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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东重镇宁德创作、制作、演出的民族歌
剧《鸾峰桥》是宁德市委市政府、寿宁县委县
政府、宁德市畲族歌舞团、福建省歌舞剧院在
庆祝建党百年、新中国成立72周年之际推出
的一部讴歌党、讴歌新时代、讴歌人民的优秀
作品。该剧选择以陈蔚为总导演的主创团
队，艺术家们深入生活、攻坚克难、不辱使命，
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创作原则，
在中国民族歌剧的舞台上完成了该剧当代价
值的艺术呈现。

《鸾峰桥》四幕八场，不急不躁、不烦不
赘，四平八稳的戏剧结构是编剧、导演以中国
歌剧概念和思维为基础，讲好中国故事、讲好
闽东下党乡鸾峰桥故事的匠心所在。一幕
中，全村男女老少齐聚在鸾峰桥桥头的“满月
酒”是全剧核心场面。历经百年风雨沧桑的
鸾峰桥，诉说着下党村民的前世今生，展现了
全剧的主要人物：老王的儿媳妇、王二林的妻
子翠红，下党的“能人”王二林的父亲老王，下
党老实巴交的村民、翠红的丈夫王二林，展现
了全剧的核心人物：新上任的乡党委大周书
记。

大周书记走上了鸾峰桥，望着眼前戏班
子唱戏、锣鼓喧天。老王给孙子办满月酒，而
喜庆中的全村男女老少衣衫褴褛，酒宴桌上
饭菜简陋，大周书记心底泛起阵阵酸楚。颇

具喜剧效果的是，淳朴善良的下党村民虽然
真诚欢迎大周书记的到来，却不知书记为何
职，憨憨地称呼他为“官府的保长”，令人啼笑
皆非。鸾峰桥下的村民因一代又一代的贫困
封闭，才这般的愚昧和落后。该剧最大的戏
剧矛盾是老王的儿媳妇、王二林的妻子、刚刚
满月的孩子他妈翠红，在满月酒席上因不想
再忍受贫穷而毅然抛夫离子，走过了鸾峰桥，
走出了下党。翠红这一戏剧动作引出了全剧
的核心事件。大周书记目睹了由喜到悲的满
月酒，历经风雨沧桑的鸾峰桥见证了下党祖
祖辈辈饱受愚昧封闭之累，尝尽极度贫困之
苦。大周书记怀揣宁德地委书记的殷切希
望，肩负改天换地的时代使命，踏着总书记当
年的足迹，走过鸾峰桥，走进下党。

鸾峰桥始终是该剧聚焦的中心。鸾峰桥
深藏莽山密林，木质结构，榫卯工艺，历经狂
风暴雨、雷电山洪却百年不倒，这是真实的历
史；下党世代贫困，婚丧嫁娶，悲欢离合，对桥
而诉，以桥为伴，这是真实的生活。20世纪
80年代末90年代初，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
习近平，连续三次跋山涉水，徒步来到不通
路、不通电的下党考察调研，问寒送暖。下党
太穷了，实在没有一间房能接待来人，只好在
鸾峰桥廊桥搭铺休息，这也是历史的真实和
生活的真实。如何将真实的历史和真实的生

活提炼为歌剧舞台艺术的真实，这是该剧编
剧、导演、作曲及全体主创人员面临的最大挑
战。在一度、二度创作中，主创团队遵循守正
创新的原则，以中国民族歌剧的思维、哲学的
思辨、明确而不懈的追求，实现了《鸾峰桥》欢
欣与悲怨、激越与宁静、深远与浅显、写实与
写意、具象与抽象的平衡和辩证的统一。

二幕、三幕较为集中地将生活典型升华
为艺术典型，讲述了大周书记发动群众、组织
群众，坚决贯彻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
关于下党脱贫攻坚的思想精神，带领群众买
水泥、运水泥等往事，诠释了扎根下党的大
周书记与妻子陈丹、村民翠红与丈夫王二林
的情感交融，挖掘了翠红在大周书记的关心
劝说下，由不归家到欣然回家的感情变化。
该剧核心人物、主要人物与核心事件、典型
环境纵横向度，多维交流，逐步实现了艺术
真实的创造。

