的升华，它幻变的形象
大家自豪有他，他却永远不满
这里的平原的的确确是平原，这里的平

原又完全不是平原。“尽意莫若象”，这个意
象很丰富，意在言外，诗在诗外。诗家语就
是这样精练、别致，语言的辞典意义隐退，语
言的体验意味走出，情思含量很高。即使不
分行，照样是诗。

诗家语不是另外生造的特殊语言。诗
人越成熟，他的作品就越平淡。我们现在常
常遇到的镂金错彩、珠光宝气、华词满篇、扑
朔迷离，其实是写诗幼稚病。“才大于情”绝
对不是诗人高明的证明。如宋人苏轼所说：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也如另一个宋人葛
立方所说：“落其纷华，然后可造平淡之境”。

英国诗人奥登在《染匠的手》里有一句
话：“诗的最终规则的本质，乃是被唤起的情
境与言语系统之间进行有辩证意味的斗争
的结果。”诗家语就是这种斗争的结果。诗
人“借用”一般语言、散文语言组成诗的言说
方式。一般语言、散文语言一经进入这种言
说方式就会发生彻底的质变，变成灵感语
言。作为艺术品的诗能否出现，最终取决于
诗人将诗美体验告诉读者的言说方式。

寻找诗家语的过程是德国学者黑格尔
所说的“清洗”的过程。诗的内蕴要清洗，诗
家语同样也要清洗。清洗杂质是诗的天
职。诗的语言必须坚决清洗“口水”语言，坚
决清洗不必要的叙事成分，和散文严格划清
界限，字字必争，推出美的诗篇。

诗坛缺乏好诗和大诗，诗人的心态也值
得我们关注。浮躁风气并不利于诗歌的发
展，当下的诗人需要心静，这是写好诗、出好
诗的境界。我很欣赏诗人梁平写过的一段
话：“尤其在热闹的时候，一个诗人更应该保
持冷静和清醒，因为诗歌带给你的高潮永远
都只是一个幻觉，只有把眼睛和身体置于万
籁寂静的内心，才能够看见别人看不见的波
涛与汪洋。”

文学的各种品类都有自己的文体规范，
文体绝不应被理解为绝对自由的领域。绝
对自由就没有文学。哲学的著名命题“自由
是对必然的认识”对于文体学同样具有充分
有效性。诗也不例外，它只能在自我把握中
争取最大自由，在方寸之间寻求开阔，在限
制当中创造自由，而这正是诗的舞台。

凡艺术都有规范，而规范都会给某种艺
术带来限制，但恰恰是这种限制给艺术带来
了独特性和丰富性。换言之，某种艺术的独
特性和丰富性，往往就是对限制的运用。京
剧要表现军队行军，自然不能像电影那样，
真的让千军万马走上舞台，这是规范的限
制。演员凭借手中的马鞭，让观众承认演员
确乎在骑马，七八步似走过千里，三五人如
百万大军。对所有艺术门类而言，规范是创
作的最大障碍，而征服规范、驾驭规范，又是
艺术家的最大成功。文体规范必须在长期的
创作实践里逐渐形成，这也许是新诗第二个
百年的美学使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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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应该如何回应时代的呼唤，这是
一个常说常新的问题。回首一个世纪的风
云，当代诗人走过了中国新诗百年，见证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历程，亲历了改革开
放40年的岁月，迎来中华民族复兴的新时
代。社会的进步技术的发展，让我们进入
了全新的信息时代。新的传播手段，让诗
歌这种曾是少数精英写作的“文学皇冠”艺
术，变成了最大众的传情达意的工具。在
大众狂欢的诗歌广场，喧哗声中也充斥着
各种各样的批评声浪。诗歌这门艺术，其
边界被各种突破和探索改变，在一些人那
里，诗歌成了一种面貌模糊的快餐产品。
因此，真正热爱诗歌并坚信世代诗人们薪
火相传的诗歌精神的诗人们，在今天需要
更加努力回应时代的呼唤，写出无愧时代
的诗篇，也就是坚守诗人的天职与担当。

