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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戏台 多元碰撞

10 月 18 日晚 10 点半，浙江乌镇大剧
院，台上巨大的齿轮形舞美装置在灯光下
熠熠生辉，台下 1000 余名观众掌声如
雷。全长3个多小时的 《茶馆》 作为今年
乌镇戏剧节的开幕大戏，惊艳首演。

“《茶馆》在美学风格方面和欧洲当
代戏剧美学非常接近，作品水平也在一个
高度，非常震撼！”看完演出，法国阿维
尼翁戏剧节IN单元节目总监阿涅斯·妥丽
对《茶馆》赞叹有加。这部由中国著名戏
剧导演孟京辉执导、德国知名戏剧构作塞
巴斯蒂安·凯撒担任戏剧构作、改编自老
舍经典戏剧作品 《茶馆》 的全新舞台巨
制，将厚重的时代寓意与当代戏剧美学巧
妙融合，以中国经典叩击世界审美。

中西戏剧作品的交流碰撞，是今年乌
镇戏剧节的一大亮点。

“你拿出你最好的，我拿出我最好
的，我们在同一个舞台上呈现，让观众坐
在剧场里感受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品产生的
碰撞。”中国青年新锐导演陈涛说。他和
余凤霞导演的 《皆大欢喜》，改编自莎士
比亚经典喜剧，运用独具中国传统美学特
色的舞台设计，融入中国传统戏曲唱念做
打的表演手段，将中国审美元素镶嵌进莎
士比亚华美的剧作文本中。中西美学符号
在这部戏剧中发生奇妙的碰撞。

俄罗斯著名导演亚历山大·莫洛奇尼
科夫导演的《1914》用卡巴莱歌舞的形式
表达对战争的思考，罗马尼亚国宝级导演
希尔维乌·普卡雷特重新演绎现代剧场圣

经 《等待戈多》，德国汉堡塔利亚剧院青
年导演巴斯蒂安·克拉夫特将夜视拍摄投
影手法融入《黑暗中的舞者》……世界顶
级剧团、实验剧场先驱、中国先锋导演齐
聚乌镇戏剧节，以当代艺术、实验戏剧、
浸没空间、象征概念、音乐剧场、多媒体
影像等风格迥异的戏剧表现形式，展现着
世界多元戏剧文化的魅力。

深度对话 激发火花

14场小镇对话，两场中国与阿拉伯国
家戏剧对话会议，借助乌镇戏剧节的舞
台，全球知名戏剧艺术家和戏剧界学者齐
聚一堂，共话全球戏剧艺术界的前沿问
题，增进中西艺术文化的交流深度。

“在历史上，中西戏剧文化的交流起
了非常大的作用，有的交流甚至直接导致
了艺术革命性的变化。”国际戏剧评论家
协会罗马尼亚分会主席奥克塔文·萨尤在
小镇论坛的讨论中说，如果没有 1935 年
梅兰芳赴欧洲访问演出，就不会有布莱希
特风格；如果没有格洛托夫斯基在印度、
中国的交流，就不会有如今广为人知的贫
穷戏剧，“不同国家戏剧的偶然碰撞，可
能在戏剧艺术发展的历史中留下足迹。”

在国际戏剧评论家协会专场论坛上，
中国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教授彭涛与波兰格
鲁托夫斯基学院院长雅拉斯拉夫·弗瑞
特、希腊亚里士多德大学教授萨瓦斯·帕
特里蒂斯等学者以 《茶馆》《樱桃园》 两
部中国导演作品为切入点，就戏剧再创作
与经典剧作文本解读的边界问题展开激烈
的讨论。“戏剧节本身是一个平台，大家

借此去尝试突破，在‘玩耍’的过程中找
到新点子。”萨瓦斯·帕特里蒂斯说。

随着交流的深入，中西戏剧艺术家们
不时碰撞出灵感的火花。加州艺术学院戏
院学院院长特拉维斯·普蕾斯顿与中国、
德国、印度导演探讨如何实现电影与戏剧
两种艺术创作的巧妙转变；同为格洛托夫
斯基传人的美国戏剧家汤姆斯·理查兹与
中国台湾艺术家刘若瑀共同追忆格洛托夫
斯基的表演理念与思想精髓；南非导演丁
内波·马什尼与中国导演、歌手共同交流
音乐在戏剧表演中的独特魅力……在艺术
领域的深度探讨，补充了戏剧作品呈现之
外的交流空间，为不同国家的戏剧艺术家
提供了多向度的互动可能。

跨洋传播 产生共鸣

鸡肉、春笋、鱼圆、蛋饺、河虾……一锅
热气腾腾的“全家福暖锅”温暖了一桌来自
五湖四海的嘉宾。在每年乌镇戏剧节独有
的长街宴上，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戏剧人
沿街围坐，体味中国传统的待客之道。

