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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2047”

张艺谋的这部观念演出取名为 《对
话·寓言 2047》。演出形式既不是“剧”，
也没有“故事”，而是尝试把古老原生的
人性渴求，放在飞速迭代的、不可预测
的未来视野中进行审视，并借此展开人
性与科技的对话。

为 什 么 会 有 谈 未 来 ， 谈 科 技 的 欲
望？张艺谋表示，未来和科技的话题一
直是影视创作的热点，目前国内外也出
现了许多相关题材的作品，特别是人类
与人工智能在未来的相处，实际上是很
令人兴奋的命题。只不过类似题材对于
舞台演出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

提及为何把时间定位在 2047？张艺
谋开玩笑地说：“想比 2046 多 1 年。”谈
到 2046，人们总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王
家卫的经典影片。在张艺谋看来，科技
快速发展的未来，只要晚一年，有可能
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此外他也表示：

“2047 距离今天还有 30 年，想想看我们
改革开放也不过 30 多年，就已经取得这
么大的变化，30 年后的变化真的是难以
想象。”

古老艺术与科技的对话

为了呈现古老与未来、艺术与科技的
对话，张艺谋在此次演出中集结了 7 个国
家的 9 个国际团队、12 个中国民间艺术家

及团队。
在国际团队中，有来自美国的 3D 全

息技术团队、德国的激光团队、瑞士的无
人机团队、俄罗斯的视频团队等代表世界
顶级水平的科技团队。届时，他们将带来
当年美国格莱美奖上用 3D 全息技术复原
迈克·杰克逊的技术、80 台无人机同时登
台的视觉体验等科技元素。

中国民间艺术家和团队中，有来自内
蒙古的长调传承人其布日，71岁高龄的她
将开启整场演出；来自贵州的织机表演者
吴书香将在舞台上操练 200 年历史的织布
机；裘派花脸传人裘继戎将与激光技术做
一段京剧与舞蹈的跨界表演；来自福建泉
州的提线木偶将与科技装置配合演绎一首
曲牌……

刚于今年 2 月获得格莱美奖的跨界音
乐家吴彤，也获邀参与此次演出，他表示
自己在彩排中好几次感动落泪，此前多次
与张艺谋导演合作，都深深地敬佩他对传
统的尊重和对中国文化的使命感，他认为

《对话·寓言2047》是张艺谋在为传统文化
寻找未来的定位。

“我特别喜欢把古老的和现代的东西
放在一起，你会发现他们极其不一样，
但又异曲同工。”张艺谋称，古老而质朴
的艺术能够代表人类的本质与曾经，当
它 们 与 最 前 卫 的 科 技 元 素 融 合 在 一 起
时，就会散发出探索未来的气质。他也
表示，这场演出只是提出关于人类的曾
经与未来的问题，但具体的答案，还需
要观众们自己在演出中寻找。

张艺谋舞台新作品

为传统文化寻找未来定位
□本报记者 郑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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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媒 体 报 道 ， 最 近 有 一 批 “90
后”艺术生把白居易 《琵琶行》 改编
成了朗朗上口的歌曲，视频上传网
络后被点爆了。

“00 后”的高中生纷纷发弹幕点
赞：终于找到了背古诗的正确姿势！
能不能出个高考语文背书系列，把古
诗全写成歌呀？

到网上找到这个 《琵琶行》 的歌
曲版，听了之后，感觉一股周杰伦风
扑面而来。我已经不是青年了，所以
对这种曲风不感冒，但相信这种调调
符合当前中小学生喜欢的画风，不然
网上不会那么多人喜欢了。

回忆起中学时代，咱也背过《琵琶
行》，感觉十分上口，背起来并不费劲。
应该说，比起背鲁迅课文来说，背个《琵
琶行》简直就是充话费赠的。所以，那
些点赞的“00后”，其实不用去相信他
们的话，他们只是觉得好玩罢了。

