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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和江西新余市人民政府合作录制的
七夕特别节目 《天下有情人》 顺利
播出。节目以歌颂爱情为主题，以
发展和延伸传统文化为主线，运用
现代舞台技术和古今相结合的手法
讲故事，从七夕文化出发，融文化
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于一体，获得
了观众和网友们的一致认可。他们
称，节目兼具文化和观赏属性，有
温度、有态度、有力度，是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推手。

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历史
文化源远流长，自古至今有着许许
多多脍炙人口、深入人心的故事。
对七夕节来说，爱情逐渐成为美好
的主题，如何讲好具有中国特色和
中国情感的故事是本次特别节目的
亮点所在。

此次特别节目分别以科技创
新、文化创新、故事创新的手段讲
述中国故事。

科技是视觉呈现的重要推手和
表现形式，以李玉刚演唱的 《刚好
遇见你》 为例，宽 8 米、高 10 米的
雨丝幕为经，真人大小的小船为
纬，经纬相交呈现中国传承千年的
工艺——织夏布，并以幕为载体讲
述织女织布、七仙女传说的故事。
千年技艺与现代科技交织融合，似
是千年之约，也是历史与文化魅力
的再现。

文化创新是讲好故事的新动
力，也是本次特别节目的一大特
色。京剧、黄梅戏、昆曲等戏曲是
中国传统文化中绚烂的篇章，是国
学艺术和民间艺术的完美融合。此
次七夕特别节目将戏曲引向大众，
用老戏新唱的方式使戏曲从小众走
向流行。黄梅戏 《天仙配》 中讲述
的是董永和七仙女人仙相恋的故
事，表达国人对美好爱情的憧憬，
与流行歌曲 《相思赋予谁》 改编融
合，不仅形式创新，故事的涵义也
相辅相成，更容易带动观众的情
绪。京剧 《霸王别姬》 和流行歌曲

《一生所爱》，昆曲的 《游园惊梦》
和流行歌曲 《没离开过》 也采用了
这种形式。

故事创新不仅是讲新故事，还
是用不一样的方式去讲出原有故事
中的动人力量。节目 《触不到的恋
人》 中，阿根廷魔术师米尔科用魔
术演绎的方式将主人公八旬老人杨
玉仙、陈荣超 33年双城相爱的故事
娓娓道来，同时陈铎老先生也以朗
读书信的形式融入其中，再现当时
主人公的心境与情绪。魔术的最
后，故事主公人出现，将节目推向
高潮，也感动了观众。

近日，泰丰汇茶书院成立仪式暨
“无我茶会”雅集活动，在北京举行。

泰丰文化是国内集文化艺术品
收藏、文创活动传播推广、生活美学
实践为一体的大型文化综合性平
台。旗下“泰丰汇”作为一个东方美
学分享平台，近年来通过整合自身优
势资源，目前已成为国内知名文创产
业人士交流学习的平台，同时也是一

个兼容并蓄的文人空间。泰丰文化
艺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志峰表示，
成立泰丰汇茶书院旨在打造更大、
更强的茶文化传播平台，与更多同
道者体味和分享中国茶文化的博大
精深。此次“无我茶会”以“茶和天下”
为主题，品鉴了青鸾寿眉饼、白茶饼、
老白茶、竹窠老枞北斗、正山小种、冰
岛老寨6种茶品。 （李彦彬）

凤凰卫视驻联合国记者江广富
不仅是一位资深媒体人，还是一位书
法家。2017 年鸡年大年初一，他同
国内书法家一起在美国纽约曼哈顿
时代广场向各国人民拜年送福字，受
到欢迎。今年2月，在美国卡内基音
乐厅，江广富书写的榜书“福”字展示
在各国观众面前。今年 4 月 20 日适
逢联合国中文日，江广富现场表演了
双手书法，让各国外交官感受到中国

书法艺术的博大精深。
江广富擅长篆书和草书。草书

主攻王羲之、王献之等，篆书主要研
习吴昌硕、齐白石等，亦擅长双手书
法及榜书大字。近些年，江广富的书
法作品已被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
数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和外交官
及各界人士收藏，并多次参加海内外
书法大展。海内外数十家媒体报道
了江广富的书法活动。 （文 文）