“我们要为中国文化跨越重洋、走向
世界充当一个水手。”乌镇戏剧节发起人
及总监制黄磊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发
起乌镇戏剧节的初衷，是希望将其打造为
一张文化名片，向全世界展现中国人的美
好、善良和创造力，告诉世界，这个时代
中国从来没有远离过。”

举办 6年来，乌镇戏剧节邀请的优秀
外国作品数量逐年增加，来访的西方戏剧
艺术家越来越多，乌镇戏剧节的国际知名
度也日渐提升。

“伟大的剧场，就是人与文化的融
聚。乌镇戏剧节最出色的地方在于，这里
不仅使不同的人和文化相遇，更唤起人对
自身的认知。”奥克塔文·萨尤说，“自从
两年前我来到乌镇，我就把自己当作乌镇
戏剧节的形象大使，无论我走到哪，我都
告诉戏剧界的人，一定要来乌镇，这里是
充满奇迹的地方。”

第一次来参加乌镇戏剧节的雅拉斯拉
夫·弗瑞特也有类似的想法：“乌镇戏剧节
具有非常高的艺术导向，营造了非常和谐
的交流氛围，让欧洲的戏剧作品能够有机
会与中国的艺术家和观众进行交流，这是
特别可喜的事情。未来，欧洲戏剧可以把
乌镇戏剧节作为一个检验欧洲戏剧的舞
台，通过观众的感受来检验欧洲戏剧的艺
术价值。”

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戏剧节之一，
阿维尼翁戏剧节此前从未有中国作品入选
IN单元。阿涅斯·妥丽作为IN单元的节目
总监，此次前来乌镇也收获了许多惊喜：

“欧洲主流戏剧界对中国戏剧的了解其实
还停留在京剧这类传统戏曲上，当代中国
戏剧并没有进入主流戏剧语汇。我这次
来，也希望能有机会把中国当代前沿的戏
剧作品带到法国，带到欧洲，让更多人看
到中国当代戏剧创作者的思考和创造力。”

“6岁的乌镇戏剧节还很年轻，未来将
成为中西艺术交流的重要平台，它已经在
路上了！”阿涅斯·妥丽说。

上图：在国际戏剧评论家协会专场小
镇对话论坛上，来自中国、德国、希腊、波兰
的戏剧家、学者探讨中国戏剧作品的创新
与突破。

（图片由乌镇戏剧节主办方提供）

据德国之声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近日宣布，她将
在今年 12 月的基民盟党代会上放弃竞选党主席，并在
2021 年总理任期结束后不再寻求连任。默克尔担任德国
总理13年、领导基民盟18年，她此番发言被认为预示着

“默克尔时代”即将落幕。

体面走下权力高峰

“我并非生来就是总理，我也从未忘记这一点。”默克
尔在前不久的基民盟高层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发言称，“作
为总理是一种荣誉，非常感谢能够担任总理这么多年”。

据德媒报道，默克尔日前出席基民盟高层会议新闻发
布会时宣布，她将不再参与党主席竞选，未来也不会再竞
选总理。“到了开启新篇章的时刻了”，默克尔说。

分析认为，遭受接连政治失利后，默克尔意欲逐步交接
权力，平稳退出政坛，“默克尔时代”终结的序幕已经拉开。

“默克尔的这一决定表明她为体面地走下权力高峰作
了准备。”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闫瑾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

有关任期内的工作，“我不认为在国际谈判中的地位
会发生任何改变，”默克尔说，“甚至可以说，我会有更
多时间作为政府首脑专注于各种事务。”

离任计划有迹可循

谈及不再参选原因，默克尔表示，执政联盟 10月在
巴伐利亚州和黑森州议会选举中接连受挫传递出明确信
号，执政各党需要反思，联邦政府形象需要重建。

对此，闫瑾分析称，默克尔第四任总理任期内，由
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因各种内部问
题分歧，无力领导德国，在国内及欧盟无所作为。

据德媒报道，默克尔在 2015年开放边境允许大量寻
求庇护者入境德国的决定，令她跟执政盟友基社党陷入
持续的紧张关系，也造成德国反移民的极右派势力在全
国政坛崛起。这一政策不仅导致德国社会撕裂问题严
峻，默克尔的支持率也显著下降。

“执政联盟内部矛盾重重，如何应对在德国、欧洲和
全球日益蔓延的右翼民族主义以及移民带来的挑战和气
候变化等议题，分散和削弱了默克尔政府的执政能力，

使得其在德国国内问题和欧盟改革方面无所作为，接连
在州议会选举中失去选票。”闫瑾说。

德国依旧不可替代

英国 《卫报》 称，默克尔 2005 年成为德国总理时，
美国总统是小布什，英国首相是布莱尔，法国总统是希
拉克。13年后，只有她还在坚守着，而她也带领德国成
为欧洲大陆的核心与基石。