该剧编剧对人物戏剧矛盾发展层层密
织，既有大场面的营造，又有细节的布陈。
如地委书记相约大周书记，要到下党现场办
公；大周书记磨刀披荆，要为地委书记进山
开路；大周书记向地委书记立下“下党不脱
贫，不离开下党”的军令状；下党全村男女
老少齐聚鸾峰桥桥头，欢天喜地打扫廊桥，
准备桌椅板凳、碗筷水瓶，献出新编草席，

在桥上搭铺，迎接地委书记的到来；王二林
给地委书记送上凉茶，老王和乡亲们为地委
书记煮解暑草药，烧饭捞鱼，捧上绿豆汤
等。导演陈蔚以她创新的气魄和智慧，将时
空转换处理得当，使台上台下都感受到时任
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仿佛正在鸾峰桥桥
头，和下党村的乡亲团坐一起，促膝谈心，
拉家常、聊生活。

经过下党村民三年的奋斗，公路从鸾峰
桥桥头通过，桥的对面建成了水电站，随着大
周书记一声令下：“合闸！”鸾峰桥亮了，下党
亮了，整个大山都亮了。大周书记、陈丹和全
村的男女老少再一次欢聚桥头，守着通明通
亮的鸾峰桥，静静地坐了一夜，幸福地憧憬未
来，替下党的祖祖辈辈享受着暖彻心底的光
明。第四幕“路通了，灯亮了”，是全剧故事发
展、人物塑造、矛盾冲突、价值取向的终极目
标，但该剧编导没有在此止步，而是描绘了核
心人物大周书记跃入山洪之中，救出王二林、
翠红幼儿的感人一幕。这一幕歌颂了扶贫干
部、共产党员大周书记为了人民群众的安危，
不怕牺牲的英雄壮举，催化了该剧核心事件
的戏剧张力、核心人物精神动力的输出。

鸾峰桥见证了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对下
党、对宁德和闽东人民深情的承诺，见证了
总书记当年以踏遍大山的步履，走出一条脱
贫致富、绿水青山的康庄大道。今天的鸾峰
桥，已经走出大山，走向海洋，走向更加美好、
更加幸福的未来。习近平总书记说下党是他
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地方。民族歌剧《鸾峰桥》
的当代价值与现实意义皆在于此。

《鸾峰桥》承载的当代价值与现实意义
□王道诚

歌剧《鸾峰桥》着力表现下党乡人民
在党的扶贫政策鼓舞下，通过艰苦奋斗，
在“弱鸟先飞”和“滴水穿石”精神鼓舞下
架起一座通往幸福的大桥——历经数十
年的努力，下党乡终于实现了从一个贫困
落后地区到“全国脱贫攻坚楷模”的蜕变。
歌剧的创作是基于当年习近平同志“三进
下党”调研指导扶贫工作演绎出来的真实
故事；同时，这又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
国原创歌剧，独具新时代创作特征。笔者
从该剧的音乐创作方面谈几点体会。

先谈中国歌剧的音乐风格问题。常言
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因此，中国歌剧
使用民族音乐素材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事。
事实上，采用民族民间音乐材料也最容易

“接地气”，获得广大民众的认可。所以，从
民歌说唱、地方语音声调、民间声乐、器乐
音色中汲取营养，以及从成套戏曲板式唱
腔中借鉴组织结构等思路，都成为中国歌
剧音乐创作的重要法宝。但即便如此，创
作水平的优劣还是有很大差异，有些作曲
家满足于将歌剧音乐包装成“土特产品”，
有的作曲家则更希望赋予它们真正的新
时代精神和专业作曲家个性化的戏剧音
乐气质。章绍同是奔着后一个方向去的，
因此，他的音乐比较“有嚼头”。