其实，这件事的深意并不在于古
诗词编成歌之后，到底对背诵有没有
帮助，而在于一种回归，对传统文化
存在方式的回归。

啥意思呢？古诗词放古代，都是
要唱的。旗亭画壁的故事里，王昌
龄、高适、王之涣仨人的诗轮番被歌
妓吟唱，就是证明。

《诗经》三百首，汉乐府，都是要
唱的。词，甭管豪放，还是婉约，也
都是要唱的。但是古代又没有录音设
备，歌谱也大都亡佚，所以今天我们
不知道古人是怎么唱的了。

国家、学界做过很多努力，试图
恢复古诗词的唱法，而且不是一天两
天了。比如，教育部有重大攻关项目

“中国古代曲乐整理和研究”，国家社
科基金项目有“日本现存唐乐古谱与
唐声诗研究”，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有
“《随园诗草》笺注”“《玉燕堂四种
曲》笺注”，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
目有“唐宋乐古谱集成”。《中国古代
曲谱大全》 也出版了好几年了。

相关成果很多，但都养在深闺人
未识，跟很多高校的专利一样，搞完
了，评完奖和职称了，往柜子里一
搁，神不知鬼不觉。这太可惜了。

还有一种情况，成果也转化了。20
多年前就听过《诗经》的唱片，“坎坎伐
檀兮”都给你唱了出来，挺震撼的。但
是社会上没有传唱开来，为啥呢？没搞
明白受众的需求，市场开发意识不足。

现在有一帮孩子自己动手把《琵琶
行》编成歌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首先，市场有这个需求。其次，供给侧
也没问题，成果都是现成的。现在就
缺把供给双方勾连起来的服务了。

因此，挖掘传统文化，需要熟悉
现代商业运营方式的人来做。

大概 20多年前，我开
始在纽约跟爵士音乐家玩
爵士。一位芝加哥的演奏
家邀请我加入他们的乐
队，他想让爵士乐有所变

化，已经在乐队里用了手风琴和南美的鼓，
然后也想试试中国的琵琶。

那天我去了，进了排练厅后就到处看，
到处找，一直没坐下来。他们说你干吗呢，
我说我找谱子呢。人家看着我哈哈大笑说：

“没谱子。”我说没谱子怎么弹，怎么演哪？
“我们都是即兴的。”接着，他们开始演奏，先

是一段主旋律，然后每一个人独奏一段。轮
到我的时候，我说我不知道怎么弹哎，他们
说你随便弹吧，你能弹什么就弹什么。

我特别难为情。当时进去时特牛，觉
得我是音乐学院毕业，我与你们乐队合作
协议肯定没问题。结果后来傻了，连即兴
演奏都不会。人家问你们中国难道没有即
兴演奏吗？还真把我给问住了。从那一次
经验以后，我就开始反思我们的传统音乐
到底有没有即兴演奏。

后来我发现，爵士乐跟我们的江南丝
竹特别像。江南丝竹当年是风靡江浙地

区，上海城隍庙一带，人们边喝着茶边听
着丝竹乐，就是这几件乐器：琵琶、二
胡、扬琴，有时候有个小三弦，然后一个
打击乐，敲木鱼的。就这么一点乐器，但
是是特别城市化的音乐。

江南丝竹的特点是从自由的散板开始
做个引子，然后慢慢地开始加花变奏。大
家有一个主题，每一个人轮流来独奏一
段。这个独奏你们自己随便发挥，自己可
以加花，别人给你伴奏，然后又回到这个
主题，最后尾声节奏越来越加快、越来越
欢快，结束。这跟爵士乐的结构完全一

