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4责任编辑：路斐斐 电话：（010）65389197 电子信箱：wybyszk@126.com 2020年1月3日 星期五艺术评论

2019年12月31日晚, 2020年新年戏曲晚会

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已连续举办了数年的新年戏曲

晚会这一次用致敬传统、致敬中国的艺术创意，高

扬新时代的文化理想，展示中国戏曲的文化自信，

回应了新时代以来中国戏曲发展的诸多成就与新

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戏曲发展的伟大实践。

中国戏曲理论泰斗、百岁老人郭汉城先生曾

说，自己参加戏曲工作60多年来只说了两句话，

一句是前30年“今天说，明天说，后天还要说的，

戏曲是好的”，一句是后30年“今天说，明天说，

后天还要说的，戏曲不会亡”。戏曲确实是好的，

因为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至今都

是中华民族独特气质个性的重要标识；戏曲确实

不会亡，因为党和国家一直在坚持不懈地推动着

中国戏曲的传承与发展，坚定地通过政策与资金

扶持来推动戏曲艺术再造辉煌。郭老的坚忍与中

国戏曲界的坚守相映成趣，与国家文化主管部门

的坚持相得益彰，共同推进着中国戏曲在70年

来不断取得新的伟大成就。

中国戏曲的优秀与它的活态发展紧密相关。

千百年来，戏曲始终扎根在民族文化的沃土中，扎

根在民众审美娱乐的生活中，扎根在屡变屡新的

时代中。尤其是新时代以来，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戏

曲政策让戏曲艺术的发展始终在盎然春意中呈现

出繁花似锦的面貌，中国戏曲的文化传统越来越

深入地根植在当代生活中，戏曲的文化生态正在

更加有效地走向良性有序。“昆山百戏盛典”计划

连续3年完成348个戏曲剧种的经典剧目展演，

“名家传戏工程”“像音像工程”从昆曲、京剧传承

推广到全国戏曲剧种，国家艺术基金、“国家舞台

艺术精品创作工程”、“优秀剧本扶持工程”不间断

地推进戏曲精品创作，从国家层面倡导的基层院

团展演、净丑行当和武戏展演等都在推进着戏曲

艺术的整体观照和艺术修复，诸如此类，都为戏曲

发展注入着强大动力和助力。

综观2020年的新年戏曲晚会，上述诸多成

绩都在其中有着具体而微的呈现。晚会最鲜明的

特色是对戏曲优秀传统的礼敬。中国戏曲是极富

古典气质的表演艺术，其古典性就在于，用高度

凝练的妆容形式来塑造华夏人文历史中的典型

形象，表达跨越时代的人文理想和审美诉求。因

此，此次晚会中数量众多的古装戏及历史剧，以

极具民族风采的中国形象和中国气质，承担并展

现了中国价值观，这也是中国戏曲用古典风格来

回应时代的艺术传统。“夜奔”“观阵”“别洞观景”

