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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结同心情谊长存
——评音乐会版歌剧《同心结》 □罗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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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雪皑皑五圣山，艰险壮烈上甘岭。72年前，一场跨

越国境的战争缔结了中朝两国人民的情谊，被人们永久

铭记。近年来，许多志愿军入朝作战的事迹被改编成艺术

作品，既有悲壮惨烈如电影《长津湖》者，也有沉默煎熬如

话剧《上甘岭》等。在一众讲述知名战役、表现志愿军战士

群像的作品中，展现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舍身堵枪口事

迹的民族歌剧《同心结》显得较为独特。剧中用一枚普通

的“同心结”横向联结朝鲜人民与志愿军战士的深情厚

谊，纵向贯穿了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和情感牵绊，成就了

该剧的“主题曲”。

这是一部颇具历史渊源的作品。早在1965年，编剧

田川和任萍便已创作了《黄继光》剧本，只可惜舞台作品

尚未问世便因“文革”就此搁浅，直至1980年原作者对剧

本进行了重大修改，更名为《同心结》，并由原总政治部歌

剧团排演才得以与广大观众见面。2020年，纪念中国人

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之际，四川交响乐团

对该剧进行了复排，让这部经历波折的艺术作品再次散

发了光彩。今年9月，《同心结》以音乐会版歌剧的全新样

式亮相于北京保利剧院，一开场的序幕便先声夺人，透过

纱幕，舞台后区60多位志愿军合唱的“雄赳赳，气昂昂，

跨过鸭绿江”在交响乐的伴奏下气势如虹、排山倒海，震

撼了全场。

作为一名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对中国人民来说是

家喻户晓的，每个孩子都曾在课本中学习过他的事迹。可

历史和课本对这位年轻英雄的记录无疑是单薄的，如何

让黄继光的形象在舞台上丰满起来成为该剧的一个创作

难点。对此，该剧主创人员选择在大众原有认知的基础上

去丰富英雄人物的经历，给人物增加情感牵绊和逻辑动

因，以此去丰满人物的性格，为普通战士成长为英雄做充

分的铺垫，使作品既具有本身别具一格的想法，也不脱离

观众对英雄的基本认知。

该剧首先向观众展现的并不是战场的惨烈，也不是

志愿军战士的英勇无畏，而是当时朝鲜人民所处历史环

境的缩影。剧作通过朴顺姬小姑娘的遭遇简单交代了当

时朝鲜在美国控制下的社会样态。勾结美帝者的奴颜丑

态、普通民众的凄苦反抗、美国军人的傲慢通过一场戏被

勾勒出来，三者之间形成了极为强烈且鲜明的对比。通过

这个类似“引子”的朝鲜女孩全家的遭遇亦奠定了故事的

整体基调，为英雄人物故事的铺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

为有朴顺姬小姑娘父母的参军、游击、反抗、牺牲，才让这

份中朝军民的情谊有了现实承载，让黄继光的英雄精神

有了可依托的土壤。这是剧作通过对故事环境的丰富完

整来诠释、烘托人物形象。同时，以一个简单的“同心结”