样，特别有意思。
此后，我再回头看很多传统的东西，

发现中国很多民间音乐都是即兴演奏，只
不过我们很多时候丢失掉了，遗忘了。所
以今天来看，文化的跨界和合作是很有必
要的，这可以加深大家的了解，发现彼此
的共同点。其实地球像一个大树，很多树
杈像一个个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国家。不
同的文化和国家看起来离得很远，没什么
来往，好像很陌生，但一旦接触在一起，
就会发现原来都是一个根，很多东西大家
都是相同的。

近日，由中国科协科普部、华硕电脑联合举
办的“2017华硕e创志愿者行动”在清华大学正式
启动。活动旨在鼓励当代大学生投身社会公益，
用智慧的视角，发现家乡蜕变的可能，从而缩小
城乡数字鸿沟，为推进城镇一体化建设贡献青春
的能量。在今年的暑期深度实践中，青年志愿者
将深入农村，重点关注留守儿童，为他们进行安
全防范知识培训及IT科普知识培训。

“华硕e创志愿者行动”自2009年举办至今，共培
育3万余名优秀志愿者，活动足迹遍布全国31个省
区市5000余个村镇、社区，建成1068座华硕爱心科
普图书室，累积开展3万场IT科普知识讲座，惠及群
众超350万人，影响人数超6000万人。 （孙 欢）

《黑桃皇后》序曲、《保卫黄河》钢琴协奏曲、新
疆民歌《青春舞曲》、新京剧《梨花颂》……6 月 9 日
至12日，奥利匹克公园国家体育馆将在南广场举行

“2017奥林匹克夏季音乐季”，40个包括歌剧、交响
乐、民族音乐、戏曲、摇滚乐、流行音乐等类型的节
目，给观众带来一场户外的音乐嘉年华。

2017 奥林匹克夏季音乐季由北京演艺集团主
办，北京新奥集团协办，北京京演文化传媒有限
责任公司、国家体育馆有限责任公司等承办。本
届音乐季将依托鸟巢体育场与玲珑塔背景，结合
全新设计理念，打造具有艺术品质和艺术个性的
音乐舞台。

音乐季曲目多元，内容丰富。交响音乐会特
邀北京交响乐团，选取世界经典之作，携手著名小
提琴演奏家吕思清、青年钢琴家吴牧野，女高音歌
唱家吴碧霞、王莉，男高音歌唱家王传越等，谱出具
有高品质、高规格、高水准的华美乐章。同时，
音乐会还将浓缩中国的戏曲与原生态民歌元素，
邀请具有代表性的民族器乐演奏家、原生态民间
歌手及优秀的戏曲演员参加演出。

北京演艺集团董事长康伟表示，有信心用3到
5年时间，把奥林匹克夏季音乐季打造成能够代表
中国室外音乐会的水平的首都文化品牌。

（文 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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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北京音乐生活展日前在北京展览馆举
行。展览由中国乐器协会、上海国展展览中心有
限公司共同举办。

北京音乐生活展致力于通过跨行业融合、沉
浸式体验，为人们提供具有质感的现代音乐和生
活方式指南，助推音乐教育、音乐文化服务。此
次展览分为“国风”“跨乐”“西韵”“乐学”4个
主题馆，其中国风馆集中展示了中国民族乐器和
传统文化，除“敦煌”“乐海”“虎丘”三大民乐
品牌外，一批新兴民乐及文化品牌也竞相亮相；
跨乐馆为爱好电子电声的时尚达人打造了集科
技、潮流、时尚于一体的音乐空间；西韵馆除了
将钢琴、管弦乐等西方乐器有机融入日常生活，
还设有古典音乐专区；乐学馆则侧重于儿童音乐
与艺术教育。 （郑 娜）

北京音乐生活展举行北京音乐生活展举行

华硕e创志愿者行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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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克公园将办夏季音乐季

央视综合频道公益寻人节目《等
着我》 第 3季再次回归电视屏幕，节
目不出意料地再次取得了超高的收
视。这档节目的意义不仅是收视率所
代表的广泛受众，更是说明了一种社
会的关注，一种持续的情感投入。