“夫妻观灯”“时迁取帖”等动作性很强的场面和

表演片段，让人能够很自然地想到昆曲、徽剧、川

剧、贵州花灯戏、吉剧等剧种的经典剧目。《佘太

君》《苏武》《于成龙》《双蝶扇》《槐荫记》等近年来

的新创古装剧、历史剧和移植剧目，让人能自然感

受到绍剧、豫剧、晋剧、闽剧、丹剧等剧种艺术传统

在新创作品中的灌注与流淌。特别是《八大锤》、

“武戏集萃”等优秀武戏和技法展示，让人自然地

回归到戏曲独特技术技巧的文化审美中。这些流

光溢彩的传统片段，以极强的文化辨识度，标示出

了中国戏曲的文化高度，构成了2020新年戏曲晚

会的主体内容，回应着中国人在辞旧迎新的节日

庆典上独特的审美趣味。戏曲之美好，正凝结自这

些经过数百年来精打细磨的技术和艺术中。

此次新年戏曲晚会最突出的构思是对戏曲

优秀传承的张扬。中国戏曲的生命力来自于戏曲

艺术的表演者、传承者和创造者，戏曲人的代际

传承、戏曲体系的代际创造是戏曲良性发展的保

障。晚会上精彩的艺术片段让人流连忘返，就得

益于中国戏曲传承体系的完备与更新。于魁智、

张建国、孟广禄、赵葆秀、李军、邓沐玮、沈铁梅、

李树建、谢涛、陈美兰、周虹、邵志庆、李政成、施

洁净、杨霞云、哈丹、傅希如、蓝天、王越、楼胜等

一大批中青年领军艺术家，展示着各自所擅剧种

在唱、念、做、舞等方面的艺术高度。而国家京剧

院、上海京剧院、北京京剧院、天津京剧院、福建

京剧院、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山西省晋剧院、太

原市晋剧艺术研究院、重庆川剧院、河南省豫剧

院、福建省闽剧院、吉林省戏曲剧院、广西壮族自

治区戏剧院、扬州市扬剧研究所、安徽省徽京剧

院、贵州省花灯剧院、江苏省丹阳市戏剧总团等

戏曲表演艺术团体，则用严谨的舞台风范和艺术

配合，展示着戏曲作为集体艺术、专业艺术的戏

曲传承特征。特别是童祥苓、裴艳玲、章其祥、谷

化民等年过古稀的老一辈表演艺术家，风采不

减，精彩依旧，让人强烈地感受到艺术超越时光

的戏曲理想，以及通过艺术传授而由中青年领军

艺术家、各地艺术学校于教学中承继的戏曲艺术

标准。只有10岁的李骁洋表演的《八大锤》，身段

与锣鼓节奏严丝合缝，表演技巧熟练精准，京剧

武戏的传统浑然灌注于演员稚嫩的身体中。婺剧

现代戏《信仰的味道》、壮剧《黄文秀》中，程式歌

舞与现代视听表现相融无碍，现代创作扩容着剧

种自身的艺术体系。这些艺术家和他们的传承创

造，成为舞台表演之外更加精彩的精神展现。戏

曲之活力，正呈现于中国戏曲人、戏曲团体和他

们的创造中。

2020年新年戏曲晚会高度张扬着70年来

中国人不断维护、传承和发展着的戏曲传统，这

是中国戏曲现代化进程中始终秉持的文化初心，

也是中国戏曲在新时代获得持续辉煌的艺术基

础。“中国人民一定能，中国一定行”，在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不断取得阶段性成功的新时代，中国戏

曲也一定行！

盎然春意中的中国戏曲盎然春意中的中国戏曲
□王 馗

在新启用的北京大兴国际机

场要客厅中悬挂的徐里所绘油画

《新辉煌》，在艺术史学的视野里

探讨了工业社会和现代文明，画

作不仅展现了中国设计的艺术之

美和新时代的文化自信，向进出

港的重要客人们展示了新时代中

国蓬勃向上的旺盛生命力和辉煌

的中国形象，同时，其在艺术表现

上所显露的一种具有世界性和现

代性的开放及对时代的回应，也

显示了一种美与崇高的主体性的

确立与提升。“美在形式”与“美在

生命”是一体两面、互为通转的。

徐里的《新辉煌》在创作中蕴含着

一种崇高的入世精神。画面中，

层层叠叠的金色云朵以一种想象

中的“审美乌托邦”，表达了一种

抵达明天的艺术宣言。从中我们

可以看到，大自然包括画中所描

绘的雪域高峰才是世上芳容永

驻、青春永存、受到无数生灵崇拜

与追求的女神。

从巴音布鲁克到帕米尔高

原，早在上世纪90年代，徐里就

曾考察过丝绸之路，也曾多次深

入青藏、甘藏、滇藏、川藏、西藏

线体验生活，东西方古老文明交

融碰撞下所产生的历史遗迹，雪

域高原神山的伟大状貌早已印

刻在他的心里，成为他艺术之路

上一份厚重的精神积淀。正如

他自己所阐释的，这件作品中呈

现的场景都源自他的生活，是艺

术的结晶和集成。在海拔4000

米以上的高原，才有常年积雪的雪山。雪

山造型奇特，在阳光初霁和落日余晖下的

短暂几秒钟，当太阳之光投射到雪山时，雪

山就会变成“金山”，那种辽阔、壮美和磅礴

的气势会让人感到无比震撼。“立万象于胸

怀，传千祀于毫翰”，在我们这个伟大的新

时代，作家、艺术家应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

者、先行者和先倡者，《新辉煌》的整体性用

色和寓意上，作者就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

目光和考量。金色象征着吉祥和辉煌，象征

着中华大地被祥瑞和祥云缭绕；而生于海

拔4000米以上的绿草，则寓意着一种旺盛

的生命力，寓意着祖国雄健的躯体与新时

代更多奇迹的创造。

诗人李少君在阐释徐里画作《永恒的辉

煌》时曾说，山代表高度，山与人之精神境界

有彼此映照的关系，因此中国古代艺术家们

常借山水抒发性情，或表现飘逸，

或表达高远，或展现雄心。选择画

山，其实就表明了一种心态和精神

追求，而山水本身就是最古老、最

伟大也最永恒的艺术存在。徐里

有极其敏锐的艺术洞察力，善于捕

捉自然界瞬间即逝的大美之境，并

深谙中国艺术中的“荒寒”“空茫”

