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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东进》：个人成长与英雄史诗
□谷海慧

“军人离开战场只有两种方式，要么凯旋，要么牺牲。”

这句坚硬断言出自中国国家话剧院新创话剧《铁流东进》。

然而，作品中的主人公却是以第三种方式“活着”离开的战

场，并以“活烈士”的状态隐姓埋名几十年。4月13日，这

部充满悬念的闪耀着金属光泽的军旅剧作，在层层剥笋式

地解开人物身份谜团的过程中，拉开了“第七届中国原创话

剧邀请展”的序幕。

《铁流东进》改编自作家季宇的小说《最后的电波》，编

剧查文白、钟鸣，导演查文浩。剧作既气象磅礴、恢弘广阔，

又具体而微、见微知著。创作者聚焦通信兵的战斗生活，表

现普通人的精神成长，通过主人公贺永明（曾改名李安本）

从被迫帮助新四军发报到主动成为其中一员的故事，再现

人民军队的铁流、历史生活的铁流、民族精神的铁流。整体

看，该剧既是一部个人成长史，又是一部集体的英雄史诗。

以微观视角为历史存照、为英雄画像，《铁流东进》可谓

立意高远、落点扎实、角度巧妙。贺永明是谁？他为什么活

着？围绕着这两个核心问题，故事在1941年的白马山和当

下时空中展开。大历史中小人物个体际遇的传奇性、个体

选择的偶然性、个体与历史发生关系的可能性等，为微观视

角下的个体故事提供了巨大的叙事魅力，而主人公的精神

成长就在其中以缓慢姿态完成。1941年，电报局发报高手

李安本被新四军皖中独立师第三团“请”上了白马山，请他

帮助联系师部并承诺，一旦得到师部回电即可放他回家。

看似简单的任务却因战争形势的复杂而困难重重。由于始

终得不到师部回电，无法得知渡江路线，李安本回家的日期

被耽搁下来。在与新四军一起的日子里，在新四军为保护

李安本及家人所付出的牺牲的感化下，李安本从一个尊崇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理念的市井小民，成长为了有责任意

