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禹贡学社在京正式成
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
地研究中心主任邢广成当选为理
事长。

该学社是由从事中国边疆特
别是新疆研究、教育、传播事业
的工作者、爱好者及相关人员自
愿联合发起成立并依法登记的、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学术性、公
益性、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

《禹贡》 是儒家四书五经中
《尚书》 的一篇，是中国最早、最
重要的地理著作，禹贡学社取意得
名于此。近年来，中国边疆地区形
势日益复杂，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
战，如何把边疆的历史与现状研究
结合起来，促进边疆地区稳定与发
展，成为摆在知识界的一项重要任
务，禹贡学社应运而生。

（杨 健）

研讨会，研究讨论之会议也。书法艺术的

大发展，尤其是书法市场形成之后，研讨会就

有了用武之地。开始，几个人，十几个人，几

十个人齐聚一堂，就某人的书法进行研讨，或

肯定长处，或剖析不足，或大大的褒奖，小小

的否定，或小小的褒奖，大大的否定。

研讨会是现代社会之产物。当一个人的艺

术创作成果或学术研究成果，成为公共财富

时，人们就有理由对此进行评说。这是社会开放使然，是思

想自由使然。

现代社会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媒体对社会生活广泛

的介入，对每一个人价值判断的影响。研讨会需要借助媒体，

把研讨会的纪要大白于天下，让更多的人了解一种艺术创作，

一种思想学说，当然无可非议。重要的是，让人们了解这是什

么样的艺术创作，什么样的思想学说。

书法市场的繁荣，成为当代书法家创作的动力。书法家

相聚，不再谈经史子集了，那种对文化经典的评述，似乎是

傻瓜愿意干的事情。功利，庶几成为现代人的聪明才智，书

法家开始关心润格，关心收入，关心自己的消费。

研讨会的功能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放大了，其世俗目

的昭然若揭。

最近，看到一位牛人的书法研讨会。既然是牛人，还有

必要开研讨会吗？还有必要请四方宾朋高谈阔论吗？也许牛

人还想当精英，当大师，成为更牛的牛人。尽管精英和大师

的名号从来不是自己封的。

果真是牛人，都不把平面媒体放在眼里了，而是借助电

视传媒虚张声势，极大提高研讨会的传播渠道。错了吗？回

答是否定的。一旦我们熟视时代特征，对什么样的表演都会

习以为常。一系列的美言丽词算甚，没有三聚氰胺、地沟油的

危害大，何惧之有呢？至于与会专家学者的溢美之词，我们也

可以作“言论自由”论，这是个人的立场，是自己的判断。

研讨会是需要开的，关键是开什么样的研讨会。作为对

改革开放的思想历程略知一二的读书人，我清楚地记得，历

史的拐点，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息息相关。

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的突破与创新，也与一些研讨会相关

联。研讨会是思想的“雅集”，只要我们本着学术标准第一，

本着维护公理与正义的立场，集思广益，畅所欲言，研讨会

自然会对当前的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起到促进作用。

从研讨会，我想起鲁迅的 《立论》。鲁迅以他犀利、深

邃的笔调写道———

我梦见自己正在小学校的讲堂上预备作文，向老师请教

立论的方法。

“难！”老师从眼镜圈外斜射出眼光来，看着我，说：

“我告诉你一件事———

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

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

一个人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

谢。

一个人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

维。

一个人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

合力的痛打。

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说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

必然的遭打。你……”

“ 我愿意既不谎人，也不遭打。那么，老师，我得

怎么说呢？”

“那么，你得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多

么……。阿唷！哈哈！’”

这篇文章写于 !"#$ 年，似乎在指陈今天的

研讨会。“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说谎。但

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许许多多

的研讨会，基本是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于

此，我不禁要问，研讨会的意义究竟多

大？对这种研讨会，钱钟书一直警惕。上

世纪 %& 年代，在钱先生八十寿辰之

际，有关部门要给这位著名学者、作

家举行庆祝典礼。对此，钱钟书先

生委婉而坚决地谢绝了。他的理

由是“不愿花不明不白的钱，不

愿见不三不四的人，不愿听

不痛不痒的话”。

书坛不能拒绝研讨

会。如果是明明白白的

钱，坦坦荡荡的人，讲

真真实实的话，研

讨会就有了理性的

光芒，文化的深度，也

就有了存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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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陈
云》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的卓
越一生为蓝本，以质朴的、纪实的手法，
生动展现了他求真务实、波澜壮阔的 56