“空谷幽兰”等美学意蕴。其所用

艺术手法也极具创造力，匠心独

运。那些在金色阳光下熠熠闪光

的雪山，被他画得像是由黄金筑

就，显得极其庄严、雄伟、瑰丽。为

体现整件作品的厚重和苍茫，徐里

还为画面主体部分的雪山和草地

作了肌理效果，造色、提亮数遍。

而其他部分，如对水和天空所作的

处理，让整个画面显得更加协调而

圆融，亦增强了整个作品的现代性

和时空感。

《新辉煌》是中国风格、中国气

派的生动艺术实践，具有中华文化

底蕴的同时又融合了西域地区多民

族丰富斑斓的文化个性特征，作品

从边疆少数民族的历史传统里寻

找精神资源，展现了一种大国审美

和多民族融合、和谐的豪迈与壮美

风范。宇宙、生命、理性、文明，是人

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四个元

点。而艺术是这四个元点之间的另

一种精神润滑剂。正如俄国作家契

诃夫所说，是“艺术给我们插上翅

膀，把我们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艺术始终在为生活添彩。帕

斯卡尔认为，观赏者与画作之间要

有一个确定的、理想的距离。这个“确定的

距离”在东方语境中就是“天地人神”之间的

对话，是四元的，也是发生在四维空间里

的。《新辉煌》在处理画面时间与空间的错位

或对话关系上，采用了中国传统审美的放

空、留白等处置手段，使画面蕴含着一种具

有现代意象的飘逸与空灵。尤其体现在对

天空和山水的处理上，作者并没有面面俱

到，其所用技巧和材料与常见的直接表现的

手法也有所不同，作品中有虚有实，有薄有

厚，有疏有密，形成了反差性对白与冲突，呈

现出一种高度和谐、协调的艺术自觉。

《新辉煌》是饱蘸着新时代中国画家对

祖国的热爱和祝福的作品，它是对正义、和

平美好愿望的深情呼唤和祈盼，愿更多如交

响乐般充满着蓬勃生命的艺术创作能带给

我们美好与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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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下一关，是机遇还是转折，是惊喜还

是惊吓，永远值得期待。在电视剧《爱情公寓5》

中，住在爱情公寓中的主角们经过10年的“修

炼”，进入了人生的新阶段，他们曾经在爱情的迷

宫里走失过，在人生的道路上迷茫过，但依然坚

定而乐观，在生活中寻找自己的“小美好”。他们

有困境、有收获、有失去，他们的故事是芸芸众生

的真实反映。他们共同演绎了积极向上、追逐梦

想的年轻人的奋斗人生。

“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相爱的人住在对

面。”《爱情公寓5》打造了一个平凡而又温暖的

美好世界。生活在爱情公寓中的主角们映射着

当代许许多多的年轻人，他们有缺点、有不足，也

会犹豫、也会错过，但还好，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遭

遇的残局窘境，在《爱情公寓5》中总能得到美好

的呈现，以最真实的贴近年轻人生活的主角们的

“青春路”“奋斗史”，为现实中的观众们带来了名

为“梦想”的共同成长的力量。

在时间洪流的裹挟中，我们只能大步向前。

剧中，爱情公寓迎来了新住户：“二次元主播”咖

喱酱、“00后”学霸诸葛大力和爱写酸诗的赵海

棠。而老住客们也在人生的新阶段遇到了新困

难。刚刚领证的曾小贤和胡一菲面临两地分居

以及装修的难题；美嘉与子乔遭遇“养娃危机”；

张伟终于等到他的“00后”“小桃花”诸葛大力，

却是限期分手的“实习恋爱”；“快闪爱好者”赵海

棠追求诸葛大力却始终求而不得；咖喱酱也因被

无良公司欺骗，找不到工作和住处被张伟收

留……似乎每个人都遇到了人生的瓶颈，但他们

依旧怀揣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蓬勃的青春和

向上的力量奋力拼搏。

《爱情公寓5》被观众喜爱，除因剧中的“梗”