作为该剧形象的种子贯穿全场，它是普通朝鲜人民的三

代传承，最后通过朴顺姬转赠给黄继光，这正是中朝人民

友谊和感情的象征。

在通过故事环境夯实了英雄人物存在的现实基础

上，剧作再以黄继光对母亲的思念、对祖国的依恋、对

顺姬小姑娘的兄妹感情以及战友之间的生死情谊等一

系列情感表达来塑造人物。在战斗中与战友失散后，

负伤的黄继光一个人在山林中徘徊，望着冬夜的满天

星斗，他的情绪是坚定而柔和的，他想到了远在千里外

的母亲，听到了家乡的山歌，忆及了祖国的教导。这场

对母亲和祖国思念、怀恋的诠释是全剧中最浪漫、抒情

的演绎段落，使黄继光的形象从外化的硬朗向内化的

柔软过渡，这是主创对人物形象落地化的一种表达，也

是将人物从外在表现转向内部剖析的一种手段。他对

朴顺姬有着兄长般的照顾和包容，这是志愿军战士对

朝鲜人民的感情，也是黄继光个人对一个父母双亡的

女孩的怜爱，纯粹、高尚且伟大。

通过对人物情感的诠释我们可以看到，该剧的主创

人员其实并不想把黄继光塑造成一个无坚不摧的“模式

化”人物，而是更注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解读和分析。还

是一名普通的志愿军战士时他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在

刚刚赢得解放又目睹朝鲜人民被压迫的现实情况下他有

着怎样的所思所想，在负伤与战友失散后他的情绪是如

何起伏波动的，在面对战场上战友相继牺牲、子弹手雷耗

尽的绝境，他又是怎样以一种决绝的心态直面死亡

的……这一层层的铺垫让黄继光这个人物具有了除英雄

事迹之外的性格和灵魂。他不再是故事中丰碑一般的雕

塑，而是成为了一个鲜活生动的“人”。因此，本剧中的黄

继光有着火热的赤子之心，有着坚定的革命信仰，同时他

也带着一些书卷气，有着柔和的情绪表达。而这些并不激

烈的情感叙述，恰恰为他最后的舍身牺牲做了最坚实的

铺垫。

当然，一部优秀的舞台作品离不开艺术家的二度创

作。男高音歌唱家王宏伟从军30余年，有不少家喻户晓

的代表作，塑造过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黄继光在

他的演绎之下亦别具魅力。从音乐表现来看，王宏伟以清

亮高亢的嗓音将人物的唱段诠释得淋漓尽致。《抬头仰望

夜黑的天》是黄继光与战友失散后于山林间的一段内心

独白，抬头仰望夜空，他想起家中年迈的母亲，想起祖国

亲人的嘱托，情绪从茫茫无依到想起归宿，风格从极致浪

漫到坚定激昂，王宏伟通过这段演唱将人物内心情绪的

转变诠释得立体饱满。战斗打响之前，黄继光一段《等我

把立功喜报寄回家》的演唱，缠绵中带着激昂，慷慨中绕

着思念，将亲情、战友情和思念祖国的乡情三位一体地展

现了出来。

除却演唱，王宏伟用眼神和肢体语言对人物的诠释

也非常到位。歌剧本是注重音乐演唱而弱化故事冲突和

人物表演的一种艺术形式，经过民族化的发展之后，在剧

作上强化了叙事性，在表达上加重了人物的表演和肢体

语言。因此对于一部优秀的民族歌剧而言，二度创作不仅

仅要将演唱发挥到极致，更需要用丰富的表演来充实人

物形象。在该剧的表演过程中，王宏伟的身姿始终挺拔，

眼中始终闪耀有光，一名坚定有信仰的志愿军战士在这

样的演绎下便已初具形象。再加上人物平时的对白用普

通话，而和战友交流时用四川话，角色一下又落地且鲜活

起来。在最后舍身堵枪口的表演中，王宏伟通过摸爬滚

打、扑跌、匍匐前进等肢体语言，非常生动地表现了上甘

岭战场上的艰难惨烈，既体现了舍身牺牲的英勇悲壮，也

给予了观众震撼感动的观剧体验。

另外，该剧的舞台表达也较具有创新性。作品打破了

传统歌剧和民族歌剧镜框式的舞台格局，让交响乐队、合

唱队与演员处于同一空间、融为一体，成为戏剧表演的一

部分，同时把整个舞台的纵深向外延展，用一条“Z”字形

通道连接舞台的前区和后区。如此创新让舞台空间更大、

调度走位更加灵活，配合多媒体声光电手段，将朝鲜大地

的战火疮痍、雪夜静谧非常直观地展现在观众面前。而在

音乐方面，恢宏大气的交响乐配合民乐，将剧中的环境、

冲突和人物亦展现得准确到位。如黄继光的唱段配乐多

是大气绵长的大调，朴顺姬的唱段《阿妈妮啊，你在哪

里》《月亮啊，快快升起》等则带有朝鲜民乐的元素，而作

为反面人物的李承德，其唱段配乐却以小调为主，重点突

出人物的奸诈和蛮横。

随着艺术创作的百花齐放，曾经那些在教科书中看

到的英雄人物、重要战役都会通过舞台艺术化地展现在

大众面前，其鲜活立体的表达形式更能获得当下观众的

共鸣。通过这些艺术作品，英雄的形象、英雄的事迹也将

永垂不朽，在人们的心中历久弥新。

（作者系《中国戏剧》杂志主编，编审）

贯彻二十大精神贯彻二十大精神
铸就文艺新辉煌铸就文艺新辉煌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

