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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点

广 告

“刘三姐文化”是广西民族文化的瑰宝。
1961年电影《刘三姐》在全国公映，至今正好
60周年。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刘三姐扮
演者黄婉秋同志的回信中，对电影《刘三姐》
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对新时代文艺工作
者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本报特约李志雄、
周鹏对黄婉秋进行了专访。让我们走近黄婉
秋，聆听这位老艺术家讲述60多年艺术生涯
的经历、感悟以及矢志不渝的艺术追求。

——编 者

问：电影《刘三姐》是中国大陆第一部风
光音乐故事片，上映后风靡全国，享誉海内
外。您作为电影中刘三姐的扮演者，当时有
哪些体会？

黄婉秋：我从小喜欢唱戏，13岁开始学
习桂剧。1959年，戏剧《刘三姐》引起了长春
电影制片厂导演苏里和词作家乔羽很大兴
趣，他们决定拍摄一部以刘三姐故事为题材
的电影。当时，我在桂剧团里饰演的就是刘
三姐，所以获得了试镜机会。因为不熟悉电
影表演，我第一次面对镜头有点手足无措。
但或许正是这种青涩和质朴打动了剧组领
导，最后我从很多候选人中脱颖而出，获得
了出演“刘三姐”这一角色的机会。

第一次“触电”给我带来不小挑战。刚开
始拍摄时，我的表演总带有戏曲的痕迹，一
伸手就翘兰花指，笑起来不敢露牙齿，走路
也拘谨得很，导演说这不是“刘三姐”的性
格。同时，电影和舞台剧的表演流程也不同，
舞台剧表演场次是连贯的，但电影经常是按
场景而非故事顺序来拍摄。刚开始我很不习
惯，表演总不到位，后来在导演的悉心指导
和剧组其他人员的帮助下，我放开了去表
演，效果越来越好，得到了大家的肯定。

拍《刘三姐》电影时条件很艰苦。一是吃
不饱。扮演“莫老爷”的夏宗学后面越来越
瘦，因为缺吃的，大家总是挨饿，拍戏又辛
苦，所以演员自然都瘦了。二是拍摄环境苦。
《刘三姐》的不少外景是在漓江边拍摄的。南
方夏天酷热，蚊虫又多，那些来自东北的工
作人员没有见过这种阵仗，上面晒下面咬，
搞得很难受。

尽管吃了不少苦头，但剧组人员都充满
了使命感，在拍摄时全身心投入，展示出了
最好的状态。导演苏里后来曾评价说，今后

再翻拍《刘三姐》，也很难超越既有水平。
问：电影《刘三姐》作为中国电影史上的

经典，至今仍受到人们的喜爱。在您看来，这
部影片给国产电影发展带来了什么启示？

黄婉秋：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我的
回信中指出，“电影《刘三姐》之所以成为经
典，就在于它根植于广西的山山水水，契合
了人民对真善美的向往和追求。”是的，正是
因为抒发了对大好河山的赞美，饱含对斯土
斯人的热爱，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电
影《刘三姐》才会成为永远流传的经典。可以
说，《刘三姐》这部艺术作品的精神和品格深
深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品格。

以音乐创作为例，电影《刘三姐》中的
“对歌”来源于广西山歌。在我的老家桂林，
乡亲们唱起山歌来可以三天三夜不休息。在
广西的很多地方，乡亲们常常用歌声来表达
自己的喜怒哀乐，那歌声里寄托着老百姓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电影《刘三姐》巧妙
地汲取了大量的广西民歌元素，达到了新中
国民族歌曲创作的高峰。这些山歌来源于劳
动人民的创作，抒发了劳动人民的情感，是
真正的人民的声音，因此深为人民所喜爱。

可以说，用山歌唱好中国故事，弘扬时代
精神，这是电影《刘三姐》给予我们的启示。

问：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对您这些年
来为传承“刘三姐歌谣”文化所做的工作进
行了充分肯定，能具体介绍一下您的“传承
之旅”吗？

黄婉秋：总书记的回信让我非常感动。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就成立了刘三姐艺

术团，把传承“刘三姐文化”作为工作重心。
从1999年开始，我以“刘三姐景观园”为平
台，全力以赴推动刘三姐文化传承。只要在
桂林，我几乎每天都到景观园表演，为观众
献歌，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为了让刘三姐文
化薪火相传，2001年我做通女儿的思想工
作，让她辞掉工作来做“刘三姐”的接班人。
如今，我两个外孙女也成为了“刘三姐”接班
人，祖孙三代为唱响刘三姐歌谣、传承刘三
姐文化贡献我们的绵薄之力。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人民对文化产品的
需求也日趋多元。今天的年轻一代，从小接
触现代化的东西，喜欢节奏快的文艺作品。
我们需要根据这些特点，尝试创作新的作
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个性化、多元化的
需求。近年来，我们团队结合现代科学技术
手段，根据青年人的审美特点，在阳朔打造
了“全息音乐剧”《遇见刘三姐》，用全新的方
式传承刘三姐文化，还是比较成功的。