识、革命信仰与牺牲精神的新四军通信班教官，在掩护三团

突围的战斗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格局中，成长叙事历来是革命历

史和战争叙事的重要类型。从“十七年”时期的《青春之歌》

《三家巷》《红旗谱》到上世纪80年代的《高山下的花环》，再

到新世纪的《历史的天空》《亮剑》等，都以人物成长为叙事

重心，这些作品也因此成为了时代经典，并多被搬上话剧舞

台。文学母体孕育舞台经典，文学经典也借助舞台获得重

生。依托文学原著的丰厚与细腻，军旅戏剧中的赵蒙生、梁

大牙等舞台形象皆性格丰满、感人至深。遗憾的是，军旅舞

台上定型性格人物居多，成长人物凤毛麟角。因此，《铁流

东进》中的李安本形象非常可贵。尤为可贵的是，李安本的

成长既个性化又有合理性。剧作中，他的成长进程缓慢而

又艰难，其进程是以战友的牺牲为推动力完成的，因而在逻

辑上合理、在情感上动人。

从上白马山开始，李安本最迫切的愿望就是赶紧回

家。这符合一般人性要求的愿望也与李安本以个人为中心

的人生信念一致，如贪生怕死、挑三拣四、居功自傲等，与其

只求一己之安的小民形象匹配。李安本成长过程中受到的

第一次情感触动来自小柴火。小柴火是因给他送家信报平

安而牺牲的，但是这个少年的牺牲虽让李安本痛惜，却还不

足以改变他的思想认识，他依然欺软怕硬、爱讲条件，有小

贪心、爱占便宜，甚至腿伤好了也不吭声，依旧坐着滑竿让

战士抬着他走路。通过这些日常生活细节，李安本那种处

逆境时低眉俯首、被敬重则趾高气扬的性格特征被刻画得

入木三分。

如果说小柴火的牺牲刺痛了李安本，随后团长对他

的保护与善待便是春风化雨的过程，而彭大刀的牺牲则

是一记重锤，敲醒了李安本内心的爱国情感和责任意

识。若非李安本私发电报询问妻儿情况导致身份暴露，

他的妻儿和白马山上的新四军就不会处于危险之中，彭

大刀也不会因此牺牲。而此时的李安本在三团生活中已

受到了有限条件下许多无微不至的关怀，从得到最后一

个鸡蛋和全团的烟，到领双倍“月薪”、享受专人滑竿，他

已经在潜移默化中被打动、被感染。“人非草木，孰能无

情”，剧作还以巧妙的一笔交代了李安本曾经也是热血青

年，为抗日救国曾加入过国民党川军，当年在战斗中是他

的表舅用自己的命救了他的命。他之所以改名换姓为李

安本，就是为了糊弄日本人。有了这个前提，李安本的精

神成长逻辑就更为严密可信了。因此，从刚上白马山时

的迫不得已到彭大刀牺牲后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忘我工

作，再到主动请缨掩护部队突围，李安本的变化顺理成

章、令人信服。因为他的成长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战

友的信仰、友爱、牺牲的共同激发与推动下完成的。其个

人成长史是由一个英雄群体共同写就的。白马山一战，

他能冒死带着杜参谋和大牛不断移位发报，吸引敌人注

意力，掩护部队突围，是因为此时的他已成为了英雄群体

中的一员。因此，《铁流东进》既是一部个人化的英雄成

长史，更是一部人民军队铁流集体的英雄史诗。

“太平本是烈士定，从无烈士享太平”，作为被误以为是

阵亡烈士的白马山战役的幸存者，李安本身上背负了替战

友们活着的责任，从未因没能确认组织身份、享受名利待遇

而感到被亏欠。白马山上的战友或用自己的生命换得他的

平安，或在后来的战争岁月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李安本也

因此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已经足够幸运了，他愿以静默

的方式缅怀战友、体味活着的意义。当作为军人的李安本

以“活着”的“第三种方式”离开了战场，“活着”的并非一个

个体，而是一个集体心愿、一种集体精神。尤其剧作中回环

往复的由“七”和“三”组成的密码“嗒嗒滴滴滴，滴滴滴嗒

嗒”，更是强化了这种集体心愿与集体精神。这电码既是发

报结束的标识，也是美好祝福的暗示。当李安本在通信班

收徒“授业”时，这组密码以轻快、俏皮、灵动的姿态，制造了

欢快的戏剧节奏和诙谐的戏剧趣味；在掩护三团突围战斗

中，这组密码作为准备牺牲的李安本发出的最后电波，又成

为了他对战友最深情的祝福，产生了万山静穆千水止息的

感人效果。及至剧尾，牺牲的战友们依次上场，在他们与贺

永明彼此应和的“嗒嗒滴滴滴，滴滴滴嗒嗒”发报声中，观众

席掌声雷动。这掌声既表达了观众对烈士的崇敬与缅怀，

也饱含着对当下太平生活的珍惜。

现场的掌声就是时代的回声。该剧将英雄叙事主题内

化于个人成长与集体英雄的双层结构中，既不教条也不生

硬，顺畅传递了革命精神传统和当代主流价值。铁血奔腾

的战争背景、全男班演员的钢铁阵营，呈现了作品的“铁流”