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深

刻指出，书法是中华文化瑰宝，包含着很多精气神的

东西，一定要传承和发扬好。中国书法家协会聚焦

创作优秀作品中心环节，以主题性创作为抓手，引导

书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

为时代明德，繁荣发展书法艺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

一、强化凝心铸魂，把握书法事业时代方位。文
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是新时代团结奋斗的主题。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发挥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文

化力量，以此凝聚共识、鼓舞人心、砥砺前行。这是书

法工作者为人做事、治学从艺的认识基点、实践起点

和成就支点。书法积淀了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

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兰亭序》《祭

侄文稿》等为人称颂，更在于蕴含其中的人文内涵、

家国情怀与价值伦理。技进乎道，文以载道。书法工

作者要弘扬大道，紧跟时代步伐, 与时代同频共振，

扛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

任务。“一代之书，无有不肖乎一代之人与文者。”书

法不只是小确幸、小格局，更有大情怀、大境界。推动

主题性创作，要把寄情抒怀的艺术表达方式与记言

录史的社会功能相结合。从时代脉搏中感悟艺术脉

动，把艺术创造向着亿万人民的伟大奋斗敞开，向着

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敞开，从时代之变、中国之进、

人民之呼中提炼主题、萃取题材，抒写中国人民的奋

斗之志、创作之力与文化之美。推动书家用笔墨阐释

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精神世界，描绘新时代精神图

谱，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

神推动力。始终把人生追求、艺术生命同国家前途、

民族命运、人民愿望紧密结合，以文立心、以文铸魂，

把文艺创造写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上、写在人民奋斗

的征程中。

二、书写人文情怀，凸显书法创作人民立场。社
会主义文艺本质上是人民的文艺。人民是文艺表现

的主体，也是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书法同样

如此。人民的需要就是书法事业的根本价值所在，如

沙孟海、启功等大家就终身践行“为人民而书写”理

念。推动主题性创作，要把尊重艺术创造与坚守人民

立场相结合。“人民立场”是主题性创作的基本要求，

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

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

想。书家要善读有字之书、悟言一室之内，勤习精研；

更要读好无字之书、感悟火热生活，陶冶情性。以史

诗情怀观照历史，以人文笔触抒写人民，转变以自我

为中心的创作状态，把关注笔墨表达延展到情感体

验与文本构思。从人民伟大实践、国家蓬勃发展的伟

大进程中汲取素材，展示新时代历史性变革中蕴藏

的内在逻辑，用作品呈现历史性成就背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增强人

民精神力量作为书法艺术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挖掘思想观念、人文

精神、道德规范，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融合起来，把中华美学

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创作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激

活中华文化生命力。以笔墨形象书写时代正大气象，用情用力讲好中国

故事，推动书法融入现代生活，走向人民大众。

三、立足守正创新，攀登书法艺术专业高峰。创新创造是文艺的生

命所在，是文化的本质特征。要把提高作品质量作为生命线，努力创作

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之作。流传于世的书法经典都

是笔墨技法功力、时代生活底蕴与文化传统血脉相得益彰的完美体现。

推动主题性创作，要把弘扬传统与守正创新相结合。“鉴周日月，妙极机

神；文成规矩，思合符契。”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内容选材严、

思想开掘深、艺术创作精，着力提升精神能量、文化内涵、艺术价值，创

作“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的艺文兼备、文质兼美的作品。采取“沉浸

式感受、体验式书写、主题性创作”三段式创作模式，推出一批讴歌时

代、讴歌生活、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把握传统文化的现代呈现，创新红

色基因的时代表达，使书法成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

派的强大文化。激活用好经典典籍、文物馆藏、书法遗存等，实现书法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深入抗疫