问：“刘三姐”是广西壮族“歌仙”，是广
西传统文化艺术形象，是广西民族文化的瑰
宝，新时代我们如何更好地传承和弘扬“刘
三姐文化”？

黄婉秋：惟有守正，才能确保刘三姐文化
传承永不变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创
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
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是的，
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作为一名文艺
工作者，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从群众
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理念，只有深入到群众
和实践中，才能得到最直接、最有生命力的创

作素材，才能与人民群众心心相印，与现实生
活息息相通，与传统文化血脉相连。

惟有创新，才能推动刘三姐文化传承大
放异彩。一是多元发展，百花齐放。新中国成
立以来，从彩调剧、电影到实景演出，不同艺
术门类纷纷介入，令刘三姐文化焕发光彩。
近年来，又有音乐剧、歌剧和电视剧等艺术
形式，以现代方式演绎传统民族文化品牌，
不断挑战“刘三姐”可以抵达的艺术美学高
度。二是与时俱进，升华主题。六十多年来，
广西戏剧院彩调剧团一以贯之，坚持演出
《刘三姐》彩调剧，形成了六代“刘三姐”的传
承梯队，迄今在国内外共演出三千余场，可
谓长演不衰，影响很大。2019年，由自治区
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组织策
划、广西戏剧院创作的现代彩调剧《新刘三
姐》成功问世，该剧在传承发展刘三姐文化
的基础上，用新的主题、新的语境、新的人
物，演绎新时代八桂乡村振兴新面貌。2020
年，该剧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工
程重点扶持剧目。最近，该剧在国家大剧院
如期展演，赢得了广泛好评。

问：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提出，希望
你继续发挥老艺术家的表率作用，带动更多
的文艺工作者为人民创作，为时代放歌。请
问您如何做好新的传帮带工作？

黄婉秋：我们学戏的时候老师常讲，要
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演戏。拍电影时，我
每天亲身感受到大家的默默奉献，他们的敬
业精神给我很深的影响，帮助我树立起正确
的价值观。在剧团工作时，我们经常要下乡
慰问演出，有时候得背着设备步行10多里
路去演出，我和同事们几乎跑遍了广西所有
偏远山区，受到了老百姓的欢迎。为人民歌
唱，这是“刘三姐”传人永恒的艺术追求，我
希望年轻演员能永葆这份初心，走好艺术人
生的每一步。下一步，我将进一步履行自治
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职责，
深入传承基地，培养和带动更多新时代的

“刘三姐”。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备感振奋和鼓舞，激

发了我不忘初心，一直唱下去的雄心壮志。
我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和殷切
嘱托，以身作则，带领我的女儿和外孙女，带
动更多的“刘三姐”，为时代、为祖国、为人民
唱响“刘三姐”歌谣，用山歌唱好中国故事！

伴随新中国诞生的北京曲剧至今已有近七
十年历史。作为北京土生土长的地方戏曲剧种，
北京曲剧孕生于曲艺，植根于民间，音乐上保留
了单弦牌子曲的旋律，内容以大众喜闻乐见的
说唱叙事为主，京腔京味、婉转抒情的唱腔及以
生活为本、自然灵动的表演成为北京曲剧的主
要艺术特征。纵览北京曲剧的发展历程，在老
舍、马少波等同志的关怀扶持下，几代曲剧人在
探索实践中逐渐奠定了剧种鲜明的艺术风格，
创造了诸多深入人心的舞台形象，成就了一批
篆刻在北京曲剧发展史上的经典作品，由曹禺
先生经典话剧改编的《北京人》便是其中之一。

原作《北京人》中，曹禺先生用冷峻而又锋
利的现实主义笔锋勾勒出深受封建思想腐蚀与
禁锢的曾家人物群像，以极富个性化的语言赋
予每一个角色不同的性格色彩。北京市曲剧团
延续京味文化的剧目建设传统，将曹禺先生这
部代表名作整理、改编后，作为中国戏曲学院
99级曲剧班毕业大戏于2002年面世。《北京
人》主题的深刻性、人物关系的复杂性以及对精
神世界的向深开掘，俱考验着演员及创作者的
艺术功力，北京市曲剧团以经典培育新人，在反
复演绎中不断打磨剧目，引领、推动着青年演员
的成长，这一文化传承之举对于北京曲剧有着
深远意义。