第一，歌剧《鸾峰桥》由四幕八场组
成。它需要有统一的底色铺垫，即表现

“一方水土”。从“底色”的选定与呈现、
“底色”的贯彻，以及从“底色”到“前景”，作曲家选定了以福
建闽东地区民歌综合印象而写的山歌风材料，点明了下党
乡山清水秀的基本特征。在第三幕中，该音乐材料再次以

“场景音乐”的方式出现。第四幕第二场的终曲中，山歌风材
料从乐队起始到合唱声部的进入与发挥，动力性越来越强，
色彩也愈加丰富，给人以展望未来、气象万千的联想。因此，
可以认为该歌剧的宏观色调布局是统一而有层次的。

第二，要学会“物尽其用”，也就是说，“一方水土”与“一
方人”要发生联系才好。如在第一幕第二场的《弱鸟先飞》，该
段落内容是下党人民在党委书记大周的说服动员下，众志成
城，决心打造一座通向幸福生活的大桥的热烈场面。6/8拍
的合唱音乐段落情绪激昂，节奏铿锵，乍一看去，这种带有
群体劳动号子的音乐形象与前面序曲舒缓的山歌风体裁音
乐并不相干，但其中的二度音程上下、四五度音程跳进伴着
逆分性节奏等音乐素材，均与前面的山歌保持着最直接的
联系。只是体裁变了，音乐的形象也随之焕然一新，而作为
闽东山区音乐的“地方口音”，它们还依然鲜明统一。

除此而外，在第四幕第二场《路通了，灯亮了》，作曲家
还将原始材料变成了欢乐的民间锣鼓吹打与合唱相结合的
新形式。合唱的和声色彩也模拟了锣鼓音色的变换，从而使
乐曲呈现的热烈程度更胜一筹。此处的音乐更像是原山歌
风主题的“紧缩”变奏版，不仅如此，这一锣鼓喧天的合唱段
落又与此后出现的抒情唱段形成了很好的对比和“紧拉慢
唱”的律动关系。

中国歌剧音乐的创作不能仅满足于好听的歌谣性叙
事，而要更多研究戏剧人物如何在戏剧情节的推进中，让角
色的音乐形象令人信服地在观众的心目中矗立起来。如歌
剧《鸾峰桥》第一幕第二场，乡党委书记大周在鸾峰桥头召
集村民开会的音乐，标题《弱鸟先飞》，就是在写“开会”。由
大周（下党乡党委书记，男中音）、王二林（下党乡年青村民，
男高音）领唱和村民合唱共同结构而成，篇幅长达225小
节。词曲作者将大周这位新到任的党委书记（同时也是被当
地民众称为“保长”的外来人）放到下党民众中，通过与民众
的几次“互动”来进行戏剧性的人物刻画，让我们认识了大
周和他要承受的担当；看到了下党民众视野的封闭、生活的
贫困，以及因长期贫困而带来的疲惫、寄望政府救济等消极
心理；更看到了在大周的说服教育下，下党村民精神面貌所
出现的根本性改变。音乐结构紧凑合理，层次分明，满足了
当今音乐爱好者对歌剧艺术戏剧性与生活化的双重需求。

戏剧音乐的创作，需要会用加法，也要会用减法。拥有
那么大的管弦乐队和合唱队伍，不敢发挥固然不好，但有时
一个轻声的处理，也有可能在巨大的反差中发挥出“四两拨
千斤”的重要作用。《鸾峰桥》第四幕第二场的《山洪来了》，
一方面是借助于老王（男低音）、翠红（王二林妻，女高音）、
王二林（男高音）、大周（男中音）、陈丹（大周妻，女高音）的
对唱、重唱、领唱以及村民的合唱，演绎山洪暴发、干部带领
民众抢险的惊险故事，另一方面管弦乐队的戏剧性渲染也
产生了空前的爆发性威力，这就是各种戏剧性手法叠加产
生的重要合力。其中最令人揪心的情节是大周为救王二林
的孩子被洪水冲走，这使大周和孩子的生死成为悬念。转场
后，黑暗的舞台上传来了大周的声音，他正在用福建方言念
着闽东地区的童谣。此时的背景音乐，只用了少许几件色彩
乐器在轻声演奏，发出晶莹剔透的音响；舞台光起，人们看
到的是洪水褪去后的村庄：大周正靠着一棵大树，悠闲地逗
着孩子在唱儿歌，经历过这场浩劫，大周的沉着淡定和举重
若轻，更加令人动容。

