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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内看花

传统艺术的传承不是
静态的，唯有一代代的接
续才能永葆艺术本体的生
命力。因此，人才是传承
的核心，培养人才是传承
的首要任务。作为国粹的
京剧更是如此，培养青年
京剧演员早已成为梨园界
的共同呼声，但在当下的
社会环境中，如何培养、
培养什么样的京剧演员仍
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不少京剧演员可能都
曾有过这样的体会：演出
机会少，进入地方院团五
六年后，仍旧在台上跑龙
套，好不容易熬了十年才
演成一主角。这样的培养
模式放在过去戏班子扎堆
儿的京剧鼎盛时期似乎是
常态，但在文化消费被市
场化浪潮冲击的今天，着
实有些打击青年京剧演员
的积极性，更不利于他们
精进表演技能。不得不承认，青年京剧演
员亟需更多更大的舞台：有戏可唱，有角
可演；舞台更大，观众更多，角色更重
要，平日练功房里的踢腿吊嗓终于化为戏
台上的唱念做打，青年演员们看到了希
望，才会有坚持下去的动力。

北京京剧院举办了 5届的“魅力春天”
青年京剧演员擂台赛就是一次成功的尝
试。从 2011 年举办至今，该赛事不仅成为
票房火爆的品牌活动，而且为青年京剧演
员提供了更大的表演平台。不少戏迷所熟
知的张馨月、谭正岩等青年京剧演员就是
从该比赛中走出来的。对于他们来说，参
与这样的比赛最大的意义不是获取名次，
而是能够站在顶级戏院里，面对一众新老
戏迷担纲大戏。

当然，为青年京剧演员提供更大的舞
台，不只是进行人才练兵，也是在培育市
场，仅仅把他们送进大戏院里还不够，还
要让他们接受市场的检验。因此剧目的选
取就显得十分重要。以“魅力春天”为
例，每一部参赛作品都是传统经典剧目。
经典剧目一方面更能锻炼演员的综合水
平，另一方面也有坚实的观众基础和演出
价 值 。 京 剧 是 “ 角 儿 ” 的 艺 术 ， 是 被

“捧”出来的艺术，要能在观众心中立得
住，还得经过老剧目的洗礼、老演员的评
判和老戏迷的认可。我们不否认，京剧要
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有所创新发展，以新
戏推新人是必要的，但这应建立在基本功
扎实、艺术积淀足够的舞台基础上。

另外，京剧作为一项流派承袭的艺术，
师承关系尤为重要。以前，有的京剧名家往
往要等到所谓“唱不动”的时候才开始带学
生，如今这样的培养模式确乎有些过时。在
各类比赛的带动下，现在各院团的不少老
将名师都主动将自己的代表作毫无保留地
传授给门下徒弟。如此一来，老戏骨发挥
了作用，新人也能带着看家本领走上舞
台，新老互推，延续了技艺，更延续了市
场，也弘扬了讲师承、倡苦练的作风。

当然，要拓宽舞台，还要看青年京剧
演员自己的修为。如今，唱大戏的平台愈
来愈多，但唱好大戏、拥有自己的观众群
还需经年累月的勤学苦练，不可一时浮
躁。同时，拓宽舞台不是封闭性的实践，
青年演员也要主动关注票房，适当通过一
些年轻人喜欢的方式为京剧做宣传，让更
多的人走进戏院。

百学不如一练，百练不如一演。只有
在真正的演出实践中，青年京剧演员才能
获得实实在在的提升。为青年京剧演员提
供更大的舞台，京剧人才才不会断档。目
前，国内的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各地
院团举办的竞演展演越来越丰富，这样的
舞台应该越做越常态，越做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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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极为重视“家风”的传承。今时
今日，“家风”的建设与传承，更是成为中国精神文明建
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日前，由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纪委宣传部、山
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的大型系列纪录片《齐鲁家风·第
二季》 在山东卫视播出。影片共 5 集，从“自强不息”

“推陈出新”“仁者爱人”“清廉家传”“礼行天下”五个
维度，进一步拓展和诠释了齐鲁大地上的家风文化。

《齐鲁家风》 讲述了 30 多个生动鲜活的古今人物故
事。他们既有古今名人，如孔孟先贤，蒲松龄、莫言等
文坛巨擘，墨子、武训等倡导仁爱之士，方荣翔、方旭
一家梨园子弟，不受“不义之财”的田稷，新中国的人
民好公仆孔繁森；也有普通人，如山东特殊教育学院的
大一新生毕洁浩、山东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博士生梁西
昌、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舒适医疗病房里的年轻医生李慧
慧。一个个生动的人物和鲜活的故事，印证着“家风”
在齐鲁大地上千百年来的不断传承与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齐鲁家风》 还有一集单独讲述了
“廉政”与“家风”的相关内容。中共十八大以来，反腐
倡廉已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齐鲁家风》将“家
风”与“政风”之间的紧密关系呈现在观众面前，很好
地阐释了廉政工作对于全社会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夜之间红遍海内外