今年是北京曲剧剧种命名70周年，北京市
曲剧团寻根经典，经过又一轮打磨后将《北京
人》再度推上了舞台。从中我们看到了担纲主要
演员的第五代曲剧人在舞台上的日臻成熟，感
受到了北京曲剧新生力量的蓬勃朝气。从此次
复排呈现来看，该剧在继承经典的基础上力求
突破，在表演上尤其更着重于对人物性格的刻
画及对其内心情感的积墨皴染。全剧唱腔结构
布局合理有序，各具特色的声腔旋律诠释出不
同角色的多彩性格，顺应了剧情与人物情感的发展变化。舞台上
歪斜的墙壁和大门、狭小而局促的桌台、冷色调的灯光等，典型
的表现主义手法将一个落败家族的惨景和人物内心的扭曲、阴
暗通过舞美元素形象外化，使舞台表现效果更富张力与感染力。

经典传承既要承其神魂，亦要拔萃提炼。《北京人》在书写现
实的浓重笔墨背后满溢着对人性的感悟与悲悯，以及对自由与
光明的冀望。全剧的灵魂人物愫方，将曾文清的出走看作自己余
生的希望，最终却只等来了失望。曹禺先生曾这样描述他笔下的
愫方：“她不是傻，是她心地晶莹如玉，是她忘记了自己。”这一笔
写出了在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影响下，以愫方为代表的中国女
性心理结构中天然的悲剧意味，在接连遭遇文清出走又折回，继
而吞食鸦片自尽等巨大变故后，惨痛的现实触发了愫方义无反
顾地“走出去”。从一味隐忍到决然出走，愫方的精神演进轨迹在
舞台上须有必不可少的铺设，使角色的舞台转变达到“知、情、
意、行”相统一，因此在改编过程中，只有敏锐捕捉并精准地呈现
出这些彰显人物高度以及原作精神实质的关键性因素，才能合
理顺承观众的审美期待。该剧在舞台意象与意境的营造上仍有
升腾空间，比如，剧中的鸽子作为一种意象化表达，象征着冲破
牢笼的自由与新生，而剧中出现的笼中之鸽与屋外不时回响的
鸽哨声在舞台处理上欠缺呼应。此外，该剧的唱腔、念白等表演
形式整体偏于“洋化”，对戏曲艺术独特的节奏、韵律有待突出，
尤其需辩证把握话剧与戏曲在表现形式上的分寸和尺度，力求
唱与念、歌与表、中与西的协调统一。

诚然，将一个年代较早、题旨深刻的话剧经典作品搬上曲剧
舞台，对创作者而言确实存在着相当难度。其一，从话剧到曲剧
不仅需要艺术思维的转换，更需艺术形式的再创造，重新演绎经
典必然面临着对原作艺术形式和审美形态的突破，绝不能让曲
剧成为话剧的舞台复制品，更需避免落入“话剧+唱”的表演窘
境，惟有站在话剧的“肩膀”上，遵循自身艺术规律，发挥曲剧特
有的审美优势，将原作的精神内核与人物命运通过符合北京曲
剧样式的审美内容传达给观众，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改编与
创造。

其二，深刻与厚重的主题意蕴都须通过精湛的艺术呈现才
能抵达观众心灵。在民族写意美学观的指导下，北京曲剧承续着
戏曲艺术“以歌舞演故事”的本体化特征，在形象塑造与声腔表
现上以戏曲程式性为基础，在保持京腔京韵本体特色的同时，意
在追求戏曲的韵律之美。比如对唱腔与念白的辩证呈现，力求突
出韵律、合理过渡，做到唱中有念、念中有唱。在塑造人物形象方
面，既要以生活真实为依据，又不可仅仅止步于生活化表演，而
是要鲜明地展现出程式化的艺术美感，使观众在醉心于剧情的
同时，又能得到对戏曲形式意韵的欣赏与满足。

一个剧团乃至一个剧种的长久发展须靠两个重要因素来维
系：一是人才优势，二是剧目建设。就北京曲剧的总体现状来看，
人才培养已显成效，剧目建设仍感薄弱，如此态势难以使剧团在
当下保有市场竞争力，有碍于剧种的未来前景。在继承中探索发
展，挖掘、整理北京曲剧历史上的优秀剧目，兼收并蓄其他姊妹
艺术的精华，在守正创新中重塑剧种新时代的审美形态，或许是
北京曲剧须明确的发展方向与必经之路。

为人民创作 为时代放歌
——访电影《刘三姐》主演黄婉秋 □李志雄 周 鹏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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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写中国电影史”是近几十年来提出
的一个重大学术命题，这个命题拓展了中
国电影史的研究路径，丰富了中国电影史
的研究成果。在笔者看来，“重写电影史”一
定要立足于新观点、新视角和新发现，否则