年革命生涯。日前，该剧在北京举行了首
映式。

该剧导演金韬曾执导过《长征》《井
冈山》等多部重大历史题材影视剧，也曾
在 /$年前执导过反映陈云 /"3$年一段
传奇经历的《四保临江》。金韬说，这部剧
不同一般之处在于类似题材电视剧往往
从革命历史背景写起，以事件带出人物
的美学结构，而《陈云》是从人物的心路
历程和行为细节着手，进而勾勒出整个
历史进程。作为一部人物传记剧，它不仅
浓墨重彩地展现了陈云从“红色掌柜”成
长为“新中国财经第一人”的经历，而且
对于陈云和于若木的婚姻爱情，也花费
了一番笔墨，比如“陈云在窑洞给于若木
上党课”的细节。

剧中由李雪峰和谢刚分别饰演青年时期
和中老年时期的陈云。/$年前，在金韬执导
的《四保临江》中，谢刚就曾扮演过陈云，近年
来已经成为饰演陈云的特型演员。此次再演
陈云，也给谢刚带来了一些新体验：“陈云同
志怎么开会，如何与别人谈话，很多细节都要
演，这让我对他有了更多了解，也被他独特的
人格魅力深深感染。”

出品人薛继军介绍说，《陈云》的创作
历时 5年，“光剧本就写了 3年，主创人员
查阅了几乎所有与陈云同志有关的资料，多
次去上海陈云故居纪念馆考察，同时走遍了
全国所有陈云同志革命事迹发生地进行实地
采风”。

对书法“研讨会”的冷思考
张瑞田

电视剧《陈云》：

再现“共和国掌柜”一生
文 依

谢刚在首映式上

为纪念中央振兴东北等老工
业基地振兴战略实施十周年，展
示沈阳重工业文化和产业工人风
采，由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出品，中
共沈阳市委宣传部、中共泰州市委
宣传部等单位联合摄制的主旋律
37电影《国徽》，/6月 /日晚在电
影频道首播。

该片一方面讲述了清华大学
梁思成、北平艺专张汀以及雕塑
家高庄是怎样几易其稿，设计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一方面突出
描绘了沈阳第一机床厂以劳动模范
焦百顺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产业
工人不断攻克技术难题，用智慧和
热血铸就国徽的过程。通过设计和
制作两方面的同心协力，终于在天
安门城楼上挂起了新中国自行设计
制造的金属国徽。影片由郎云执
笔，邢树民导演，主要演员有一
真、王鑫、刘鉴、王伍福、孙维民
等。 （张 朔）

陈力上世纪 %6年代留影

美国图桑首演《红楼梦》交响音乐组曲。演唱者陈力（右）、田大成 张 健摄

研究边疆问题的禹贡学社在京成立

电影《国徽》国庆节在电影频道首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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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尽 头 ，
何处有香丘？”当演员们

在交响乐团的伴奏下最终发出
“天问”般的呼喊，为整场演出画上
休止符时，全场观众的情绪再也控制
不住了，不肯罢手的掌声和泪流满面的
观众把乐团指挥汤姆一次又一次请回了
前台。美国亚利桑那中部学院副院长福斯
特教授说：“……我虽然听不懂歌词，
但还是被音乐感动得流泪。女高音的声
音是如此优美感人，交响乐队和合唱的
演绎是典雅和动人心弦的……”这番
话说出了所有在场美中观众的心声。

#6/3 年中秋时节，美国亚利桑
那州图桑市举行了北美第一场 《红
楼梦交响组曲》音乐会。原本这是
一场普通的中秋音乐晚会，由美
国亚利桑那大学孔子学院和美国
图桑华声合唱团发起，邀请美
国亚利桑那合唱团、图桑亚利
桑那男童合唱团、陕西师大民
乐团及亚利桑那交响乐团共同
举办。开演前，举办方担心：
这是第一次在完整的交响乐伴
奏下，用独唱和合唱的形式共
同表现有关 《红楼梦》 的音