气质，不断发出的电波、无畏的战斗意志则是一股内在的、

永不停息的精神“铁流”。独特的微观视角、充满悬念的故

事情节、合理的人物成长逻辑、深厚真挚的情感、高贵的精

神信仰、简约诗意的舞台、具有叙事功能的灯光等，让该剧

具备了未来成为“新主流话剧”代表作品的可能。

当然这部作品也还有可再打磨之处。仅就开场和结尾

看，艺术处理多少还有些“硬”。如作品开场白马山阻击战

的战斗场面就稍显冗长，满可以删繁就简、以点带面，使戏

剧节奏更加紧凑。结尾处，从历史到现实的陡转也可适当

增加过渡与铺垫，令情感的外化与剧作整体上的内敛基调

更加协调。

（作者系原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授）

“五一”假期前，深圳交响乐团在当

地连续举办了两场中国原创交响作品系

列《新时代交响序曲》之一、之二专场音

乐会。这两场演出分别展示了8位当代

国内活跃的中青年作曲家的9部作品。

从“50后”到“80后”，不同年龄段的作曲

家有各自的阅历和特点，他们从不同的

文化视角切入，却以同样饱满的情思抒

写了新时代的交响织体，并以此向即将

召开的党的二十大献礼。

两场音乐会均为“云端”演出，地点

在深交排练厅。4月21日晚8点的首场

演出是由深交音乐总监林大叶执棒。他

稳健有力的指挥昭示着，这支年轻的乐

团在他的带领下，有着不断提升的强劲

势头与文化自信。音乐会以张若迪的《新

时代序曲——丰碑》开篇。张若迪是深圳

本土成长起来的资深作曲家，曾多次举

办个人专场原创作品音乐会并获得成

功。创作这部《丰碑》时，他做了大量的案

头工作。从《诗经·大雅·民劳》“民亦劳

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到

西汉时期成书的《礼记·礼运》的研读，作

曲家认识到小康发轫于历史深处，植根

于民之向往。千百年来中国人民为这一

梦想呼唤和跋涉，直到党的十八大以来，

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战才让“小康”成为

现实。张若迪厚积薄发、乐思丰沛，热情

歌颂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用音乐刻画了党在人民心中树起的精神丰碑。

《丰碑》之后，是张若迪为男高音、琵琶与交响乐队而作的

《月下独酌》。作品有着诗的特质与强烈的文人情怀。作曲家的

心曲通过乐器与歌唱表达出来。抒情男高音蔡继瑜对作品的

意境有着深透的理解，在处理每一句歌词时都显出了歌唱家

的功力。目前就职于深圳歌剧舞剧院的他，是一颗冉冉升起的

新星。担纲琵琶独奏的肖文婷则不仅有着美丽的古雅气韵，其

拨弦也令人怦然心动。她的独奏与深交乐队之间形成了很好

的默契。

如果说李白的月下诗境缭绕着阴柔之美，那么姜万通的

《新时代交响序曲：庆典序曲》的阳刚豪放便恰好与之形成了

鲜明的艺术对比，产生了强烈的审美效果。姜万通系中国音乐

学院作曲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他教授过的课程中包括作

曲、和声、配器、现代作曲技法、混沌·分形与音乐研究等等。近

年来，他的音乐创作包括管弦乐、室内乐、戏曲音乐以及合唱、

独唱、独奏在内的多种音乐作品，并有多部作品在国内外作曲

比赛中获得奖项并出版演出。其中为小提琴、单簧管、钢琴而

作的《和》以及钢琴独奏《Wenhaha Wuhaha》分别于2009

年、2017年在美国卡内基音乐厅首演。近年来，作曲家还潜心

思考、悉心探索，进行交叉学科研究，将混沌理论运用到音乐

理论和音乐创作中，并于2005年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了专

著《混沌·分形与音乐——音乐作品中的混沌本质与分形研究

初探》。

这首《庆典序曲》是深圳交响乐团的委约作品。“引子”部

分号角声声、锣鼓喧天。深交的管乐水平很高，高开高走，铜管

乐组、木管乐组，弦乐声部个个激情浩荡，在营造气氛时既有

庄严神圣，又不乏细柔祥和，生动地表现了人们进入新时代的

豪迈情怀。到了主部，在快速的固定节奏的衬托下，弦乐演奏

“紧拉慢唱”的主题，表达了捷报频传、喜讯连连的美好景象；

副部歌唱性主题，抒发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憧憬；再现

部以恢弘的气势赞美祖国取得的傲人成就；尾声如同大江浩

荡，金鼓齐鸣，雄壮豪迈地行进节奏象征着祖国的未来更加辉

煌灿烂。万通先生是抒发时代大情怀的高手，他在作品中采用

快板乐章，将宏伟豪迈的抒发、高亢昂扬的情绪一气呵成。以

恢弘开始，在辉煌中结束。

毕业于莫斯科国立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的年轻作曲家罗

麦朔，现为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副教授，杭州爱乐乐团副团

长。他与另一位青年作曲家李博禅有着相似的经历与阅历。他

们的作品都曾频繁在国内外多国多地上演，其中不乏世界顶

尖音乐场所，如纽约林肯中心、西雅图大教堂、莫斯科音乐学

院音乐厅等。与前两位“50后”的作曲家相比，他们有着更开

阔的视野和更多新的想法。更可贵的是，他们把个人的情感融

入到新时代的洪流之中，用作品体现出了作曲家的使命意识。

前者作品《铸梦赞》与后者的《新时代序曲——奋进》，均表达

了在建党百年与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之际，全国各民族万众

一心的喜悦心情，在作品织体与艺术特色方面各有千秋。这些

青年作曲家的作品以优美的旋律和对历史文脉的深沉求索，

让深交乐队有了更加丰富的表演空间，体现出音乐家所具的

历史文化底蕴以及胸怀民族与时代大任的担当精神。

次日晚上的第二场音乐会有同样的主旨、同样的内容与情

怀，由深交助理指挥方钟灵执棒。作品中笔者最爱听的是深交

的小提琴手赵梦蝉演奏的小提琴协奏曲《朱拉》。“朱拉”是新疆

维吾尔语，意为闪闪发亮、幸运、机遇并可以表达祝福。《朱拉》