斗争、脱贫攻坚、重大工程建设一线搜访纪实，让时代楷模和百姓身边

的英雄成为书写对象。创作过程激励了英雄也感染了书家，由此，激发

了思考叙事、风格、精神层面因事成文、因文濡墨的表达形式，全面提升

书家解读生活、文本组织、创作表达和艺术审美的能力。主题性创作丰

富了书法展览的内涵，形成了书法艺术表达方式与社会功能结合、文本

呈现形式与时代表达内涵融合、书家主题性创作与社会生活贴合、推出

精品力作与展陈中国风格契合、宏观全景叙事与微观人文表达综合体

现的主题性大展的策展模式。充满活力的主题性创作呼唤学术观照的

支撑，以更好地融会贯通创作实践、学术研究与艺术批评，在历史坐标

中找准方位，推动当代书法事业不断攀登新高峰。

四、着力协同联动，深化行业行风建设成效。文艺担当着成风化人

的职责。文艺工作者自身修养关系文艺行风，关系整个文化领域乃至社

会生活生态。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在党

的领导下广泛团结凝聚文艺工作者，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艺术家。

书协是党联系书法工作者的桥梁纽带，党赋予的政治职能要求聚焦“做

人的工作”之核心任务，深化改革、优化职能，推进行业建设。书法历来

有书品如人品之说。“苟非其人，虽工不贵。”推动主题性创作，要把激发

活力与行业协同相结合，引导书家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向时代、向生

活学习，打磨作品、锤炼作风，树正气、增骨气、添底气。发挥组织和专业

优势，深化协会群团改革，完善“全国书协一盘棋”格局，把工作平台搭

建给团体会员，把创作舞台提供给普通书家，延伸联系“触角”，畅通感

知“末梢”，资源向基层倾斜，服务向一线拓展，关心关爱新文艺群体、青

年群体等。我们要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引领书家坚守艺术理想，

追求德艺双馨，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营造天朗

气清的行业风气，建设山清水秀的行业生态。

为时代而书，为人民而写。中国书协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团结带领广大书法工作者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增强历史主动，凝心

聚力、扎实工作，推动中国书法事业高质量发展，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

新辉煌谱写更加绚丽的华章。

（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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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是中希建交 50周年，11 月 10

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中国驻希

腊大使馆指导，北京演艺集团主办，希腊驻华

大使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北京市海外文化

交流中心、雅典中国文化中心支持的“戏剧的

城市温度”中希戏剧对话活动在京举办。来自

中希两国的表导演艺术家及有关方面专家等

从各自的创作实践出发，回顾了两国戏剧交

流的历程脉络并展望未来。北京市委宣传部

副部长、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徐和建，

北京演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赵佳琛，北京

市文化和旅游局二级巡视员马文，北京人民

艺术剧院党组书记王文光等参加了会议，中

国驻希腊大使肖军正，希腊驻华大使乔治·伊

利奥普洛斯等通过线上方式参会。

此次活动分嘉宾致辞、主旨演讲和圆桌

对话三部分。在“城市与戏剧”主旨发言环节

中，中央戏剧学院原副院长、导演罗锦鳞，中

国国家话剧院原副院长、导演王晓鹰和希腊

国家剧院原艺术总监、导演斯塔西斯·利瓦西

诺斯，希腊文化部原部长、导演、演员莉迪亚·

孔尼奥尔杜作为参与中希戏剧文化交流的实

践者，通过自身参与策划、创作、演出的经历，

讲述了中希两国戏剧艺术家共同的合作和探

索，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中国戏曲和希腊戏剧

的互鉴与交融，以及从交流中获得灵感和养

分再反哺到戏剧创作中所形成的具有各自特

色和国际视野的舞台作品。

罗锦鳞在发言中回忆了父亲罗念生作为

上世纪30年代第一位到希腊留学的中国青

年，此后一生在翻译、研究古希腊戏剧和文学

作品，为中国人了解古希腊文化方面所作的

贡献。他说，古希腊戏剧是话剧艺术的源头，

追求东西方戏剧的融合需要相互取长补短，

除了美学原则的相互借鉴，还有艺术表现上

的相互吸收，以更好地实现话剧民族化和戏

曲现代化的需要。在王晓鹰看来，希腊戏剧中

如“歌队”这样的古老传统所表现出的交代、

渲染、强调乃至提点的强大功能，与中国戏剧

传统的写意性非常契合。就其个人创作而言，

中希戏剧交流对他最深刻的影响是在中国戏

曲与古希腊戏剧的悲剧观之间所作的深入比

较和思考。2018年他受邀为希腊观众以中希

双语版的形式排演了中国经典戏剧《赵氏孤

儿》，这一新版《赵氏孤儿》的创作在表现中国

文化和中国精神的基础上，以“否定之否定”