这部歌剧突破了过去中国歌剧主要借助以戏曲板式唱
腔组织结构大套音乐的常规思路，探索出另外一些可供戏
剧音乐发展的新途径、新办法，特别难能可贵。如果每一位
作曲家在中国歌剧的音乐创作中都能有点新的想法和做
法，那我们就有可能“集腋成裘”，为我国歌剧的创新发展积
累更多经验。

鸾峰桥位于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
下党村，是目前国内单拱跨最长的贯木拱廊
桥，2011年被定为世界物质文化遗产。歌剧
《鸾峰桥》讲述了一个“造桥”的故事，但是这个
桥并不是现实中的“鸾峰桥”，而是党和政府帮
助下党乡摆脱贫困的希望之桥、幸福之桥。

福建省是全国脱贫攻坚战略实施的排头
兵，宁德市寿宁县当是最早接受脱贫扶助的受
益者。这里的老百姓，从被动吃救济到主动摆
脱贫困，他们从思想和行动上实现了脱胎换骨
的蜕变。近年来，扶贫题材歌剧创作很多，同样
是表现扶贫题材的《鸾峰桥》，有其独特性、优
势性，同时也有一定的约束性。该剧以当年
习近平同志“三进下党”调研指导扶贫工作这
一真实历史背景为依托，因此，戏剧化的展现
也必然要以“真实”作为根本立足点，剧中所有
戏剧人物、戏剧事件，在生活中都有原型可循。

以“鸾峰桥”做剧名，是一举多得的选择。
首先，这一剧名体现了故事发生地域的不可替
代性，即宁德寿宁的下党乡。其次，从具体的

“鸾峰桥”到意象化的“鸾峰桥”，让剧名的形象
和内涵都得以丰富和提升。本剧有一首“弱鸟
先飞”的主题合唱，就是将“鸾峰桥”的引申意
象具体表述的体现：“我们是木料，你也是木
料，党组织是工匠帮我们建桥，只要我们下定
决心不屈不挠，就能建起摆脱贫困的鸾峰
桥……我们都是中用的木料，听从党组织谋划
打造。”“鸾峰桥”是全榫卯结构的桥梁，创作者
由此引申出“要成大事必须要相互依靠”的深
刻道理，进而将党组织比作“工匠”，老百姓比
作“木料”，体现老百姓以党的领导为核心，改
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不仅贴切也很质朴。

所谓幸福的乡村都是相似的，贫困的乡村
各有其贫困。下党乡有全国独一无二的“鸾峰
桥”，同时也有罕见的落后与贫困。本剧开始，
乡党委书记大周走马上任，下党乡的老百姓却
还称他为“保长”，诙谐幽默，却令人深思。当年
的下党，落后的不仅是水、电、路等硬件设施的
匮乏，更是人们在观念、见识上的陈腐与短浅。
翠红是被“骗到”这里给王家做媳妇的，她虽然
来自贵州的小山村，但是她曾经见到过外面的
世界，所以她决意抛下刚满月的孩子离开，是
因为她要走出去，要通过改变自己的命运，改
变自己孩子的命运。鸾峰桥是下党人走出去的
通道，也是这里的老百姓安于现状、不愿改变
的写照。《鸾峰桥》剧本结构完整，全剧四幕八
场戏，大周和翠红，一个是带领乡亲们脱贫致
富的乡党委书记，一个是不甘心被贫穷束缚一
生的下党乡村民，两个人物引发出两条戏剧
线。最终，翠红这条线终于回归大周这条线，在
这个过程中设置的人物和戏剧矛盾冲突也逐
一得到解决。

音乐是感知的艺术，歌剧《鸾峰桥》的序
曲，就是一段具有听觉和视觉双重形象的乐
段。清脆、悠远的竹笛声，宛如山间流淌的小
溪，与管乐、弦乐奏出的特色鲜明的山歌旋律
交相呼应，福建闽东山区特有的绿水青山的风
光，在只有一分半钟的时间里，极富画面感地
展现出来。