是维吾尔古典音乐《十二木卡姆》中的固定曲牌。每一个木卡姆

套曲中的《朱拉》旋律悠扬、音乐甜美、歌声柔和、婉转缠绵，表

现出了维吾尔族动人心魄的真挚情感与美好的祝愿。

乐曲开头乐队从引子开始逐渐将音乐缓缓展开，之后小提

琴独奏用的是带有少数民族节奏特色的三拍开始娓娓道来，悠

扬的主旋律后音乐逐渐灵动起来，小提琴声部奏出跳跃的音

型，独奏接过音型继续跳跃，然后木管组开始用一段6/8拍的

旋律来表现维吾尔族人能歌善舞的特点。在音乐再次起伏转换

后，乐声又回到了开头的悠扬，但是和声细节更加丰富，之后随

着小提琴独奏一段炫技似的双音上行，音乐进入了尾声的高

潮，最后在逐渐加快的三连音中与乐队一起辉煌收尾。

压轴作品是朱彬的《新时代序曲——征途与辉煌》。在朱

彬看来，命题原创音乐作品不好写，容易千篇一律、唱高调、落

俗套。但“高调”也是可以唱出令人感动的效果的，只要有了真

情感，再高的调也是有生命的。当然还是要有方法和技巧，朱

彬在交响乐技法方面有着多年努力实践的经验，这一次他又

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综观深交这两场原创作品音乐会，有许多值得称道之处，

但在笔者看来，尤为值得称道的是乐手们自始至终饱满的热

情，每个声部都展现出了良好的状态，正如他们平时演奏经典

古典音乐作品时一样，体现出了一个职业化交响乐团的高素

质与高素养。

（作者系辽宁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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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点评

4月 23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收藏、建设的

“世界的记忆——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数字平

台正式上线试运行。此次活动由中国艺术研究院

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音乐研究

所、信息中心承办。受疫情影响，发布活动采取线

上形式举行，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工艺美术

馆馆长韩子勇以及相关专家学者通过视频致辞，

对平台的建设与发布给予充分肯定。国家档案局

交流合作司发来贺信。

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俗称7000小时，是中

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前辈学者历经半个多

世纪的考察采录回来的音响资料。自1950年起，

以杨荫浏、曹安和等为代表的一批音乐学家开始

系统地对中国传统音乐展开实地考察和资料采

集。此后半个多世纪里，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

所学者足迹遍及全国，采集了包括阿炳《二泉映月》

在内的大量濒危传统音乐的珍贵资料，其中许多已

成为中国传统音乐的“绝响”，具有无可替代的艺术

和学术价值。1997年，该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世界的记忆”项目，并被列入第一批《世界记忆

名录》，成为中国首个入选的珍贵档案和世界上首

个入选的音响档案。入选理由认为，这是数年来在

中国几乎所有省份和地区系统地进行田野录音的

成果，涵盖了超过50个民族或文化群体的传统音

乐。“中国古代的音乐遗产通常是口耳相传的，这

些录音使得中国古代音乐历经数代传承至今。”项

目入选后，中国艺术研究院组织专门团队采用国

际标准，对唱片（粗纹和密纹）、钢丝录音带、开盘

录音带、盒式录音带等不同类型的模拟载体进行

数字化抢救与保护。经过20多年的努力，最终形

成了目前国内收录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数量最庞

大、历史最悠久、珍贵度最高的专业数据库。

韩子勇在致辞中回顾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在该

档案搜集、整理、数字化抢救与保护上所付出的努

力，从文献档案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个角度

谈到该项目建设的深远意义。他表示，这一平台

的发布亦是对中国艺术研究院“重实践”这一优秀

学术传统的再度彰显。作为中国第一家“世界的

记忆”项目保护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开创性地借

用数字技术将这一文化遗产向社会发布，为世界

共享，将进一步促进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和

利用，彰显文化自信，推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所倡

导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和让文化遗产活起来的

指示。据悉，该数字平台在先期发布约一万条音

频数据后，将陆续推出这批珍贵音响档案的全部

曲目。 （路斐斐）

﹃
世
界
的
记
忆—

—

中
国
传
统
音
乐
录
音
档
案
﹄
数
字
平
台
正
式
上
线

评 点

“在抗击疫情的特殊时期，我们需要用老虎的精神与力

量来与困难抗争。”4月26日，由舞蹈艺术家杨丽萍导演并

参演的影像舞蹈新作《虎啸图》，在优酷视频与爱奇艺纪录片

频道上线播出。4月27日，由孔雀舞团出品、云南杨丽萍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中国舞蹈家协会支持的“杨丽萍从艺