努力提升诗歌精神的时代高度，是中
国诗人特别是百年新诗历史证明了的诗之
大道。百年中国新诗的合法性，就是中国
百年新诗真实地记录并表达了中华民族奋
起反抗争取自由解放的百年心路历程，成
为中国人百年振兴中华的情感史。中国新
诗在民族危亡和社会变革的每个历史时
期，都产生了代表诗人和里程碑式的诗
篇。在五四时期，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
的《女神》以及徐志摩、李金发、冰心、冯至
等的作品，都是开一代风气的大家之作。抗
战时期，艾青的《我爱这土地》、光未然的
《黄河大合唱》、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还
有田间、李季等一大批诗人的作品，记录了
中华民族危亡时用血肉筑起长城的精神。
新中国成立之初，贺敬之的《放声歌唱》以
及郭小川、邵燕祥、闻捷、公刘等的作品，记
录了一个站起来的新中国所激起的浪漫情
怀。直到改革开放，重新歌唱的老诗人牛
汉、绿原，以及舒婷、北岛等青年诗人的作
品，呈现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中国重新
焕发青春的气象。与时代与民族紧密联系
的诗人，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单子。只有坚
守中国新诗与时代同行的初心，不忘中国新诗与中
华民族同呼吸、为中华复兴鼓与呼的使命，中国诗歌
能产生更多更好的无愧时代的伟大诗篇。

努力开拓诗歌题材的社会深度,是中国诗人在
改革开放40年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也是诗人今后
应该继续努力的方向。中国诗坛空前繁荣纷杂，在
过去的40多年间，以下三种创作主潮大大深化了中
国诗歌的题材。其一，面对世界的向外姿态。中国
大陆自上世纪末以来，发育了40年的影响深远的现
代主义诗歌潮流。中国诗歌的复苏，缘于上世纪70
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外开放让中国年轻的一代
有机会接受到现代文学思潮，表现自我成为人性张
扬的最有吸引力的口号。一批年轻的诗人在新诗潮
的影响下，写人性、自我、意识流等，给诗坛以冲击
力。他们最早以自印的诗刊《今天》发表作品，北岛、
舒婷、顾城、杨炼、芒克等年轻诗人围绕在刊物周
围。中国最有影响的《诗刊》在1980年举办了青年
诗人改稿学习班，并以“青春诗会”的名义在整本刊
物上发表了参加这次活动的17个诗人的作品，造成
空前轰动。参加青春诗会的部分诗人正在努力学习
现代主义表现手法，这表明现代主义诗潮得到主流
诗坛的某种认可，同时也引起了传统理论家的强烈
批评。朦胧诗这个称呼表明了这些诗歌在中国传统
读者的眼中是一个形象模糊的角色，除了意识形态
上的原因外，中国传统诗歌美学和现代诗所借鉴的
西方现代主义美学的差异，也产生了读者疏离诗歌
的效应。然而，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国诗坛影响巨大，
也在不断的争论中调整发展。其二，面对现实的向
下姿态。向下面对脚下土地的写实主义和民间的姿

