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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将至，一年一度的国家大
剧 院 五 月 音 乐 节 即 将 与 观 众 见
面，从 4 月 27 日至 5 月 26 日为期 1
个月的五月音乐节系列公益演出
也拉开大幕。4 月 27 日下午，国家
大剧院五月音乐节艺术总监、小
提琴家吕思清与 4 位国家大剧院驻
院歌剧演员、主持人任鲁豫共同
来到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通州
区台湖镇北京新城职业学校，为
台湖镇社区居民、国家大剧院舞
美建设基地工人、北京新城职业
学校师生带去一场精彩的室内乐
公益演出。

从2009年开始，国家大剧院精
心策划，邀请国内外顶级演奏家与
室内乐演奏组合，在每年 5 月推出
主打室内乐演出的五月音乐节，让
原本遥远高端的室内乐逐渐成为贴
近观众生活的音乐大餐，更令诸多
观众获得了与期待已久的名团名家
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2017 年五月音乐节以“聆听贝
多芬”为主题，在为观众带来17场
精彩纷呈的室内乐音乐会的同时，
还将有19场公益演出在京城各地上
演，除了走进工厂、医院、学校等
场所，公益演出的脚步还将来到北
京市城市副中心、国家博物馆、亦
庄经济开发区等地。小提琴家吕思
清、管风琴演奏家沈凡秀、大提琴
家朱亦兵等中外演奏名家以及意大
利音乐家合奏团、英国皇家北方小
交响乐团、特隆赫姆独奏团、龙四
重奏、北京交响乐团、中央民族乐
团等国内外演出团体都将参与其
中，把动听的音乐及其背后的趣事
与更多普通大众进行分享，努力让
每位观众都能成为室内乐最亲密的
朋友。

4 月 27 日下午的演出以小提琴
独奏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作为开
场，脍炙人口的旋律很快就将现场
观众带进多彩的室内乐世界中。伴
随观众的热烈反响，吕思清又接连
演绎了小提琴协奏曲 《梁山伯与祝
英台》选段、《流浪者之歌》等经典
作品，观众在赞叹吕思清纯熟炫目
演奏技巧的同时，也被音乐旋律的
强大感染力所深深陶醉。随后，金
郑建、王鹤翔、李欣桐、刘嵩虎 4
位国家大剧院驻院歌剧演员轮番登
场，演唱曲目不仅囊括 《草原上升
起不落的太阳》《我的太阳》《手挽
手》 等中外民歌，还包括歌剧 《卡
门》《蝴蝶夫人》《魔笛》《风流寡
妇》 中的经典咏叹调，以此向观众
展示音乐背后丰富多元的文化魅力
和歌剧世界的瑰丽多彩。在演出最
后，4 位歌唱家共同登台，演唱了
歌剧 《茶花女》 的著名咏叹调“饮
酒歌”，欢乐的气氛在现场弥散，音
乐的感动则永远停留在观众心中。

据悉，同样地处北京城市副中
心的国家大剧院通州舞美基地正在
紧张施工中，预计 2017 年 9 月投入
使用。项目落成后，将成为功能最
全、规模最大、专业化、高水准的
舞美基地，同时还将成为国家大剧
院新剧目制作合成排演中心，舞美
设计制作中心，舞美布景、服装、
道具的存储中心，通州台湖新演艺
中心。作为北京的一处新景观、新
地标，通州舞美基地在为大剧院艺
术生产提供强大硬件保障的同时，
也将大大提升通州作为北京城市副
中心的文化设施服务能力，为副中
心文化发展、首都文化建设乃至全
国文艺繁荣贡献力量。

今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期
间，“软科幻”这个词屡被提
及：青年导演项目创投中，涌
现出不少软科幻题材，展映单
元中也出现了一些软科幻电
影；编剧论坛上，软科幻一度
成为被热烈讨论的话题。大家
认为，目前的电影市场上，科
幻题材上升趋势明显，但短时
间内硬科幻还不成熟，软科幻
会是未来一段时间的热门。

其实，近年来，软科幻一直
是中外影视界的热词。相对于
硬科幻而言，软科幻是指情节和
题材集中于哲学、心理学、政治
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科幻作品分
支。软科幻作品中科学技术和
科学定律的重要性较低，有人用
通俗的影视作品打比方来说明
硬科幻和软科幻的区别：硬科幻
更注重科学，完全发生在作者重
构的科学幻想领域，比如好莱坞
电影《星际迷航》；而软科幻更注
重幻想，科幻元素只是一个简单
设定，当然不是说这个元素不重
要，比如韩剧《来自星星的你》
中，男主角是400多年前乘坐不
明飞行物来到朝鲜时代的外星
神秘男人，整个故事却发生在当
下的韩国。

