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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年 ， 梅 兰 芳 赴 美 演
出 ， 第 一 次 把 京 剧 带 到 了 美
国。一曲 《霸王别姬》，一段妩
媚潇洒的剑舞，中国传统文化
征服了美国人的心。80 多年之
后，上海京剧院打造的 《霸王
别姬》 首次在美国大都会博物
馆上演。演出后，“虞姬”的双
剑被大都会收藏，中国国粹再
次让世界沉醉。而这次，站在

“虞姬”“霸王”身后的，是一
个 国 力 强 大 、 文 化 自 信 的 中
国。上海，这颗闪耀东方的明
珠 ， 在 中 国 优 秀 文 化 “ 走 出
去”的实践中，向世界吹起了

“中国风”。
网友“逆着洋流独自游到

底”说：“好的表演哪怕语言不
通，也能让观众产生共鸣，因
为感情是相通的。京剧作为国
粹能够走向世界，值得国人骄
傲！”

借着现代技术的东风，中
国传统文化也推陈出新，收获
了无数海内外年轻的“粉丝”。
网友在豆瓣上给上海京剧院的
3D京剧电影《霸王别姬》打出了9.0的高分！

网友“米歇尔”说：“传统戏剧在工业化浪
潮下推陈出新，在信息技术革命下更如虎添翼，
这并不是一种屈服或变质，而是一种发展。3D
的效果配以全景声的音效，特别是电影的拍摄手
法及剪辑技巧，带给人物脸部特征一种无与伦比
的细致欣赏感，使光影、动作、舞美达到尽可能
大的细致解读，为传统经典带来更大的光荣！”

艺术的美超越了语言。上海歌舞团的舞剧
《朱鹮》“飞”到日本，被日本媒体誉为“中国
天鹅湖”。日本网友“高桥彩子”称之为“美的
求道者的究极之舞”。《日本关西华文时报》 引
用日本著名音乐家、歌手谷村新司的介绍：“沉
浸在美轮美奂的场景和冲击力中，恍然间已经
随同舞台一起走完了一段旅程。在这种不可思
议的体验之后，不知不觉站起身来鼓掌。我想
这就是您欣赏完 《朱鹮》 后的样子吧。脉脉相
传的令人骄傲的中国根基，配合由新生一代创
造出的文化和艺术感染力，令人由衷地奉上掌
声。舞剧 《朱鹮》 今后还会超越国界，继续飞
翔在大家的苍穹中吧。”

中国风的艺术让全球网友感叹“美到窒息”，
中国式的教育也吸引了海外教育界的注意。继从
2016年下半年开始在英格兰小学大力推广“上海
数学教学法”之后，英国目前又在积极引进上海小
学生的数学教材，一套名为《真正上海数学》的教
材即将明年年初走进英国的小学课堂。

5000年的历史文化底蕴铸就了一个文化自信
的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成功彰显了文化大国
的风范。来自上海的中国风，正随着文化强国的
建设，席卷全球。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
出，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
创新生产经营机制，完善文化经济政策，
培育新型文化业态。

上海自贸区的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
是推动中国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
探索对外文化贸易发展的“试验田”。目
前，上海自贸区内的国家对外文化基地入
驻企业达到 500多家，由自贸区进入上海
口岸的艺术品占到全市的40%左右，自贸
区每年的文化贸易总额已经超过 300亿元
人民币。

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 （上海） 运营
机构总经理任义彪介绍，为了给小微企业
创造良好环境，对外文化贸易基地打造了
集中注册服务中心，提供一站式服务，大
大降低了运营成本。我们充分利用保税区
独特的海关监管的优势，连接国际、国内