态，这种潮流在近40年经过多次流变而成
为中国诗坛上主要的新写实主义诗潮。“文
革”结束后中国诗坛从专制和虚假中解放
出来，一批曾受到打击和批判的老诗人，如
艾青、公刘、蔡其矫、白桦、绿原、曾卓、孙静
轩、牛汉、邵燕祥、昌耀等回到文坛主流，从
城市被下放到农村的知识青年和工厂、军
队中的诗歌爱好者，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发表了大量抨击封建专制、表现底层大众
疾苦、呼唤思想解放和民主科学的诗篇，如
李发模《呼声》、公刘《沉思》、舒婷《祖国啊，
我亲爱的祖国》、雷抒雁《小草在歌唱》、流
沙河《故园六咏》、傅天琳《汗水》等都是表
现大众心声的作品。这种潮流得到了读者
的追捧，在推进中国思想解放运动中起到
了鼓动作用，同时其文学资源和诗歌元素
大多来自生活底层，具有较强的本土性和
民族性而与现代主义形成并立潮流。90
年代，中国诗坛这种关注现实的诗歌发生
流变，出现了新乡土诗，城市打工诗以及口
语写作等，而且大量的作品在民间社团自
己印刷的“民间刊物”上发表，形成“民间写
作”潮流。这股潮流中的诗人注重用生活
中鲜活的口语作为诗歌语言，为弱势群体
呐喊，同时强调自我独特的创作风格。这
些年轻的写作者不拒绝在表现手法上向西
方学习，但诗歌的元素和资源却是面对本
土的。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被称为“第
三代”的诗人，他们旗帜很“先锋”、手法向
西方现代派学习，而在内容和精神层面上
关注当下，表现底层。网络的出现，加快了
诗歌在民间的普及，在各地出现了大量杰
出的青年诗人，特别是进入城市的新移民
诗人，如写乡土诗的马新朝、高凯、田禾等，
写新城市诗的荣荣、卢卫平等。进入新世
纪后，成熟并风格鲜明的诗人依然引领诗
坛，如诗人吉狄马加大量关注人类共同命
运的力作，诗人陈人杰在高寒之地写下心
血之作《西藏书》，梁平对巴蜀文化的诗性
解构，胡弦对人性的深度探求，张执浩朴质

口语的诗性表达等，都呈现了关注现实、及物写作与
表现自我之结合，成为诗坛的新主潮。40年来，中
国新诗成为中国诗人与时代结合的见证。其三，面
对传统的坚守姿态。坚守古典诗歌的传统，坚守五
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坚守革命文学的传统，也是中
国诗坛没有缺席的角色。中国有2000多年的诗歌
传统，特别是古典诗歌的唐诗宋词在艺术上达到的
完美境界，使中国古典诗歌有众多的喜爱者，尽管这
种用文言写作的格律诗词在今天难以有新的超越，
这种传统诗歌在当下中国仍有大量的习作者，他们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者，创作上的坚守姿态令人
敬重。央视的《中国诗词大会》撑起了传统的气场，
自媒体和手机又为传统写作者提供了发表的可能，
让坚守者们有了文化自信。

努力锤炼诗歌语言的艺术精度，是每一个中国
诗人的天职与担当。诗歌是一门与语言有关的艺
术。悠久的诗歌发展史，也是诗歌语言越来越典雅
精美并且富于活力的过程。诗经、楚辞、汉赋、唐诗、
宋词、元曲以及近现代新诗，诗歌的语言运用越来越
丰富，越来越精美绝伦，体现着我们的民族气质。雅
俗之蝶变，从现实生活中汲取鲜活且有生命的语言，
拒绝粗鄙低俗的诱惑，拒绝官腔套话的侵蚀，不仅考
验每个诗人掌握语言的分寸和技巧，更能呈现诗人
文化修养的成色。

百年新诗证明了有追求有担当的中国诗人们创
造了奇迹，努力提升诗歌精神的时代高度，努力开拓
诗歌题材的社会深度，努力锤炼诗歌语言的艺术精
度，也将继续攀登中国新诗高峰的希望，寄托在关注
时代潜心写作的诗人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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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月7日至8日，由诗刊社、中
国诗歌网、广西黄姚古镇旅游文化产业区管
理委员会主办的“2019黄姚诗会”在广西贺
州黄姚古镇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白庚胜出
席。李一鸣、北乔、霍俊明、朱东、汤松波、田
湘、金石开等80余位诗人、评论家参加。

黄姚古镇位于贺州西南，发祥于宋朝开
宝年间，距今已有上千年历史，现在仍保存着
300多间明清时期的岭南风格建筑。诗人们
走进黄姚的青石板街，徜徉于清溪、石桥、古
屋之间，感受古镇绵延千年的诗意。在以“诗
歌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为主题的研讨会上，
大家谈到，诗人要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基
础上对现实生活、地方文化有深刻把握，写出