无论硬科幻还是软科幻，
一直都是我国比较稀缺的影视
类型。所以，目前正在热映的
软科幻电影 《记忆大师》 刚一
面世，就被认为像“大熊猫一
样稀缺，值得珍视”。导演陈正
道、编剧任鹏将故事背景放在
2025 年的近未来，假设科技已

经发展到能够将人的记忆删
除，还能再有条件地重新复
原。影片就以黄渤饰演的男主
角的记忆被错误地复原为一个
杀人犯的记忆为噱头，通过串
连记忆碎片，展开了一场脑内
追凶战。影片其实讲述的是两
个家庭暴力案件，但整个故事
并不是发生在作者用高科技营
造的一个未来空间，而是更多
地涉及心理学、社会学、哲学
的含义和问题，关注的是人的
情感和人性的终极主题。

有 人 说 ， 要 拍 好 科 幻 作
品，有几个必要条件：先进的
电影技术，雄厚的资金支持，
较深科学文化素养的主创，较
强理解力和接受能力的观众。
技术、资金在当下都不难解
决，在我们这样电影创作人员
的基数和观众基数都比较大的
国度里，在科技、经济高度发
展的今天，应该也不乏必备的
主创和观众，甚至可以说爱之者
众。当务之急还是应该重视这
一类型，努力创作，使得国产电
影的类型更加丰富。《记忆大师》
里也有导演、编剧解释不通的细
节，“如果要拍好科幻片，除了世
界观，还要在想象、在细节上多
下功夫。”青年导演项目创投评
委李杨指出。软科幻影片是聪
明人的游戏，也是相对更高级的
电影类型。如果说这部《记忆大
师》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那
就让我们期待“聪明人”越来越
多，“聪明人”拍的这类电影越来
越多吧。

讲述战国中期的伟大诗人、政治家屈原传
奇一生的大型历史剧 《思美人》 目前正在湖南
卫视播出。

这部剧的主要情节是：出身名门的天才少年
屈原（马可饰），机缘巧合爱上了民间女奴莫愁女

（张馨予饰）。然而，身处内忧外患、危机重重的
楚国，二人虽相知相恋，却不能相守相依，又在同
恶霸与权贵的斗争中卷入了宫斗权争、家国情
仇的漩涡。身负宏才大略的屈原，一步步踏上
了拯危救国、九死不悔的旅程。然而他有心报
国，却无力回天，终至万念俱灰，痛沉于汨罗
江；莫愁女则驾舟去远，从此浪迹江湖。

据该剧总制片人、总编剧梁振华介绍，为了
最大程度地保证剧中情节的历史合理性，他的团
队遍访荆楚大地，不厌其烦地拜访专家学者。年
轻的编剧张辉说：“公元前 324年，16岁的屈原因
一首《橘颂》名满天下，成为当时最负盛名的少
年偶像，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写诗为文，变法
合纵，至死方休。春秋战国是中国的少年时
期，屈原则是国人性格的少年时期，因为他，
我们每个中华儿女的身上都有了诗人的基因、
浪漫的基因。我们希望看到，因为 《思美人》，
很多青少年将开始读《楚辞》、诵《离骚》。”

左图：马可饰演的青年屈原

遗产继承是与所有人息息相关的事。怎样才
是继承人的“正确姿势”呢？如何才能维护自己
的正当权益呢？都市情感悬疑剧《继承人》的编
剧段祺华律师，以30余年律师从业经验，为观众
答疑解惑。

笔者：您创作这样一部以《继承法》为核心
的电视剧，有何初衷？

段祺华：一方面，我曾是文青，后来学了法
律，我很想把法律故事写出来拍给观众看。两年
多前，我投拍的《金牌律师》播出获得好评，还入围
了大众电视飞天奖。这让我看到，法律题材的影
视作品其实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也是市场急需
的。另一方面，随着时代发展，中国逐渐步入小康
社会，当年创业致富的老一辈现在都已经六七十
岁了，他们都面临着下一代财产继承的问题。我
做这部剧的初衷，就是要告诉观众正确地传承财
富的方法和价值观。

笔者：您是律师界的风云人物，却跨界投身
于影视业，是什么原因？

段祺华：我年轻时喜欢写诗歌、散文和小
说，还在报纸上发表过，但后来学了法律，越来
越忙，我当时的文学老师、大名鼎鼎的作家徐迟
就跟我说：“你现在20多岁，没有生活，要写作是很
困难的。你应该先去读好法律，写作是到中年以
后才水到渠成的事情。”因此，我当时就全力以赴
攻读法律了。现在，我在法律界已经成名，自己能
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了，于是我便转向了更