这部歌剧的音乐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鲜明
的地域风格。福安民歌《纱罗带》和畲族地区的
民歌民谣元素，自然地运用在音乐的创作中。
剧中翠红的音乐形象具有更加突出的个性。翠
红原本是贵州人，后来在下党生活，作曲家将
贵州苗族山歌《你见过雷公山的山顶吗》的主

旋律，作为人物的音乐主题着重加以运用，让
翠红这个人物在音乐形象上具有了很高的辨
识度。本剧在各种音乐形式的转换上也很自
如，从独唱到合唱，从对唱到重唱，可以做到无
缝衔接。剧中翠红、大周的几段咏叹调都很有
分量。《弱鸟先飞》这段合唱节奏激越振奋，朗
朗上口，记忆性强；大周、陈丹、王二林、翠红在
不同空间的四重唱《滴水穿石》，通过写意的表
达来体现“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的戏剧主题精
神，风格清新，富有革命浪漫主义的色彩。

舞台呈现方面，该剧没有将思维固化在全
景展现“鸾峰桥”的现实形象上，而是用“以偏
概全”的手法，通过局部的剖面构造、局部的内
景，来完成戏剧场景的需求。悬浮的“鸾峰桥”
断面视觉简洁又具有指代性，可移动的几个景
板组合变化，便能体现不同角度鸾峰桥廊屋内
的空间。该剧除了第二幕第一场和第三幕第一
场，戏剧场景基本在“鸾峰桥”内完成。多媒体
在其中的运用，主要是配合戏剧场景外围环境
的营造。在表演调度上，导演采用主要角色流
动、群体人物相对静止的手法，让舞台表演的
画面感和层次感更加突出。另外，在一些关键
的戏剧场景，比如对于上级领导视察下党乡的
场面，导演的处理手法也很值得称道。

为了更好体现音乐和声乐的质感，该剧演
出时演员一律不带麦，只通过吊麦和地麦来进
行音量的补充，这种处理也让演出整体的声场
更加均衡。全剧以男性角色为主。首演场，高鹏
饰演的乡党委书记，有智慧，有韧劲，质朴可
亲，正气满满；田浩饰演的老王有点自私狡黠，
但是也不乏关键时刻的通情达理和善良；王杨
饰演的王二林老实巴交、善良敦厚。三位演员
通过演唱和表演都很好地完成了各自人物形
象的塑造。

该剧中仅有的两位女性主角，表现很是突
出。饰演大周妻子陈丹的刘淘是闽江学院蔡继
琨音乐学院副院长。她的音色圆润、舒展，音域
开阔，表演也很真挚。吕薇饰演的翠红作为本剧
的核心主人公，可谓是最亮的一点“红”。近年来，
吕薇塑造过形色各异的女性人物，都各具特色、
为人称许。剧中，刚出场的翠红一门心思想要逃
出下党，却因为生产后虚弱的身体晕倒在山中
被乡亲救起。观众看到的翠红衣衫破旧，身形消
瘦，昏迷中睁开眼，看到了熟悉的鸾峰桥，有气
无力又绝望地唱出“鸾峰桥，我怎么又回到了鸾
峰桥”，人物的真实性和戏剧性立刻凸显。剧中，
翠红作为仅次于大周的戏剧线索性人物，几乎
每一次出场都是戏剧的转折点。吕薇通过准确
细腻、生活化的表演，令翠红这个人物鲜活地立
在舞台上，呼之欲出。剧中，翠红的唱段比较多，
每段咏叹调的体量也很大，吕薇作为民族声乐
演员，在演出中和其他美声演员一样，没有带麦
扩音，她的音色亮丽、柔美、通透，音量和音质与
其他几位角色以及合唱、乐队之间有着极佳的
匹配度，彰显了她多年舞台实践的丰厚经验所
造就的声乐表现能力和实力。