目前，由窦骁、苗苗、彭冠英主演
的电视剧《爱上你治愈我》正在北京热
拍。该剧关注了现代人的心理创伤问
题，是国内首部治愈系心理题材电视
剧。谈及饰演心理医生的感受，几位
主演纷纷表示：“这部剧太走心了。”

《爱上你治愈我》通过 28 个真实
生活中的案列，展示了现代人心灵上
的创伤与问题以及医生们治疗心理疾
病的特殊方法。剧组在北京顺义“建
造”了剧中的思康医院。这里与大家
常见的医院完全不同，冰冷的等位椅
换成了温暖舒适的沙发；医院标配的
白色墙砖换成了舒服的米色墙面；柔
和的灯光搭配人性化的细节设计，连
桌角都贴心地安置了防撞的包边。该
剧总监制、导演曹盾介绍，心理精神
疾病与常见的内外科疾病不同，常常
以“聊天”“谈话”作为治疗方法，
因此，医生在治疗过程中更多的是关
爱和体会患者，让患者感受到温暖和
爱，所以医院呈现出一定舒适度，更
像家的感觉。

《爱上你治愈我》中，心理疾病的
治疗不需要手术，也没有血肉模糊的
场面，但心灵治疗过程往往是残酷
的。思康医院院长陈沅庚的扮演者金
士杰说，心灵的治愈过程，是一层层剥
落与深挖的，直到最根源处的真实，会
残酷地展示在你面前。这个真实的程
度，会引发人们深深的叹惋和思索。

该剧由东山洵美和仨仁文化出
品，万合天宜联合出品，程樯、曹盾
共同执导，9月底将正式杀青。

在《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
叶》交错的音乐声中，我身着彩裤水
衣，从观众席走向舞台，向另一位莎
剧演员招手示意，走向台口的烛台。
按照安排，演出从我上台点亮蜡烛开
始。演出前，工作人员特别买了一支
新蜡烛。上台后，我才发现灯芯埋在
蜡烛里，怎么点都点不着。火柴就要
烧完，我用手指去帮忙挑拨灯芯，十
指连心，一阵灼痛，火柴就要熄灭，
但手上有油，也就靠着这一点点油，
终于把蜡烛点亮了……

这是中英版《邯郸梦》伦敦首演
时的一小段插曲。此后我每每想来，
总觉得这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安排，是
汤显祖的在天之灵护佑着我在异国他
乡把蜡烛点亮。

缘起2009

缘起愿生，中英版 《邯郸梦》，
萌生于我7年前的一个心愿。

2009年1月，我率江苏省昆剧院
赴英国埃塞克斯郡作“江苏周”演
出，把中国的昆曲艺术带到莎士比亚
的故乡。演出结束后，主办方邀请我
们参观莎士比亚故居。在那里，我惊
奇 地 发 现 莎 士 比 亚 的 逝 世 时 间 是
1616 年，恰巧与汤显祖逝世同年！
当时我就迸发了“2016 汤莎会”的
想 法 ， 并 且 许 下 心 愿 —— 我 要 在
2016年，即两位戏剧大师逝世400周
年之际，以昆曲人的方式，让“汤莎
相会”！

此次出访，我们还与英方约定，
次 年 启 动 实 施 “ 汤 显 祖 与 莎 士 比
亚” 艺术教育计划，互派青少年学
生学习对方国家的优秀传统。2010
年暑假，埃塞克斯郡8所学校的40名
学生来到南京。在为期两周的时间
里，他们与江苏省昆剧院的演员面对
面交流，不仅系统学习了昆曲生、
旦、净、末、丑等家门行当的知识，
还学会了 《牡丹亭》“游园惊梦”的
片段，练习了扇子功和把子功。2011
年暑假，江苏8所学校的40名学生赴
英国学习莎翁戏剧，接受英伦文化的
熏陶。中英两国的年轻人在学习对照