“重写”就成了“重复”。就“三新”而言，近来
出版的南京师范大学陈吉德教授所著《镜
城寻踪——关于中国电影的沉思》一书就
具有一定的探索意义。全书分为“理论探
讨”“历史钩沉”“影人扫描”三部分，是作者
近年来相关研究成果的结晶。

书中出现的一些新观点主要表现为对
电影史上一些所谓“定论”的大胆质疑及其
看法。新时期伊始，曾发表了《丢掉戏剧的
拐杖》《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戏剧与电影
离婚》等文，针对这些电影史学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文章，该
书《中国电影，请拄好叙事的拐杖》一文提出，“离婚说”强调
了电影艺术本性，但却冷落了“叙事”这一尊“神”，因此电影
和戏剧应该“复婚”，要拄好叙事的拐杖。

就新视角而言，该书《身体修辞与中国电影史学研究的
空间建构》一文所思考的问题是：在百余年的中国电影史
上，身体是如何在创作过程中生成意义的，创作者又是如何
对待身体并借助身体来表情达意的等。中国电影史的写作
除常规的综合史论外，还有武侠电影史、喜剧电影史、戏曲
电影史、战争电影史、少儿电影史、动画电影史、科教电影

史、纪录电影史、新闻纪录电影史、译制史、文
化史、批评史、技术史、产业史、表演史、理论
史等。这些专题史从不同角度和视域对中国
电影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阐释，而从身体修
辞角度进行透视，无疑会为“重写中国电影
史”增添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式，具有
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双重意义。《建构中国电影
学派：研究现状、对象及意义》一文对当下学
界提出的“中国电影学派”理论提供了新视
角，认为这个理论体系的构建是对中国电影
的一种顶层式设计，这种设计应指向中国电
影特定的艺术形态、表现方式和内在意蕴，具
体可以从语境、功能、作品、主体、传播五方面
着手展开研究。

该书还有一些新发现。比如《打造“银色
的梦”——论田汉早期的电影观》一文通过田汉留日期间相
关资料的仔细甄别，认为“造梦说”是田汉早期电影观的核
心内容，其中包含着田汉个人在事业、爱情等方面的苦闷。
这种电影观源于田汉关于功利与无功利相交织的二元论美
学观。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的“造梦说”、文艺理论家厨川白
村“苦闷的象征”观点、剧作家菊池宽“生活第一，艺术第二”
的主张等，都对田汉电影观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

此外，书中《中国电影表现知识分子的三次浪潮》《中国
第五代电影的寻根意识》等文也都值得一读。通览全书所录
诸文，可谓作者多年来影视研究成果的一次回视与总结。

要拄好叙事的拐杖要拄好叙事的拐杖
————评评《《镜城寻踪镜城寻踪————关于中国电影的沉思关于中国电影的沉思》》□□宋维才宋维才

由北京市电影局、中共北京市朝阳区委宣传部、京剧
电影工程领导小组主办，中国电影博物馆、北京市朝阳区
文化和旅游局、首都京胡艺术研究会共同承办的“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京剧电影工程’优秀影片入藏中
国电影博物馆暨展览、展映活动”日前在中国电影博物馆
举办。开幕式中，“京剧电影工程”领导小组负责人向中国
电影博物馆捐赠了“工程”全部影片数字拷贝、系列丛书
和电影光盘，用于博物馆的收藏、公益性研究和放映活
动。这也是中国电影博物馆首次对近10年来拍摄完成的
优秀京剧影片的集中入藏。

作为一项国家级、历史性工程，自2011年启动的“京
剧电影工程”，已汇聚了全国16个重点京剧院、团、学院的
老、中、青三代60余位京剧表演艺术家及优秀青年演员，
分别担纲入选经典剧目的主要演员，展现了当代京剧艺术
的靓丽风景。此次展映活动中，“工程”的两部新作，由滕
俊杰执导的上海京剧院代表剧目、新编历史剧《贞观盛
事》，及京剧谭、余流派老生代表作《捉放曹》亦先后举办了
电影首映礼。导演表示，从戏曲到电影的分寸把握方面，
两部电影力求做到既展现戏曲传统精髓，亦努力使影片有
别于舞台纪录片。两部作品将高科技电影拍摄技术与京
剧艺术相结合，使戏曲表演中的程式、唱腔等表现手法在
大银幕上得以充分展现，并从剧本、表演等多方面对传统
剧目进行了调整和提升，用电影语言的讲述为传统舞台艺
术赋予了新的视听魅力。据悉，“工程”目前已拍摄完成的
影片有《龙凤呈祥》《霸王别姬》《状元媒》等十多部，计划于
2021年完成的影片还有《满江红》《锁麟囊》等。（路斐斐）

“京剧电影工程”优秀影片
展映活动在京举办

党的领导
与百年文艺

书林漫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