乐，这个披上交响音乐洋装的中国传统故事是否
能被美国观众接受呢？

观众们尤其是美国观众的反应做了令人欣慰
的回答。

将中国民乐变成交响乐

中山大学音乐系讲师张东晓过去在中国组办
过多场《红楼梦》歌曲的演唱演奏会，在美国亚
里桑那大学孔子学院任教期间萌发了在美国也举
办一场《红楼梦》歌曲的民乐演奏会的想法。尽
管美国有很多人喜欢中国的民乐，但对大多数美
国观众来说，中国的民乐太过委婉，和他们熟悉
的音乐大相径庭。但同在美国的音乐博士郎晓明
认为，音乐是没有国界的，只要找到了能够被观
众接受的形式，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理念也一
样可以为世界接受。他相信：王立平将近 36年
前为电视连续剧 《红楼梦》 创作的音
乐作品，是具备合唱化、交响化
的底蕴的，在形式上也是
具备了在西方交响乐
坛演出的条件的，
找到合适的
音乐语言
是 让
《红

楼梦》 音乐萦绕在世界
音乐舞台的关键。擅长民乐的张东晓听
到这个消息，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下搞大了”！
因为要引起海外华人的共鸣，特别是重口味的美
国观众的共振，还得靠交响乐，而不是仅靠中国

民族乐器。
可是这谈何容

易！王立平的原谱
是为电视录音而作，

以民乐和弦乐为主，郎晓明必须“吃透”原谱，
再用整个交响乐队的乐器严丝合缝地把王立平的
音乐意图演奏出来。郎晓明将原来的 /$ 首歌8乐
曲进行取舍，改编为 3个乐章：以宝黛爱情故事
为内容的第一乐章 《宝黛情》，以大观园其他姑
娘的故事为内容的第二乐章 《金钗叹》 和突出
《红楼梦》文学主题的第三乐章《葬花吟》。此外
还给其中 5 首歌编配了合唱。因为原来 《红楼
梦》 的音乐除 了《晴雯歌》是女声

齐

唱外，基本上是女声独唱，不适合交
响乐伴奏。他的编曲最大限度地遵守原作风格。
技术上也做了许多处理。

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桑市华声合唱团团长屈宁
说，“我感到这次我们的合唱与独唱融为一体，
没有丝毫‘盖’住独唱部分的。新加入的声部，
特别是副旋律，也与主旋律非常地匹配。”美国
亚里桑那交响乐团指挥 9,*')1 :*+;<=>> 指挥过
许多交响乐队的演出，几乎演奏过世上所有的音
乐名曲。他说，他很喜欢这部组曲的表达方式，
用形似散且慢的节奏，渐入故事的冲突之中。

以真情的力量拨动所有人的心弦

大幕拉开，当主唱陈力在女声合唱的衬托中
吟出《红楼梦》序曲的时候，息声屏气的中国观
众首先露出了欣喜的笑容———她还是和当年为
!"%? 年版电视连续剧 《红楼梦》 演唱歌曲时一
样。观众很快被陈力和另一位歌唱家田大成美妙
委婉的爱情表述征服了。当整个红楼梦组曲的高
潮部分、第三乐章 《葬花吟》 响起的时候，前两
个乐章积累下来的悲剧线索在陈力凄美的高歌中
将黛玉的“天问”演绎到了极致，民乐交响乐的
弦律也随着情节在此爆发！拨动人心的旋律将中
国传统之美永恒定格在观众的灵魂中！

陈力说，经历了几次病痛，我的身体以及各
方面都不如以前了，年龄也不比当年@但是我的真
情依然。演出结束后特地从北京赶到图桑来的作
曲家王立平先生动情地说：“我代表 《红楼梦》
小说的作者曹雪芹先生，谢谢大家。”王立平在
此前听排练时，曾经称赞：“我想不到美国的孩
子们能将红楼唱得这样好！这样的演出完全可以
到中国巡演！”

在场所有的观众都感受到了这种真情的力
量。

美国观众更看重的是对音乐的理解，共同的
音乐语言让两国的文化交流消除障碍。观众
A)<BC D>)BB=<C说：“音乐太美了，不知道是否可
以买到 :7或者 7E7？这是一场独特的音乐会，
亚利桑那大学和华人社区应该为此自豪！”美国
联邦法院里沃斯基法官由衷地说：“我们绝对地
喜爱这场音乐会！（中国） 音乐是如此美好，我

欣赏所有的曲目和器乐，它使得中秋的夜
晚更加美好……”这也许是对王立

平和郎晓明的辛勤，对晚会
的举办者亚利桑那大学

孔院和华声合唱团
的努力的最好
回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