中，回望自身传统，用伟大的戏剧之
光探照彼此的心灵。

波兴2016

当 2016 年到来，不出所料，汤
显祖和莎士比亚的话题热了起来，莎
剧一场又一场地在中国上演，中国剧
团一个接一个地去英国。

恰在此时，伦敦设计节南京周在
伦敦举办，他们了解到我此前已经着
手过汤莎交流，就来找我商量，希望
我能够参与其中，还直接去伦敦为我
找剧场。但他们回来后却有些失望地
对我说，伦敦很多剧场都排满了，只
找到一个有400年历史，还保持着建
造之初状态的、没有电的小剧场。

听到“没有电”3个字，我却如
“触电”一般，创作欲望瞬间被点燃
了。我兴奋地说：“太好了！400 年
前就是没有电的，我一定要创作一个
400年前的戏剧演出样式！”

我选取了《邯郸梦》的《入梦》《勒
功》《法场》《生寤》4 折，不仅行当齐
全，而且唱念做打、有文有武，可以充
分呈现原汁原味的昆曲，同时将莎剧

《仲夏夜之梦》《第十二夜》《麦克白》
《黄金梦》《李尔王》等的片段融入其
中，从而实现中国传统儒道文化思想
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宗教反思的融

合与碰撞。同时，昆曲表演与莎剧表
演又都保持原汁原味，不越矩，不妥
协，彼此尊重，让观众在对照中深化
对作品思想内涵的理解。

这就是中英版《邯郸梦》。

“心心相印”的交流

我创意策划的“汤莎会”，由中
英两国艺术家共同参与、通力合作。
中英版《邯郸梦》拥有一支至今仍令
我引以为豪的国际化阵容。在进入排
练前，我与英国团队通过网络已进行
了大半年的交流，基本敲定了剧本。
随着排练的深入，剧本随时都在修
改，我们对拼贴与融合的态度小心翼
翼，以求达到自然巧妙，比如第一
折，卢生入梦时，《麦克白》 的女巫
上场，英文歌唱：“斑猫已经叫过三
声，刺猬已经啼了四次，怪鸟在鸣
啸：时候到了，时候到了……”预告
着卢生的梦中荣华终会成空；第二折
中，卢生成为大将军征战边关，《亨
利五世》中的战争场面适时切入。排
练时，双方不厌其烦地叫停、询问、
探讨、调整。有趣的是，我与英方导
演里昂虽然语言不通，却常常无需翻
译，通过手势、表情就达成了对某个
细节的一致意见，里昂说他与我“心
心相印”。

昆曲演员与莎剧演员共同演绎中
英版 《邯郸梦》，排练磨合的过程充
满了中西艺术的碰撞。里昂看我演

《勒功》 时有武打，想到莎剧 《亨利
五世》中也有武打，就想把武打嵌进
来，但这又带来文化的碰撞。因为英
国有演员工会，如有武打戏必须请专
职武打教练，不能代替。兵器则是真
剑真刀，也只有武打教练才有，虽没
有开刃，但也非常沉重和锋利。演员
们拿着真剑开打，一时疏忽，手就被
刺伤了，鲜血直流。演到莎剧 《泰
门》时，托盘中器皿里装的水，洒向
了四周，泼到了演员的衣服上，令人
猝不及防。反观之下，昆曲中的很多
道具是假定的、虚拟的、虚实相生
的，如大枪头是木片，枪杆是藤条，
又如船桨，船是虚、桨是实的；马
鞭，马是虚、鞭是实的；酒杯，酒是
虚、杯是实的。这与莎剧追求真实的
艺术表现方式存在明显的差异。

演出地点位于伦敦圣保罗 （演
员） 教堂，它建于 17 世纪初，恰与
莎士比亚同一时代，以“演员的教
堂”而为人所知。圣保罗教堂古老的
建筑和浓郁的艺术氛围为中英版《邯
郸梦》 创造了近乎完美的表演环境。
回到没有现代声光电的演剧样式中，
在柔和的烛光中，两位大师的作品直
指人心，在今天的剧场仍然散发着人
性的光芒。