两个市场。目前，对外文化贸易基地正
致力于推进数字时代文化授权产业升级
发展，以点带面做大文化产业规模。

早在 2016 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就与
上海自贸区管委会签约战略合作，共同
打造“文创中国”——文化精品设计、
开发、销售平台，实现“互联网＋博物
馆”的新模式，推动中国文化艺术“走
出去”。接下来“文创中国”产品“走出
去”项目将重点培育中国故事“走出
去”，集聚国内顶尖艺术资源形成国家级
品牌体系，通过与海外各大博物馆、美
术馆洽谈合作，将中国优秀的文创产品
发往海外展示销售。

上海市文化局等联合推出中国作品
“走出去”行动，邀请海外作家、翻译
家、出版人直接参与到中国作品的译介
与传播中。上海出版业还积极参与了经
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等各项工程，该工
程覆盖内容生产、翻译出版、发行推广
等全过程，打开了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出版市场。外文版 《文化中国》 丛书成
功进入欧美图书市场，累计发行 300 余
种共计 120 多万册；中国原创科普 《十
万个为什么》 陆续推出越南语、马来西
亚语、阿拉伯语版。一批涉及中国重大
前沿技术领域科技成果的学术丛书成为
中国声音“走出去”的排头兵，展示在
全球读者面前。

值得一提的是，出版业也成为越来越
多国家“探秘”上海基础教育的有效途径。
2017 年伦敦书展上，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就
与哈珀·柯林斯集团签约，授权英方翻译、
出版上海一至六年级数学教材英文版，英
国部分地区小学生将从明年起陆续使用。
华东师范大学版《一课一练》数学分册英国
版已落地英伦 400 多所学校投入使用，口
碑甚佳。业内评价，这次小学数学教材的输
出，是欧美国家的国民教育体系历史上首
次成规模、大批量地引进中国数学教材，英
国出版界称其是“世界领先的数学教程”。

上海，以其独有的文化魅力，向世界
展示东方风采。在文化“走出去”的实践
中，上海展现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
国，让世界领略了中国文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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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走走出去传播文化出去传播文化
让世界读懂中国

海外网 朱惠悦 崔玉玉

中共十九大就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作出新部署。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

精神食粮。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加快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推进国

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近几年，上海的艺术团体频繁在海外亮相，上海出版界为全球读者列出一长串高品质书单。上海文艺工作者以文化为名片，让中国

优秀文化真正“走出去”，在海外大量“圈粉”。海外网全媒体报道团就此做了深入采访。

“触动、美丽、诗意”，在美国大都会
博物馆的阿斯特庭院，一位美国观众在观
看完京剧 《霸王别姬》 后，留下了这样的
评价。的确，上海京剧院带来的这版 《霸
王别姬》 可以称得上是当今京剧舞台上最
棒的《霸王别姬》，尚长荣、史依弘，他们
是最好的霸王和虞姬。

一位纽约老人在演出结束后满眼泪
水，紧握着导演的手，称自己“看到虞姬
选择拔剑自刎时心都碎了”。一位美籍华人
告诉记者：“感谢上海京剧院把京剧带到这
么遥远的美国，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

最好、最大的贡献。”
“人类的情感是相通的。”上海京剧院

院长单跃进如是说。“《霸王别姬》这种英
雄美人的悲剧故事，对情感的触动不亚于
莎士比亚作品，它用中国的方式表达了人
类的共性，这也代表中外文化交流进入了
更深的层次。”

最近几年，上海京剧院的许多作品频频
“走出去”，从最初的《三岔口》《孙悟空》等好
看好玩的武打戏，到《王子复仇记》《霸王别
姬》这种完全能体现京剧声腔音韵、“唱”

“念”“做”“打”的综合大戏。京剧对国外观众

的熏陶，已经从最初的炫目、娱心，上升到了
审美与情感的交流。“讲好中国故事，首先是
讲好中国的情感，中国的审美。有审美，有情
感，有人文认识的高度，才是文化交流的目
的。”单跃进认为，中国文化现在不仅仅要