纪录生活点滴

脱离了生活和真实的文艺作品难
以创造“高峰”，也难以有持续的生
命力。《等着我》 以寻人的真实需求
为节目切入口，深度挖掘寻找背后的
真情故事，打造了线上线下联动的全
国最大“寻人平台”。

节目摆脱了空洞的宏大叙事，用
曲折的故事和细腻的情感来塑造“人
物”，让观众能够隔着电视屏幕感受
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存在。第
一期节目中来自山东的“瓷娃娃”母
亲宋冰心讲述了为养子虎子寻找亲生
父母的故事，每一个细节的描述都让
观众感受到了浓浓的母爱，每一句话
语都让观众走近一位坚强母亲的内
心。虎子出生的时候只有 3斤重，宋
冰心把他抱起来的那一刻，虎子就停
止了哭泣变得非常安静，感觉有了依
靠，也有了希望。这样的一个细节，
让观众能够走进一位母亲的内心感受
她对孩子的爱，平凡而又坚定。而宋
冰心一再对还是小孩子的虎子重复一
句话：“我们是残疾人，但我们决不
能成为一个废人。”她的坚强也让孩
子变得乐观、勇敢，勇敢面对生活中
的重重困难。在舞台上，我们看到了
一个阳光、快乐的小孩，对人礼貌而

又和善。这些源自于真实生活的细
节，不但让人物更加可感、可爱，也
让节目充满了生命力。

传递公益精神

《等着我》 不是简单地讲述个体
情感故事，也不是仅仅帮助解决个体
的实际困难。节目用寻人的方式来承
载人类共通的情感，亲情、友情、爱
情、战友情、同学情……每一份情感
都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

这里有超越生死的战友情，来自
湖南绥宁县84岁的抗战老兵肖楚荣为
寻找曾经为他挡住炮弹的连长吴邦坚
持 60年，只为当面向他行一次军礼，
说一声谢谢；这里有爱心接力的师生
情，来自安徽的朱麟洁已经在轮椅上
生活了 20多年，108位老师爱心传递
帮助她学习知识改变了她的人生；这
里有血浓于水的亲情，今年38岁的汪
世华外出打工时弟弟失踪，他向母亲

“撒谎”说弟弟出去念书，23 年来他
坚持寻找就为了给母亲带来安慰。节
目用情感的传递，让观众感受到公益
精神的真谛，公益不仅是一种价值
观，更是一种心理态度和人格品质。

倡导正气创新表现力

优秀的文艺作品要阐释中国精神
的内涵、坚定导向、弘扬正气，给人
以希望、给人以温暖、给人以力量。

《等着我》 以“温暖和希望”作为节
目的价值坚守，用“帮助”的故事讲
述了当下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价值追

求，用爱心的群像让观众感受到社会
的温暖。节目避免消费情感，克制地
描述寻人过程中的“苦难”，用坚强
与隐忍让人们看到希望，“助人为
乐”“热心公益”“爱与包容”这些依
然是社会的主流。

《等着我》 用新闻化的操作手法
来解析当下中国的切面，在舞美设计
上力求朴素、真实；在环节设计上力求
精简、突出人物；主持人倪萍不是对寻
找者发问，而是一位真诚的倾听者，用
丰富的人生经历去感受寻找者的酸甜
苦辣。同时，《等着我》还搭建了公益
的平台，将公安部、民政部、志愿者、新
媒体平台和热心群众拧成一股强大的
公益力量，形成庞大的公益体系。开
播以来，《等着我》 帮助 1100 个家
庭、超过 10000 人寻找到失散的亲
人。节目专门为虎子设立了专项基
金，节目播出后仅仅半个小时，爱心
捐款已经超过100万元人民币。

《等着我》：

让真实成为文艺作品的生命之源
□肖 庆

欢迎扫描关注《人民日报海外
版》文艺部微信公号“文艺菜园”

节目里的老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