2016 年 9 月，中英版 《邯郸梦》
在伦敦首演，取得了圆满成功，受到
了观众的热烈欢迎，也引起了社会各
界的广泛关注，央视、新华社、英国
广播公司等中外媒体纷纷报道，学界
也对该剧别开生面的艺术呈现形式给
予充分肯定。

面对有 400 年历史的首演舞台，
我难掩兴奋，“汤莎会”，7 年之约，
心愿实现了！我们，做到了！400
年，似乎也在那一瞬间，变得不那么
遥远。

面对拥有600多年历史的昆曲艺
术 ， 我 一 直 在 探 索 ， 坚 持 “ 最 传
统”，也坚持“最先锋”。中英版《邯
郸梦》也只是我艺术生命的一个正常
律动。放眼前程，山更高，路更远。

央视纪录频道播出的 5 集
纪录片《00 后》，第一次鲜活地
记录了国内“00 后”的真实生
活。它源自于10年前主创团队
的另一部纪录片《小人国》。片
中的小主人公们历经幼儿园、小
学、初中的学校教育历程，在老
师、特别是“努力的家长们”关注
的目光下，成长为了《00 后》中
的他们：与父母无话可聊、陪妹
妹玩 10 分钟都如坐针毡的萌
萌，关起房门做网络直播时却如
脱胎换骨般地呈现另一幅生动
的面孔；从小就能享受独处乐趣
的一一已经13岁了，她可以充
满哲思地解读人与人之间的交
往，甚至利用假期来到那个曾
经几乎找不到玩伴的幼儿园做
义工；虽然是女孩，辰辰最喜
欢的玩具却是刀，她枕边放着
一把 1 米多长的武士刀，刀身
纯黑，挥动时发出冷冷的光……

《00后》对每个孩子独特性的记
录以及他们与家庭成员之间关
系的描摹，也许是引起观众关注
的缘由。

鲁迅在 《上海的儿童》 里
曾说过这样的意思：中国的父
母或者是“为儿女作牛马”，或
者是“任儿女作牛马”。如果仅
从《00后》中的孩子成长的家庭
而言，父母大多属于前者。10
年前，他们为懵懂的幼儿们选择
了体制外、培养理念较为“自由”
的私立幼儿园，就是寄希望于孩
子们的天性得以自由成长。然
而，小升初之际，梁昊天的家长
猛然醒悟，中国体制内教育制度
可以带给孩子较为稳定的人生
成长路径，而国际化教育有太多
不确定性，风险系数过高。于
是，孩子进了公立学校，开始了
在各种补习班之间为了应试分
数的奔波。这也是绝大多数中
国家长的共识。在“保险”的体
制内教育与“释放天性”的国际
化教育之间，到底该如何抉择？
于是，所有人都期待可以回到让
亲子间可以亲昵的童年时光。

童年，究竟是谁的？
这些在幼儿园度过欢乐时

光的“00 后”，不再是父母羽
翼下的稚童，他们思考起自己
的性格、未来、人际关系和内
心热爱，他们体验这个世界的

五光十色，尝试挑战自己，尝
试把握自己的人生。家长对于
孩子未来的忧虑、优秀与否的
价值判断，完全来自于自身，
源自于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无法
掌控的焦灼。于是，他们将最
保险、在他们看来最万无一失
的选择强加于孩子，却无视或
不愿倾听孩子的内心。我们便
看到了“努力的家长”与“疲
惫的孩子”，虽然在人生的惊涛
骇浪中风雨同舟，却不能同舟
共济，疲于奔命般地挣扎。

未来，究竟是谁的？
“00 后”成长于急速转型发

展的中国当代社会。他们个性
鲜明，观念开放，接受新鲜事物，
自主选择生活。他们将是跟世
界交流最密切的一代人。而与

“00 后”们血脉相连的父母——
这些成年人也许在职场叱咤风
云，但是当面对自己的孩子时，
他们会不知所措，会自我怀疑，
得不出确切的答案。

孩子的性格养成、孩子的
社交模式、孩子自主意识的萌
芽与发展、孩子对于教育模式
的认知、父母的职责、父母与
孩子之间关系的界限等，是需
要每个成年人根据每个孩子的
独特性，与孩子们共同探索得
出的，家长和教师以及所有的
成年人能够做的只是帮助孩子
成长，而非剥夺他们探索的机
会，代替他们行走属于他们的
人生之路。