“走出去”，更要“走进去”，走到国外观众的
心里去。要用作品使他们产生情感的共鸣，
让作品真正成为文化沟通的桥梁。

3D 技术等高科技的运用也让这些传
统文化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就在今年 9
月，上海昆剧团创作的 3D 昆剧电影 《景
阳钟》 获第二届加拿大金枫叶国际电影

节最佳戏曲影片奖、最佳戏曲导演奖；
3D 全景声京剧电影 《萧何月下追韩信》
的导演滕俊杰获第二届中加国际电影节
最佳导演奖。

越来越多的中国传统戏曲正在以创新
的形式走出去，并在世界上产生巨大影
响。戏曲“走出去”早已不再停留在对脸
谱、歌舞、武打、杂技的“景观化”展
示，而是把戏曲本体最核心的美学特质展
现出来，输出的是中国文化，展示的是中
国精神，彰显的是民族文化的自信和自
觉，让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读懂中国。

上海文广演艺集团副总裁、国家一级
编剧喻荣军认为，如果说戏曲适宜向世界
展示中国“传统”的部分，那么话剧无疑
是展示中国“当代”文化的优秀载体。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功夫、杂
技、戏曲被认为是文化走出去‘三大
件’。但后来我们发现，还有许多国外的
演出商希望了解当代的中国，包括当代中
国人的想法与审美、当代中国的剧场艺
术。话剧本身就是舶来品，外国人对这种
艺术表现形式更为熟悉。”

音乐和舞蹈，是世界通用的语言。然
而，要用这两种语言在国际舞台上讲好

“中国故事”也并非易事。它考验着艺术
家们的韧性，也考验着管理者的智慧。然
而，上海艺术家走出去的脚步是坚决的。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耕耘，让中国的音
乐和舞蹈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闪耀。今年
夏天，上海歌剧院应邀赴德，在萨布吕肯
歌剧节上演绎《阿依达》和《贝多芬第九
交响曲》；8月份，上海交响乐团成为首个
受邀参加瑞士琉森音乐节、首个登陆易北
爱乐音乐厅演出的中国乐团；8月底，上
海芭蕾舞团豪华版 《天鹅湖》 第二次

“飞”到欧洲，上海歌舞团 《朱鹮》 则第
三次东渡日本，开启了自己的巡演……

“走出去”是一种方式，却非最终的
目的。在这些文艺院团的管理者看来，

《阿依达》也好，《天鹅湖》也好，都不过
是中国的音乐和舞蹈走进西方主流剧场的
一块“敲门砖”，最终我们要呈现的还是
原创故事、属于中国的故事。

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余隆说：“要
得到西方观众的关注，需要我们对西方文
化的理解，而要真正走到西方观众心里，
需要有个性、有温度的中国表达。我们要
以海纳百川的文化胸襟去吸收和表达，去
引领文明的对话。”三赴日本，在日本演
出达到 80 场的 《朱鹮》 也让上海歌舞团
团长陈飞华看到了文化走出去的要旨：

“创造经典需要不断打磨，我们始终坚持
的理念是‘时间只记住精品，艺术永远追
求一流’。”

为了更好地走出去，“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上海的文艺院团

“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他们在小心翼翼
地探索，轻轻叩响每一扇门，寻求对方的
回应。

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他们的视野
变得更加开阔，故事也讲得更加自信。在

“走出去”的道路上，他们正继往开来，
勠力同心，砥砺前行。

1传统剧目闪耀世界舞台1传统剧目闪耀世界舞台

2用世界语言讲中国故事 3文化产业打通全球贸易3文化产业打通全球贸易

上海芭蕾舞团豪华版 《天鹅湖》 在比利时上演。演员们的精湛舞技，赢得当地观
众欢迎。 新华社发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京剧名家史依弘表演
水袖舞。 新华社发

上海新闻出版发展有限公司出版的
《文化中国》系列，深受外国读者追捧。

上海歌舞团舞剧《朱鹮》剧照。上海歌舞团舞剧上海歌舞团舞剧《《朱鹮朱鹮》》剧照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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