的具有真正“悲剧性力量”的结尾表现了人类

真实存在的难题与困境，从而成为了一部超

越古典主义浪漫情怀的既有强烈现代感又有

残酷现实性的悲剧。

“戏曲和戏剧作为中国和希腊文化的一

部分，共同催生了北京和雅典的文脉发展，两

个城市的发展和变化也促进了戏曲和戏剧的

不断演变和成熟，最终成为城市精神的象

征。”在之后举办的两场圆桌对话中，与会嘉

宾分别围绕“中国戏曲和希腊戏剧的碰撞和

发生”“国际语境下如何探索戏曲传播的新途

径”主题进行了交流研讨。大家认为，交流互

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北京拥有着3000

多年的建城史、800年的建都史，博大厚重的

文化底蕴滋养着京剧、昆曲、评剧、河北梆子、

北京曲剧等多姿多彩的戏曲艺术剧种，共同

构成了北京戏曲的基本面貌。雅典作为希腊

首都，拥有着2000年的历史传承，是西方文

明的发源地之一，诞生了戏剧这一艺术样式，

遗泽千年。戏曲与戏剧的融会贯通促进了新

的舞台形式的发展，使观众看到了更多的可

能性，将持续推动着文化的前进发展，也是戏

剧走向世界舞台的关键所在。

“人类文明多样性赋予这个世界姹紫嫣

红的色彩，多样带来交流，交流孕育融合，融

合产生进步。”与会嘉宾表示，正如习近平总

书记所说，中国和希腊持续不断的戏剧交流

带来了文化的互融共通，成为了增进两国人

民友谊的桥梁。戏曲北京与戏剧雅典的结合

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切实表现，此

次中希戏剧对话活动的举办，着意阐发亚欧

大陆两端的两种古老文明融通互鉴的当代意

义，展现了中国和希腊戏剧互鉴交流的各美

其美和美美与共。

活动中，徐和建还向希腊驻华大使馆三等

秘书莫芙·贝丽雅妮赠送了《戏曲北京》（中英

对照）。该书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出

品，北京演艺集团承制。全书以“京昆评梆曲”

五大曲种为载体，聚焦北京的历史风貌，立体、

多元、多彩地呈现北京城市形象，向世界讲述

有温度、有力度、有深度的中国故事，展现出传

统与现代相交织的中国人文形象。（路斐斐）

以文化交流反哺戏剧创作
中希戏剧对话活动举办

11月16日至25日，由中国国家画院主办，中国国家画院

创研规划处、《中国美术报》社承办的“天地人和——中青年艺

术家邀请展”在中国国家画院明德楼举办。展览集中展示了

23位中青年艺术家深入生活、潜心创作的书画、篆刻、雕塑等

130余件优秀作品，以展览的形式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当今年

轻一代艺术家的创作才华、学术态度、创作理念、思想高度以

及精神追求。展览将全国优秀的中青年艺术家凝聚在一起，用

不同的绘画形式表现了他们对生活的深度体验、感受和其面

貌各异、有生气又饱含真挚的人民情怀。

中国美术家协会为展览的举办发来贺信，肯定了近几年

来中国国家画院注重选拔优秀青年美术人才充实到画院创作

队伍中，并通过实施主题性美术创作推动青年人才成长的努

力。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表示，艺术家是

用作品来说话的，正如此次展览的主题“天地人和”，展出的这

些作品既体现着时代精神、散发着人格气象，也渗透着艺术家

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参展艺术家表示，中国国家画院为中

青年艺术家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这是对年轻人的极

大鼓励。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给艺术创作带来了非常宝贵

的可能性，年轻艺术家要更多地打破自己已有知识的结构壁

垒，勤勉学习、砥砺奋进，努力成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美术

创作主力军中的合格一员。

（路斐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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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城假日（中国画） 卢 虓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