以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
心主任张同道为首的这个主创
团队，用10年跨度，展示了孩子
们对既有现实不合理之处的反
对：性格外向的孩子就可以受到
嘉奖，乐观开朗、夸夸其谈、领导
力就是优秀儿童的典范；对现有
教育模式的拷问：素质教育的理
想和应试教育的体制之矛盾；对
与孩子们朝夕相处的家长的质
疑，为什么任何事情都要听家长
的？主创们试图借此探讨中国
当代社会、学校、家庭对“00后”
具有怎样的影响，而“00 后”又
将怎样影响未来的中国社会。
其实，无论家长们怎样努力，孩
子们如何叛逆，每个人都在人生
的洪流中顺应历史地成长。人
生的路需要孩子们自己走。

日前，话剧 《掩不住的阳光》
在北京上演。这部剧取材于开国少
将乔信明和夫人于玲所著同名纪实
小说，为观众打开了一部尘封半个
世纪的红色传奇。

该剧讲述方志敏领导的红军北
上抗日先遣队遭国民党围追堵截，弹
尽粮绝，方志敏、赵天明等人不幸被
捕。他们在方志敏的领导下成立秘

密党支部。方志敏就义后，大家遵其
遗志，继续在错综复杂的监狱环境
下开展斗争，最后在党组织的营救
下走出牢房，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新
战场。

原作者乔信明是故事的亲历
者，于玲也是新四军老战士，夫妻
二人战斗经历丰富，几十年相濡以
沫，而书中赵天明这个人物便是以

乔信明本人为原型创作的。作为一
部传奇英雄赞歌，小说已先期被搬
上电视荧屏。此次由甘肃华盛文化
影视公司和中国铁路文工团联手搬
上话剧舞台。整个故事以个体承载
历史的重量，以苦难与壮志的冲击力
直指人心，带领观众重温尘封了半个
世纪的红色传奇。北京演出后，该剧
将进行全国巡演。 （郭 佳）

因在好莱坞大片 《魔戒》 中扮
演精灵王子而著名的英国当红男星
奥兰多·布鲁姆，日前出演了国产动
作电影《极致追击》。该片由熙颐影
业出品，英国著名导演查尔斯·马丁
执导，其他主演还有吴磊、任达
华、梁静、昆凌等，将于国庆档期
公映。

影片 《极致追击》 的故事发生
于上海，因一件稀世国宝在运送过
程中离奇失窃，由奥兰多·布鲁姆
饰演的退役特工等组成的“护宝小
队”，与神秘的反派力量展开了生
死对抗。

奥兰多·布鲁姆此次是首次参演
中国电影，在片中有大量徒手格
斗、亡命追逃戏份。他说，这部戏
确实挑战了他的体能极限。为求真

实，很多戏他亲自上阵，虽然过程
会有些辛苦和惊险，但很值得，也
特别过瘾。他还表示希望能继续在
中国电影中亮相。

（蓝 钻）

这一场相会，绝非“梦”一场
柯 军

这一场相会，绝非“梦”一场
柯 军

中英版《邯郸梦》在英国的演出现场。左二为本文作者

《掩不住的阳光》再现红色传奇

人生路，只能自己走
张雅欣 李东玲

人生路，只能自己走
张雅欣 李东玲

奥兰多·布鲁姆出演国产动作片《极致追击》

奥兰多·布鲁姆（左）和影片另一
主演任达华

江广富书法作品受到海内外肯定

泰丰汇茶书院在京成立

央视综艺播出《天下有情人》

传统故事新讲法
宗 毅

◎墙内看花

七夕特别节目《天下有情人》剧照

《爱上你治愈我》

关注心理创伤

窦骁在剧中饰演一位心理医生

诸葛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