复杂的文艺形式的创作——电视剧、电影。
笔者：律师的身份为您的影视创作带来哪些

便利？或者说有何优势？
段祺华：最大的便利是有 30 多年的律师经

历，我个人的律师经验又跟一般的国内律师不
同。我多年来一直在中国香港和美国、英国办国
际案子，甚至还到阿联酋、埃及等地办案子，面临
的都是“真枪实弹”的审判中心制的官司。只有国
内开庭经验的律师，是很难写出精彩的法庭对抗
戏的，因为他们缺乏这种生活。

笔者：法律与感情自古便是充满矛盾的两个
对立面，在这部剧里，您是如何处理二者的？各
个人物之间如何体现法与情？

段祺华：从戏剧的角度来说，电视剧必须要
有冲突。在律政剧里，冲突不用找，它永远在那
里，因为没有冲突就不会上法庭。而法与情也永
远都是冲突的，这种对立面的冲突恰恰是戏剧最
基础的元素之一。法律剧就是冲突又冲突，冲突
到最高峰，然后转折。《继承人》 最好的地方就
是，再意想不到的转折，最后都处理得合情合
理。人有情仇，法无爱恨。时间过去，爱可以变
成恨，恨可以变成爱。所以要讲法治，因为人的
感情是不稳定的、是反反复复的，而法律则是稳
定的、不讲感情的。

笔者：通过这部剧，您想要传达怎样的理
念？

段祺华：从大的方面来说，就是中共十八大

提到的依法治国，人人都要有法律思维，整个社
会要由法治替代人治。从小的方面来说，是希望
大家重家庭、重亲情。这是中国传统思想里的宝
贵财富。我在剧中强调：“财产是暂时的，亲情才
是永恒的。”我想，《继承人》的播出也是在为我国
以后的遗产税立法做一个前奏宣传。此外，我认
为，国产律政剧的发展前途是非常广阔的，中国要
建成法治社会，要依法治国，立法重要，更重要的
是将法治观念植入老百姓心中，影视作品在这方
面能够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

如果这是个选择题，两个选项是“自己”和
“别人”，你会怎么答？有人会说，演自己给自己
看不是自恋吗？但现在的问题是，还就有很多人
会选前者，包括那些正儿八经在学校学表演和教
表演的。他们崇尚自我表现，还说戏剧大师斯坦
尼斯拉夫斯基就要演员“从自我出发”“解放天
性”，不要去管别人。是这样吗？错！中央戏剧
学院资深教授张仁里早已考证出，这个流传极广
的说法其实是上世纪80年代国门初开时，一些中
戏老师误读了西方理论，错安在老外头上的。用
培养了梅尔·吉布森和凯特·布兰切特等奥斯卡得
主的澳大利亚国家戏剧学院 （NIDA） 前院长奥
博瑞·梅勒的说法，学表演就是要学会“演别
人”——按剧本和导演的要求去演，为观众表
演。

国人在表演方面缺乏自信

话剧影视表演的源头在西方，这一领域中，
我们国人缺乏文化自信的问题特别严重，最糟的
是在学西方经验时找错了老师。表演是为别人还
是为自己？就是一个充满误区、需要严肃论证的
例子。为别人表演必须让人能明白、能欣赏，为
自己就不用管别人懂不懂、喜不喜欢，甚至还可
以故意让人不舒服！当年格洛托夫斯基隐居在波
兰一个小城市的小剧场里，和他的徒弟探索“贫
困戏剧”。西方人发现了他，邀去纽约等大城市
演出，他看到观众太多反而不乐意，拒绝搬进大
剧场演，最后完全离开观众，干脆躲到乡下修行
去了。

在当代艺术的大学课堂上，这类边缘艺术的
内容总是大大超过老百姓喜欢的主流艺术。住在
西方的人了解情况，并不会因此而颠倒主次；但
主要通过书本和媒体来认识西方的非西方人——
也包括一些学戏剧的留学生，就会不知不觉地被
西方教授误导，错把边缘当主流，错把为自己的
自娱艺术当成是为别人的专业艺术。