50年活动之——生肖系列舞蹈艺术片《虎啸图》看片会”在

京举办。中国舞协主席冯双白参加活动并致辞。

由杨丽萍联合谭盾、龚玲娜等艺术家结合多种艺术形式

策划、排练、拍摄并制作的《虎啸图》，是艺术家继2021年春

节期间创作并获超4亿次网络点播的作品《春牛图》之后完

成的第二部生肖系列影像舞蹈作品。片中融合了武术、武侠、

现场民间乐队、古老乐器、单板滑雪、摩托车、跑酷、时尚衣

饰、特效化妆等元素，各路舞林高手共同引领“新国潮”，彰显

了舞蹈艺术的诸多可能性。其中既有生龙活虎的舞蹈呈现，

也有对美好爱情、希望、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的表现与传达。

作品借助影视技术和互联网传播，为舞蹈艺术进一步扩大受

众群体、拓展观演模式做出了有益尝试。

活动现场，纪录片“杨丽萍自述”以影像独白的方式回顾

了其从1970年代初登上舞台，之后50载创作了舞蹈《雀之

灵》《月光》《两棵树》《雀之恋》、舞剧《云南映象》《十面埋伏》

《春之祭》等作品的艺术生涯。“把属于中国自己的文化艺术

和民族的东西传递给世界，与更多人分享，是我们作为一个

舞者的宗旨。”杨丽萍表示，在特殊时期，生肖系列作品希望

能找到另一种可能性，打造一个全新概念的舞蹈世界，以新

的艺术形式来传播舞蹈艺术，给观众带来新的体验与思考。

（晓 璐）

杨丽萍影像舞蹈系列新作《虎啸图》发布

在熊秉明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

“塑者归来——熊秉明艺术回顾展”4月15日在京开展。此

次展览是继2019年“自知者明——熊秉明艺术展”之后，中

国美术馆通过“典藏活化”系列展再次回顾熊秉明先生的艺

术。展览分塑“己”、塑“人”、塑“物”三个篇章，展出熊秉明雕

塑、绘画、书法等诸多艺术门类作品150余件，部分展现了其

艺术人生与哲学思考。

熊秉明（1922~2002 年），法籍华人艺术家、哲学家。

1947年考取公费留学生，在巴黎大学攻读哲学博士一年，后

转入巴黎高等艺术学院学习雕塑。1962年起任教于巴黎第

三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中国文化及哲学，同时开设

书法班，从事书法实践与教学研究。2001年被授予南京大

学名誉教授。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表示，熊秉明是20世

纪以哲学、文学、艺术修行悟道的文化自觉者。在其施教过

程中，他由中国传统书法本体的原点出发，结合西方现代哲

学和心理学的理论成果，将书法的造型与意象、字体与移情

作深入剖析。在其艺术中，雕塑的结构与书法的结体、作品

的外形与书法的字象、塑痕与笔法、诗意与画境，贯穿于其艺

术思想与创造始终。研究熊秉明先生对挖掘传统资源、拓展

创新之路，有着重要的当代意义。

此次展览以熊秉明的雕塑作品为主线，“塑‘己’”篇章着

意展现艺术家的“心”塑历程及其精神指向的整体责任和信

念感召；“塑‘人’”篇章呈现艺术家对生命意象的挚爱、对生

命本体的畅想；“塑‘物’”篇章通过塑一“物”而化众类，看似

平凡之物却在简练的形塑、线条、块面中蕴含了丰富的精神

内涵与哲思。正如杨振宁先生在《孺子牛》的题词中所写：

“秉明塑造出二十世纪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认识。”据

悉，展览作品和文献来自熊秉明家属和杨振宁夫妇的捐赠，

展览将持续至5月11日。 （路斐斐）

“塑者归来——熊秉明艺术回顾展”在京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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