常有人问，越剧虽是一个地方剧种，
为什么能在九州大地处处均有戏迷？说到
这，就不能不提越剧《红楼梦》。

越剧 《红楼梦》 是徐玉兰、王文娟、
吕瑞英、金采风、徐天红、周宝奎、孟莉
英、曹银娣等越剧表演艺术家与徐进、吴
琛、钟泯、顾振遐、高鸣、苏石风、陈利
华等当年上海越剧院最优秀的编导音美人
员共同创作演出的经典名剧，是上海越剧

“四大经典”之一，更是越剧的代表作品。
该剧于1957年创作，当时主要是为了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没想到
在 1958 年 2 月 18 日至 3 月 31 日首期公演
中，一下子就火了。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
里，演出了 54 场，观看人数达 86343 人
次。此后，该剧便像旋风一样，席卷海内
外。国内西至新疆西藏，东到江浙沪，南
至两广香港海南，北到东三省，海外的越
南、朝鲜、日本、法国等国家，都留下了
它的音韵和记忆。

因为太受欢迎，1962年，上海海燕电
影制片厂和香港金声影业公司联合出品了
越剧电影《红楼梦》。电影版集合了6位越
剧流派创始人：徐玉兰、王文娟、吕瑞
英、金采风、徐天红、周宝奎，每个人物
都堪称越剧史上具有标志性和示范意义的
创造。该片仅在 1978-1982 年间，票房就
高达 2 亿多元 （当时的票价仅为 2 角/张，
观众人次超过 12 亿），迄今为止仍是中国
放映次数最多、拷贝发行最多的戏曲电
影，可见影响之大。

不仅如此，越剧 《红楼梦》 对其他剧
种和艺术领域也产生了非同小可的影响。
许多别的戏曲剧种如昆曲、评剧、川剧、
黄梅戏都移植了这个剧目，且大多沿用越

剧 《红楼梦》 的情节框架。值得一提还
有，1962年，在徐玉兰、王文娟的艺术指
导下，朝鲜排演了由著名朝鲜作曲家李冕
相谱曲的唱剧《红楼梦》，影响颇大。1977
年，香港邵氏集团投资的电影 《金玉良缘
红楼梦》（李翰祥导演，林青霞主演），整
部电影几乎是1962年越剧电影的翻版，包
括一些唱段都是照搬。1987年，风靡全国
的电视剧《红楼梦》，也是沿用了越剧《红
楼梦》 的宝黛钗爱情主线，并在人物塑
造、服装等许多方面都受到越剧的影响。

60年经典带来启示

“越剧《红楼梦》能成为经典，是中国
当时最优秀的编导音美和当时中国最优秀
演员的集聚，而且这种集聚又是在一个最
佳的黄金创作时段。”有名家如此评价越剧

《红楼梦》。
作为一部戏曲舞台综合艺术的集大成

之作，越剧 《红楼梦》 凝聚了编剧、导
演、表演、音乐、舞台美术等各方面的集
体智慧和艺术才华，主创阵容无一不是上
海越剧院的开山元老，他们在各自的专业
领域均是开疆拓土型的顶尖艺术家，这无
疑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

但追根究底，越剧 《红楼梦》 给创作
者最重要的启示还在于，对经典的改编应
该遵循不同艺术形式的艺术规律、回归各
自艺术本体进行创作。

众所周知，《红楼梦》原著是有着庞大
故事结构、复杂人物线索、多重戏剧冲突
的鸿篇巨制，文学可以承载这种容量，但
舞台却不行。舞台是有时间限制和空间限
制的。

越剧 《红楼梦》 严格按照舞台艺术的

规律对原著进行改编。它不贪心，只选取
了宝黛爱情作为主线。麻雀虽小，五脏俱
全。与其说它是“红楼梦”，不如说它是提
取了红楼梦元素的一部贴合舞台逻辑和审
美的作品。

从表演上，越剧 《红楼梦》 也给后人
树立了典范。据说当时导演要求宝黛主演
至少要把原著读20遍。这与现在一些演员
不去消化原著，光看老师录像或者改编作
品的效果，当然大相径庭。