更多反映时代气象和人民心声的佳作。2019年“黄
姚诗会”主题征文颁奖活动同期举办。（桂 雯）

本报讯 11月13日，由《钟山》杂志社
主办的陈应松长篇小说《森林沉默》研讨会
在南京举行。贾梦玮、丁帆、王彬彬、贺仲明、
张光芒等专家学者围绕该作的思想价值、写
作手法等相关问题展开深入讨论。

与会者认为，《森林沉默》全面反映了神
农架的地理和文化，陈应松花费巨大心力深
入展示这个特殊的地域，既写了森林的广阔
丰富、多元杂糅，同时也把语言的跳跃和美
的眼光结合起来。这是一部可以生发出多元

思考的生态寓言小说、社会讽喻小说和生态
哲理小说，作品杂糅了远古和今天、虚幻与
现实、风马牛不相及的描写和生活无处不在
的现实，交织在一起凸显出现代文明和原始
文明的冲突。陈应松表示，生态一直是他关
注的领域，特别是在神农架居住时，他积累
了大量关于森林动植物知识和风景描写的
记录。森林距离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非常遥
远，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将森林的沉默和
秘密通过文字形式传达出来。（苏 文）

本报讯 12月3日，由鲁迅文化基金会与北京师
范大学文学院共同主办的“2019鲁迅文化论坛·北京
师范大学分论坛暨北京师范大学鲁迅研究中心成立典
礼”在京举行。过常宝、张福贵、贺晓敏、刘勇、沈庆利
等专家学者和主办方代表与会。

北京师范大学鲁迅研究中心由鲁迅文化基金会与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共同成立，周令飞与刘勇担任中
心主任。中心将秉持北师大鲁迅研究的深厚学术传
统，在学术研究、文化交流、研学活动等多个领域展开
工作，以期成为鲁迅研究、中国文学研究与教育实践的
新平台与新基地。在主题为“经典鲁迅与当下教育”的
学术论坛上，专家学者围绕鲁迅创作实践与翻译实践、
教育思想、语言创造等展开探讨。大家表示，北京师范
大学鲁迅研究中心的成立将为传承鲁迅精神搭建起新
的平台，不断发扬光大鲁迅精神。 （汤 晶）

本报讯 近日，青年作家、媒体人方磊作品分享
会在福建厦门“纸的时代”书店举办。会上，方磊讲
述了其创作感受和心灵领悟，阐述了摇滚音乐、足球
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及交融，并与现场读者一起诵读
了作品片段。此前，方磊曾以诗歌音乐专场演出的
形式举办过读者分享会，活动现场还播放了专场演
出的录像片段，激发起观众的强烈兴趣。

方磊是中国作协会员，曾出版短篇小说集《走失
的水流》、散文及小说集《有呼无吸》《锈弃的铁轨》、
散文集《光影》、诗集《尘埃》、传记文学《繁星之下》
等。他表示，此次分享会是以音律跃动的艺术方式
真诚而倾情地完成一次对文学的探寻。（宋 闻）

本报讯 记者从日前在京举行的媒体见面会上获
悉，中国儿童艺术剧院2019年压轴大戏——民间故事
剧《长城的传说》将于12月15日在京首演，首轮演出
近30场。该剧根据中国儿艺1992年首演的《长城有
个黑小子》重排，讲述了孟姜女的孩子黑小子与老石
匠、大将军及众兵民用血肉筑起长城万里雄关的故事。

《长城的传说》由欧阳逸冰编剧，王晓鹰执导，中国
儿艺不同年龄段的多位优秀演员主演。欧阳逸冰说，今
天的长城代表着中华民族勠力同心迎接灿烂明天的决
心，希望青少年通过该剧感受到先人修筑长城的伟大精
神。王晓鹰此次将执导理念确定为“民间民俗，现代讲
述”，力求从故事中寻求活跃而有童趣的假定性意象，在
各环节加以创新。中国儿艺院长尹晓东表示，长城是中
华民族精神和文化传承的载体。剧院对经典进行重排，
就是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传承下去。（王 觅）