歌剧《鸾峰桥》是一曲为脱贫攻坚伟大
事业而作的颂歌，基础扎实，气质独特，情
感真挚，品相喜人。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
总书记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
得了全面胜利。所谓吃水不忘挖井人，所有为
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而付出艰辛甚至生命的
人们，都值得我们永远铭记。歌剧《鸾峰桥》这
部作品，其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都将是经得
起时代考验的。

架起希望和幸福的鸾峰桥
□游暐之

福建宁德地区有一个下党
乡，多年来贫困不堪，当地人守着
古人留下的一座鸾峰桥，一步都
不敢跨出山门去面对外面的世
界。后来，当地地委领导深入下
党，实地调研并指导扶贫工作，而
下党人则发扬“弱鸟先飞，滴水穿
石”的精神，克服了重重困难，最
后终于摆脱了多年的贫困。2021
年年末，宁德市畲族歌舞团与导
演陈蔚团队合作，完成并首演了
一部讴歌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
自强不息、共同致富的歌剧《鸾峰
桥》。它的上演，是中国原创歌剧
在近年来出现的一束光。

编剧钱晓天与刘国平在剧本
创作中牢牢抓住了“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是中国人民摆脱贫困，过
上幸福生活的根本保障”这一主
题，以生动的人物塑造和情节渲
染，配之以主副线之间的层次衔
接，将宁德地区下党乡“弱鸟先
飞，滴水穿石”的奋斗精神，以及
克服重重困难，努力摆脱贫困的
故事通过歌剧的形式表现出来，真正起到
了渲染和歌颂时代正能量的效果。剧中，
编剧很好地塑造了乡党委书记大周、村民
王二林、老王、女村民翠红等人物，并以

“隐形人物”的处理手法，将当时的地委书
记形象自然推出，从侧面揭示了这个角色
一心为民的工作作风。

《鸾峰桥》开幕的第一场，是典型的歌
剧式群体开场戏，那场老王家的“满月宴”
为整部歌剧带来了欢声笑语般的序幕。但
是，当王二林的媳妇翠红因受不了贫困而
私逃，晕倒后被村民们救回，继而遭到老
王和众人的唾弃时，翠红以撕心裂肺的哭
声和毅然决然的决心，向乡党委书记大周
和丈夫王二林表白一定要走过鸾峰桥，不
再忍受眼前的贫困，全剧的中心矛盾和戏
剧焦点一下便被烘托出来。而就在此刻，
下党乡人民即将迎来的摆脱贫困、改变命
运的艰苦历程，亦在同一时刻被乡党委书
记大周以坚定的言语和强烈的决心吐露
出来。至此，歌剧通过第一轮的矛盾展现
（贫困致使夫妻分离，母子分离，有家不
归），将一个始终带有悬念和戏剧性的中
心思想和盘托出。

《鸾峰桥》的主要戏剧矛盾是开门见
山的，这可能正是剧作家预先架构好的情
节发展渠道。在接下来的幕、场之间，编剧
围绕以上这个中心思想，积极展开了一系
列剧情的翻转和戏剧的烘托。其中一些有
意设置的节点，均带有情感的积累和戏剧
的推动作用，如一幕二场中老王的欲寻短
见、二幕一场中翠红的打工求职、二幕二
场中地委书记做出为下党乡“通电”“通
路”的决定、三幕一场中下党村民的苦干
致富及二林向翠红的深情表白、三幕二场
中大周夫妇的细腻感情及共同扎根下党
乡的壮举、四幕一场中大周奋力于山洪中
抢救儿童、四幕二场中“通电”“通路”成功
后，下党乡从此走向富裕的道路等等。从
实际演出来看，这些节点就像是若干段相
互关联的小戏，彼此围绕着一个庞大的戏
剧引力“旋转”，共同凝聚成为具有根本性
的戏剧升华，并由此体现出戏剧中“水滴
穿石”的能力。