代代相传再创辉煌

越剧 《红楼梦》 薪火相传，至今已有
9代传人。

自问世以来，一代又一代越剧人因它
而走上越剧之路，上海越剧院也从未停止
过对 《红楼梦》 的传承与发展，十分注重
人才梯队的延续和培养，已拥有代际分
明、传承有序的传人“链”。

今年，为纪念 《红楼梦》 首演 60 周
年，上海越剧院开启了“甲子辉煌”的全
国巡演，并将于4月13日至17日在北京国
家大剧院连演4场。

此次进京演出，将由上海白玉兰表演
艺术奖得主杨婷娜，第十代越剧新秀王婉
娜、俞果携手共同演绎“贾宝玉”，“林黛
玉”的饰演者则是上海越剧院四位“王派”弟
子与传人——忻雅琴、李旭丹与第十代越剧
新秀陈敏娟、陈欣雨，他们将在同一座舞
台上致敬前辈，展示上海越剧院近年来的
人才培养及经典剧目传承的成果。

当年，各流派创始人齐聚 《红楼梦》，
创作出了越剧经典。今天，各流派代表性
传人重聚一台，将再次“接力”经典，共
同见证、创造并延续它的辉煌。

改编自同名小说的电视剧《南方有
乔木》，近日在电视台热播。电视剧首
次聚焦无人机产业，反映科技创客的创
业故事和情感故事，引起不少年轻人的
关注。

近几年，中国无人机事业在世界上
“异军突起”，中国已成为世界主要的民
用无人机研发和生产国。但一直以来，
影视剧中却没有反映无人机产业的现实
主义题材。

《南方无乔木》 填补了这一空白。
创作者以无人机为代表的中国民族工业
的蓬勃发展为背景，将无人机这个对大

众来说既熟悉又陌生的新生事物带入观
众视野，引领观众关注中国民族工业的
发展。剧中涉及了从无人机到 VR 技术
等各种时下热点科技产品，对早已把手
机、互联网列为生活必需品的观众来
说，不仅没有形成隔阂，反而拉近了与
现实生活的距离。

电视剧借助主人公时樾和南乔的创
业故事，塑造了一群个性鲜明、富有时
代气息的科技创客形象。作为年轻创业
者的代表，男主角时樾出身普通家庭，在
经历人生低谷后，始终坚守内心的正直
和底线，最后为自己争取到美好的生活；

女主角南乔痴迷无人机事业，与她的创
业团队伙伴不分昼夜研发产品、学习新
技术、寻求创新突破，正是当下创业浪潮
里每一位创业者为理想奋斗的缩影。

值得点赞的还有，剧中的南乔和现
实中可爱可敬的爱好无人机的程序员们
一样，不顾商业机密，开放源代码，弃
小利而心存高远，成就了科技创新、人
类进步的大情怀，闪烁出中国当代创业
者的理想主义光芒。他们对事业、对家
庭、对爱情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展
现了新时代年轻人的心理状态和价值追
求。 （林 燃）

4 月 4 日，时至清明。华侨大
学廖承志校长诞辰110周年缅怀仪
式在秋中湖畔举行。数百名师生肃
立在廖承志铜像前，表达对中国无
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
中共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华侨大
学首任校长廖承志的深切怀念。

1960 年，在时任中侨委主任
的廖承志提议下，国务院批准创办
华侨大学。自学校创办的第一天
起，他就亲自担任华侨大学校长，
直至 1983 年 6 月 10 日生命逝去的
最后一刻。廖承志为华侨大学的建
立和发展殚精竭力，倾注满腔的心
血。每年清明，华侨大学都要举办
仪式缅怀老校长。 （刘 沛）

辽宁广播电视台独创小品剧《欢乐
饭米粒儿》 2018 年 3 月迎来第 5 季。新
一季节目以“新时代、合家欢”为主
题，聚合亲情、友情、爱情、真情的家
庭理念，通过饭米粒儿大家庭展示新时
代中国家庭的风采；以小品剧为载体充
分反映中共十八大以来，广大人民群众
的幸福生活；以个体窥家风，以家风见
社风，讲述家庭故事，演绎生活喜剧。

新一季《欢乐饭米粒儿》依旧保持
每集 4个小品的容量。无论是于小脸父
亲望子成龙，还是邻里之间的磕磕碰
碰，都是对当下现实生活的艺术加工。
创作团队坚持深入生活，扎根群众的创