“艺术源于生活”另有别解

西方人也说“艺术源于生活”，但意思和我

们不一样。他们可以给生活中无需任何技巧的普
通东西装个“框”，然后称之为艺术。几年前我
在斯坦福大学举办的“人类表演学”大会上，看
到过这样的“节目”：好几个大牌教授坐在地
上，给各自的宠物狗读小说，让“观众”来“欣
赏”。我见有几个读书人身旁没有宠物，还以为
是他们的狗不爱听溜达去了；第二天才知道，那
几位还不是给狗读书，而是在给身旁的花“读
书”。这样的“表演”当然不会有人买票来看，
但那些戏剧教授还颇为自得其乐——又发明了一
种新的“表演艺术”。

很多人以为西方最时髦最流行的就是先锋艺
术，却不知道它们加起来也不超过整个演出总量
的1/10；只是因为日新月异名目繁多，相比拥有
大批成熟的保留剧目和忠实观众的主流剧坛，听
起来好像热闹很多。这里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
因：发达国家的“人均艺术量”比我们这里高得
多，那里为各类观众服务的专业戏剧几乎都很饱
和了，例如 800万人口的纽约市有百老汇、外百
老汇、外外百老汇构成的几百家剧院，每天上百
个卖票的专业演出。学戏剧的大学生还在一批批
涌现出来，由于大部分进不了专业剧团，就挖空
心思发明出受众越来越小、直至只为自娱自乐的
各种先锋戏剧。这些容易引起媒体注意的新花样
往往只是昙花一现，却也神奇地忽悠了很多只知
道盲目追新的中国戏剧人！

好的表演不是盲目的自我表现

西方剧坛有很多好东西，除了莎士比亚、易
卜生这些经典大师，就是当今世界也有不少值得
学习的保留剧目；可惜我们常常盲目跟在偏爱先
锋的西方教授后面，因为主流戏剧在商业上不太
成功、不够先锋时髦而不予重视，甚至视而不
见、充耳不闻。就举一个例子，英国的艾伦·艾
克本爵士 （Sir Alan Ayckbourn） 是世界上最成
功的戏剧人，至今编剧并亲自制作、导演了80部
戏，其中一大半都在伦敦西区、英国国家剧院或
者皇家莎士比亚剧院的大剧场反复演出。艾克本
是深得中产阶级观众喜爱的“畅销剧”高手，但
他的持久成功反而让欧美教授们不屑研究，以致
他在中国戏剧界几乎无人知晓，连大多数外国戏
剧“专家”都不知道他。艾克本擅长用幽默的方
式探讨婚姻问题及社会阶层间的矛盾，在戏剧形
式上也做了很多创新，是在第四堵墙内把舞台用
得最巧妙的大师，例如把一个写实故事的两个时
空放在同一堂景里让角色穿越其间 （《“另一
半”如何爱？》），在一个平面上展现三层楼的布
景和故事 （《步步高》）。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
他就创作了一部超前的关于机器人的戏《从此以
后》，探讨易卜生在 《玩偶之家》 中提出的女性
问题——妻子出走以后，丈夫怎么跟定做来充当

“理想妻子”的机器人打交道？这部戏里的机器
人还是要真人演员来演的，怎么演？这可是要下
功夫练的，外在的模仿和内心的体验都不能少。

“从自我出发”的办法非常好，好就好在能帮助
演员根据角色的范本，在自我的经验仓库里找到
角色的种子，也就是在角色和自我之间架起桥
梁，其最终目的还是要演好剧本中的角色，打动
观众。

像艾克本这样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戏剧家，需
要同样关心社会、关心他人的演员来演好他的角
色，对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发出声音。而对绝大
多数好演员来说 （只演独角戏者除外），好的表
演绝不是盲目的自我表现，而是演好有深度的别
人 （角色），给有广度的别人 （观众） 看。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日前，歌伦贝尔房车音乐发现
之旅第四季“肆乐倾城”在北京启
动。活动由中国音乐家协会流行音
乐学会、歌伦贝尔 （北京） 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主办。付林、金兆钧、
李延亮、栾树等知名音乐人与会。

歌伦贝尔第四季全程将花费 70
天时间，总行程约 2 万公里，跨越

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经停超
过26座城市，举办20场大型房车户
外音乐嘉年华活动。著名歌手许巍
和蓝团、著名摇滚乐队黑豹、水木
年华卢庚戌等将加入，为观众和乐
迷送上房车旅行与现场音乐相融合
的演唱。

（肖 娜）

表演谁？给谁看？
孙惠柱

表演谁？给谁看？
孙惠柱

“聪明人”的电影来了
苗 春

“肆乐倾城”房车音乐发现之旅启航

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开幕

歌唱家走进北京城市副中心
本报记者 郑 娜

◎墙内看花

大型历史剧《思美人》

展现屈原传奇一生
文 依

《继承人》编剧段祺华：

人有情仇 法无爱恨
李 军

《继承人》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