至于编剧所采用的基本构思，我认为
大体遵循了中国歌剧思维，即将情节、戏

剧、情感尽量归一于歌剧的主要
表现手段音乐之中，同时以民族
性和现实性进行戏剧发展的融合
与衔接，最终构成一部深度和广
度厚实、表现力和感染力丰富的
中国歌剧。

《鸾峰桥》的作曲是老作曲家
章绍同，他是福建霞浦人，擅长写
作影视音乐和歌曲，近年来涉及
歌剧创作。章绍同写歌剧比较注
重“接地气”，他本人具有将歌剧
这个“洋酒瓶”里装入民族“佳酿”
的能力。在进入创作前，这位老作
曲家总是能够将故事始发地的民
族音乐素材挖掘出来，以求得与
剧情的高度吻合及与戏剧情感的
完美贴切。观众在《鸾峰桥》中听
到，章绍同所创作的音乐非常有

“根”可循且充满活力，其中既有
福建民歌的特色，又有畲族地方
戏曲的味道。这些颇具地气的民
族“乐魂”，与歌剧这样的“高大
上”形式融合之后，便产生出一种
强大的民族说服力和民族感染

力。而《鸾峰桥》这部歌剧中所具有的深刻
内涵，也就在这样的民族说服力和感染力
中完美展现并深入人心了。

歌剧《鸾峰桥》的音乐有以下几个方
面的优点：一、布局突出，结构紧凑，全剧
有着大歌剧化的一体感，其中有机性的乐
句“串联”与衔接较为自然，而民族音乐元
素的隐性存在则十分巧妙；二、角色音乐
动机在咏叹调中表现生动，人物个性在音
乐中体现得较为突出；三、歌剧中合唱段
落写得精彩（整部歌剧音乐中的最佳亮
点），音乐写得有层次、有气势、有个性，且
都是具有动感的戏剧性合唱；四、歌剧中
重唱段落写得富有创意。可以说，歌剧《鸾
峰桥》的演出成功，章绍同的音乐所起的
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如今在中国歌剧和音乐剧界，陈蔚团
队已经成为一个响亮的名称，而这其中重
要的核心人物就是导演艺术家陈蔚。在
《鸾峰桥》的创演中，陈蔚担任的是总导
演，而同时她也是这部歌剧的原创策划者
之一。《鸾峰桥》作为“陈蔚系列”的歌剧，
从头至尾都体现着陈蔚风格，这一点是显
而易见的（尽管歌剧主要由执行导演执
导）。在陈蔚执导的歌剧与音乐剧中，舞台
整体的丰满、全剧调度的协调、情感处理
的细腻、戏剧高潮的凸显，都以一种井井
有条的状态呈现。

此次首演，隶属于陈蔚团队的几名主
要演员均发挥了充分实力。饰演大周的
男中音歌唱家高鹏，如今已是越唱越出
彩、越演越成熟的“老”演员，十几部戏下
来，他已经达到了技术与经验融会贯通的
程度。女高音歌唱家吕薇饰演翠红，此次
表现与之前有很大不同，其演唱方法与声
音效果改变明显，总体实力增强很多，
且在抒情的基础上表现出了一定的戏剧
性。男低音歌唱家田浩更是唱演俱佳，
他饰演的老王憨厚实在，声音与形象的
魅力均属上乘。饰演王二林的年轻男高
音歌唱家王杨也不错，这么重的戏压在身
上，却不见他慌乱失误，反而在声音、形
体、表现等方面都达到标准。饰演陈丹的
刘淘本是闽江学院的老师，首次参演歌剧
就能把陈丹这个角色唱演得如此出色，实
属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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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共福建宁德市委宣传部、宁德市文化和旅游局、中共寿宁县委、寿宁县人民政府联合出品，以宁德市畲族歌舞团为主体，联合福建省歌舞剧院、寿

宁县北路戏保护传承中心、闽江学院联合创排的歌剧《鸾峰桥》以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宁德地委主要领导一行深入下党乡实地调研指导为背景，讲

述了下党乡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发扬“弱鸟先飞、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闽东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奋力摆脱贫困的故事。该剧由总导演陈蔚领衔创作。

2021年12月23日，参加第八届福建艺术节并获评“优秀剧目奖”榜首。本报刊发评论文章，以飨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