作理念，进社区、进企业、进农村，把
千万普通家庭的故事精心编撰到老范家
和他们的亲戚邻里间，让观众身临其
境，感觉老范家就是自己家，剧里的柴
米油盐就是自己正在经历的喜怒哀乐。

用优质喜剧保持了观众的高粘度
后，《欢乐饭米粒儿》 在挖掘“家文
化”、弘扬正能量、传递新风尚方面下
足了功夫，巧妙地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的小品艺术、人情温暖与时代精神、传
统文化与时尚元素结合在一起。欢乐的
节目中彰显了主流媒体“注重家庭、注
重家教、注重家风”的主流价值选择。
如节目 《元宵节的礼物》，就是一个呼

唤家庭成员亲情交流的故事。小品剧通
过三层误会，让包袱层层递进，错位的
礼物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转折。观众在
爆笑中产生共鸣，饭米粒儿一家男人们
用项链、粉红丝袜、红围脖影响着观
众，老夫老妻也要制造惊喜，需要浪
漫。另外，“老舅”巩汉林巧妙地用十
个二百五教育了大秦子和王小欠：美好
的生活是靠自己奋斗出来的。

《欢乐饭米粒儿》走过了5季，三个
年头已为全国观众奉献了 200 多个小
品。未来，他们将要奔着1000个小品去
努力。

（文 综）

大型文博探索节目 《国家宝
藏》日前在故宫博物院举办第一季
研讨会。据悉，节目相关视频全网
播放量破 8 亿、微博话题阅读量累
计突破22亿。

《国家宝藏》 之所以吸引年轻
人，是因为它做到了对传统文化的
创新性表达，并以一种真正理解和
尊重年轻人的文化需求、不漠视年
轻人的创造力和有趣灵魂的崭新姿
态展现在大众面前。

如何回应大众对传统文化日益
高涨的热情？专家们建议：首先，

“国家队”媒体和“地方队”媒体
需结合自身特色，差异化竞争，不
断创新内容与形式，既要有“大国
格局”也要有“小家风流”；二是
理解和尊重年轻一代的文化审美，
与观众形成“共情”；三是坚持内
容的正确表达，唯有匠心才能缔造
传奇。 （朱倩倩）

伴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成立，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部门一大波精品
文艺节目将于近日上线。其中包括即将
到来的“五一”“五四”两台大型文艺节目。

据介绍，今年两个节目的录制现
场，将搭建国内和国际两个广播直播平
台，播出节目录制情况，内外联动。节
目现场，三台（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主持人和
记者将深入基层，慰问一线职工队伍，
采访劳模、中国工匠、一线工人及大学
生演员的台前幕后，为劳动者和青年学

生送去节日祝福。
广播电视界的“中国好声音”——

央广和央视的老播音员将参与节目表
演，完成一段新时代致辞，让观众在一
饱眼福的同时享受听觉盛宴。此外，在

“五四”晚会上，还将有国际主播加盟
演出，他们将与外国留学生合作演唱

《赞赞新时代》。
此前，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台长、党组书记慎海雄曾指出，
要充分激发创作活力，推出更多“现象
级”原创节目。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文艺部门将整合三台文艺节目的优秀
编创人员，共同参与节目策划，将国内
传播和国外传播以及新媒体传播融汇打
通，形成电视、广播、网媒三位一体的
全媒介多终端视听频道。

“先从重点节目做起，如春节联欢
晚会、各类文艺赛事和大型节庆晚会
等，继而延伸到品牌栏目，如 《朗读
者》《国家宝藏》《星光大道》等，继而
再新创办融合传播栏目，最后覆盖全频
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部相关负
责人表示。 （文 纳）

华侨大学纪念
廖承志诞辰110周年

《国家宝藏》
第一季研讨会举行
《国家宝藏》
第一季研讨会举行

纪录片《齐鲁家风》

树家风 传中国
纪录片《齐鲁家风》

树家风 传中国

《南方有乔木》：讲述科技创客的故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磨合三台推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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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由上海越剧院
创排的越剧 《红楼梦》 首演
于上海共舞台，自此开启了
60年传奇而灿烂的戏曲艺术
历程。

迄今为止，越剧 《红楼
梦》 是中国演出场次最多、
累积票房最多的戏曲剧目之
一。它的影响之大，不仅在
国内，还辐射到海外与“红
楼梦”有关的艺术创作；不
仅在戏曲，还为后来以视觉
方式出现的 《红楼梦》 提供
了一个典型的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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