本报讯 11月10日，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等主办的“人生旅途中的宿命与爱——二湘《暗涌》
新书分享会”在京举行。张莉、孔令燕、刘汀等作家、
评论家同作者与会展开交流。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近期出版的《暗涌》是二
湘继《狂流》后推出的又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其“命
运交响曲”系列的第二部。作品以辗转于国外的主
人公吴贵林的人生际遇为书写主线，世界许多城市
都有他驻留的痕迹，历经求学、邂逅爱情、职场竞争
等千回百转，他的人生起伏在变幻莫测的环境下更
显得扑朔迷离。作者依然将自己切身经历的海外留
学、工作和生活背景融入写作，因此书中不乏逼真
的细节。与会者认为，二湘的作品有着很强的全球
化视野，其中涉及很多国家和城市的风土文化，凝
聚着人们的爱恨情愁。作者对素材的积累扎实认
真，读者看到其中的细节都会感同身受。（王 觅）

本报讯 今年是虎门销烟180周年、新
中国成立70周年。12月14日至22日，由国
家大剧院与广州话剧艺术中心联合制作的
原创话剧《林则徐》将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
上演。该剧以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人生际遇回
看主人公所在的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力求
展现主人公坚贞不渝的爱国精神和气贯长
虹的民族正气。

话剧《林则徐》根据林则徐虎门销烟、鸦

片战争、被诬罢官、发配新疆
直至去世的真实历史，围绕

他与道光帝、王鼎、琦善、关天培等政治人物
的戏剧矛盾，塑造了一个“数百年始得一出”
的民族英雄形象，刻画了一个王朝在命运巨
变中的人物群像。该剧由郭启宏编剧，王筱
頔执导，赵季平作曲，黄豆豆编舞，濮存昕、
徐帆、洪涛、郭达、关栋天等领衔主演。主创
团队表示，希望通过林则徐的报国之志、爱
国之情与“开眼看世界”的开拓精神，更好地
启迪当下、观照未来。 （欣 闻）

本报讯 11月13日，由中国戏曲学院国
际文化交流系、上海戏剧学院创意学院联合
主办的首届课程思政建设交流研讨会在京举
行。此次研讨会旨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和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深化新时代学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推
动艺术院校课程思政建设。

与会者围绕如何发挥京沪两地两校艺术
专业的资源优势，立足艺术类高校学科专业
特点，构建互相促进、共同提升的协同建设机
制，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大家表示，艺术
类高校要携手探寻课程思政的建设规律，提
高课程思政建设水平，进一步推进人才培养质
量的提升。会上，中国戏曲学院国际文化交流
系和上海戏剧学院创意学院签署了两校《院系
党组织共建活动协议书》，并发布了《艺术类高
校课程思政建设合作倡议书》，倡导推动建立
艺术类高校常态交流与合作机制，为构筑新
时代课程思政金课堂而共同努力。（戏 闻）

本报讯 11月28日至12月1日，由聚
橙网、聚橙音乐剧引进的原版音乐剧《芝加
哥》在北京二七剧场上演。该剧源自上世纪
20年代轰动一时的真实事件，讲述了犯罪
入狱的女舞蹈演员在律师帮助下最终逃脱
死刑的荒诞故事，讽刺了当时的真实社会状
况，以经典百老汇式歌舞和黑色幽默风格呈
现了一场发人深省的视听盛宴。

《芝加哥》是百老汇和西区历史上演
出时间最长的美国音乐剧，自问世以来已

连演23年，在全世界490多个城市累计上
演超过32500场，并获得过诸多大奖，可谓
音乐剧史上的里程碑之作。精湛的演唱、热
辣的舞蹈、惊艳的演技，辅之以活泼大胆的
爵士乐，使全剧颇富画面感和视觉冲击力。
本次中国巡演版由23位优秀歌舞演员和
12人组成的爵士乐队共同演绎，为观众呈
现了原汁原味的经典魅力。 （范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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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磊作品分享会在厦门举办

北师大鲁迅研究中心成立 南京研讨陈应松长篇小说《森林沉默》

原创话剧《林则徐》展现民族正气

音乐剧《芝加哥》登陆京城

中国儿艺推出《长城的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