和段子为大家带来了很多欢笑外，还因其中承载

着“90后”们不可磨灭的青春记忆，还因它反映

着这个欣欣向荣的、不断发展的年代。时间在推

移，梦想在靠近，当初看来不切实际的想象，正随

着时代进步和科技发展而实现。当移动电话从

小灵通、诺基亚变成了 iPhone，聊天工具由短

信、QQ变为了微信，我们与剧中的主角们一起，

见证了时代的发展。

作为一部反映年轻人成长的影视剧，《爱情

公寓5》与时代同轨，聚焦了近几年来大热的网

络直播、购物节、拼团APP、AI技术、粉丝追星、

老龄化社会现象等热点问题，以轻快明朗的剧情

节奏、诙谐幽默的表现方式，将这些复杂严肃的

社会问题以轻喜剧的方式表现出来。在如今这

个电视剧台词常沦为模式化的声音符号、观众看

剧都要2倍速的“快餐时代”，《爱情公寓5》选择

在表现形式和手法上大胆创新，用即时反馈的实

时互动，激发出观众强烈的共鸣感，引发了剧外

的深度讨论，并通过互联网在各大网络平台将话

题快速扩散，在社会上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力。

除聚焦时下热点问题，该剧还将镜头对准了

年轻人思想上的撕扯与碰撞。不同成长环境、不

同经历往往造就了人们不同的价值观，这一点在

“00后”“新新人类”入住爱情公寓后彰显得愈发

明显。当张伟与“00后”学霸诸葛大力因为一把

椅子产生分歧，当吕子乔对新时代的相亲表示震

惊，当赵海棠帮一菲完成奇葩装修……我们看

到，时代在改变，科技在不断发展，电视剧把这些

身处不同人生阶段的年轻人的婚恋观、育娃观、

金钱观以及爱情观，通过一场场夸张甚至荒谬的

事件展现出来，又让他们在一次次化解矛盾的过

程中互相理解、求同存异。

岁月如溪，向海而去，每个人都会随时间的

流逝而成长。剧中，以一菲、子乔、美嘉等为代表

的“80后”“90后”，开始面临结婚、买房、装修这

些“中年危机”，与过去的自己相比，他们学会了

从无穷无尽的派对中清醒过来，直面烦恼和现

实。从前喜欢逛街、购物的美嘉，为了家庭会在

购物节“封印”双手，不去“买买买”；过去拒绝展示

真实自我的吕小布，也会在朋友圈晒老婆、晒娃。

当通宵玩乐变成了熬夜准备面试，年轻人真正开

始成熟并融入社会发展的浪潮中，这不是妥协，而

是与不成熟的自己告别，踏上新的人生征程。

没有人永远是少年，但永远有人是少年。当

老住客们步入中年，以大力、海棠、咖喱酱为代表

的新生代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作为中国改革开

放后第3个10年内出生的年轻一代，他们诞生

于国家经济飞速提升的时期，成长于科技进步、

日新月异的新时代，他们带着对世界的强烈好奇

与强大的民族自信，开始承担起新时代的责任和

使命。这些年轻人有着特立独行的想法和作

风。比如剧中，诸葛大力做事有明确的目标和

随机应变的能力，在大家对事情尚一头雾水

时，她能及时利用网络快速找到应对方法；赵

海棠虽然看着不靠谱，但对待爱情始终专一执

著，在追求大力这件事上从不敷衍；咖喱酱经

历过情场失意、职场失业，却一直保持着乐观

态度，在找到自己喜爱的职业后认真钻研。3

位新人给老住客们带来了新观念和新启发，经

历丰富的老住客们也能给新人们遇到的人生难

题提一些小建议。在这个小小公寓里，我们看

到的是开放的思维和态度、一脉相承的奋斗和努

力，他们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去翻开各

自新的人生篇章。

“把个人和时代的交叉点写出来，就是伟大

的故事。”《爱情公寓5》作为一部都市喜剧，随着

剧中每段故事的发生和每段事故的化解，剧中人

对社会问题产生的严肃、成熟的思考以及他们的

悲欢离合、是非论断也牵引着观众的心灵，折射

出了新的时代光芒。

梦想在靠近梦想在靠近 生活在继续生活在继续
————电视剧电视剧《《爱情公寓爱情公寓55》》观后观后 □□田雪婷田雪婷

评 点

艺 谭关 注

婺剧婺剧《《信仰的味道信仰的味道》》

2020年第一期 邮发代号：82-106
中篇小说月报

第一时间畅读全国优秀中篇小说佳作

本刊每期内文 208页，全部
彩色印刷，装帧精美，每册定价15.00元，全年 12期定价 180.00
元，且每期随刊赠送精美副刊。本
刊2020年杂志仍在征订，读者可
到当地邮局订阅本刊，也可到《北
京文学》微店或杂志铺（http://www.zazhipu.com）订阅或购买本
刊。本刊国内邮发代号：82-106。
国外邮发代号：M1780。地址：100031，北京前门西大街97号北
京文学月刊社发行部。电话：010-66031108/66076061。

《北京文学》70华诞经典回顾
那五 ………………… 邓友梅
超越时代的共名性——重读

邓友梅的《那五》（评论）
………………… 贺绍俊

中篇小说排行榜
书匠 ………………… 葛 亮
骨肉 ………………… 马小淘
做作业 ……………… 李师江
盛开如谜 …………… 阿 宁
合欢树下 ………… 左马右各

广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