分析普遍认为，在“默克尔时代”，德国对于欧洲事
务的影响一直是巨大的。

美国 《纽约时报》 称，默克尔宣布退出虽不意外，
但对德国及整个欧盟都是个打击。《卫报》也表示，默克
尔向来代表安全、稳定和连贯性，“默克尔时代”一结
束，可能对欧洲和欧盟未来的凝聚力产生重大影响。

对此，闫瑾表示，“尽管默克尔的离任计划给德国国
内和欧盟的发展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今年德国几次州
的议会大选中联盟党的选票有所下降，但是联盟党主导
联邦政府的局面不会发生改变，我们应该看到德国国内
的局势仍然是稳定的。”

闫瑾认为，从德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德国国内政治
的相对稳定性以及德国外交政策上的一贯连续性来看，
德国在欧盟中的地位和作用无法替代也无法撼动。

一艘艘满载货物的商船从
各地加速驶向中国东海；一架
架国际货运航班相继抵达上海
浦东国际机场……一场吸引全
球 3000 多家企业参展、超过 15
万家采购商参与的经贸盛会即
将在黄浦江畔拉开帷幕。

作为今年四大主场外交的
“压轴戏”，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以中国人的想象力、创造力
开创中外经贸往来的新平台；以
深化对外开放的大手笔，打造融
通中外的合作新路径；以促进包
容互惠的公共产品，让世界共享
中国发展新机遇。

放眼世界，人们习惯了展
示成果、促进出口的博览会，
却鲜见“引进来”型博览会。
进博会作为世界上首个以进口
为主题的国家级博览会，是中
国首创的经贸制度安排，表明
中国希望扩大进口、塑造进出
口并重对外经贸格局的意愿。

这一创举的独特之处，还
体现在这一平台聚合货物贸易
和服务贸易，兼纳企业展和国
家展，并有丰富的国际研讨活
动，因而被称为广交会、世博
会、博鳌论坛的“三合一”。而
在具体操作层面，一些商品流
通的全新合作模式与创新方法
即将亮相进博会，为中外企业
实现更好的经贸交往提供启发
和镜鉴。

进博会的召开，打造一个
融通中外的复合式新平台，让

“中国需求”无缝对接全球商品服务，为世界带来机遇
和商机。

对中国而言，从挪威的三文鱼到西班牙的火腿，
从新西兰的牛奶到智利的大樱桃，进博会的召开让越
来越多“网红”产品加快进入千家万户，顺应消费升
级的大趋势，满足着民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

对海外企业而言，进博会是进入中国市场的极佳
平台，是扩大中国市场份额的良机。正如欧莱雅中国
首席执行官斯铂涵所说，参加进博会，能让外企把更
多创新和优质产品加速引进中国市场，有助推动优化
中国营商环境，从而促进行业长期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的重要里程碑”“中国推进新一轮对外
开放的标志”……海外参展商如此评价进博会的意
义。世界透过这一舞台，再次确认中国深化改革、扩
大开放的坚定决心，找到中国经济澎湃不息、不断迈
向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进博会吉祥物、憨态可掬的熊猫“进宝”，围着一
条蓝黄相间的“一带一路”围巾，体现进博会与“一
带一路”倡议的紧密联系：两者都体现市场和需求的
关键作用，为世界搭乘“中国号”快车打造“双通
道”。

全球44个最不发达国家中，有超过30个将参加进
口博览会。尽管展位相当“紧俏”，中国依然专门预留
展位给最不发达国家，希望帮助其产品进入中国市
场，建立与中国的长期贸易合作关系。

不拒众流，方为江海。当逆全球化思潮、贸易保
护主义暗流涌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抬头，中
国借助进博会这一崭新舞台，再次向世界阐释双向开
放的理念，表明中国致力于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合
作。中国唱起的这一支东方“新曲”，正在成为引发广
泛和鸣的全球“交响”。 （据新华社电）

乌镇上演国际戏剧嘉年华
高 乔

美国实验剧场先驱李·布鲁尔的《动物
磁性》、斩获多项欧洲戏剧大奖的《说话的
手》、南非舞蹈唱诗戏剧《黑妞肥妞唱唱唱》、
创新演绎经典的中德合作话剧《茶馆》……
近日，在第六届乌镇戏剧节上，来自17个国
家和地区的29部剧目、109场特邀剧目竞相
绽放精彩。

五大洲不同国家的优秀戏剧、全球知名
戏剧家的深入对话、千余场融入生活的戏剧
艺术表演……以“容”为主题，今年的乌镇戏
剧节让中西戏剧作品在乌镇相遇，让中西艺
术文化借戏剧之名，碰撞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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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尔时代”即将落幕
祖 鸿

世界最高塑像在印度落成
世界最高塑像“团结塑像”10

月 31 日在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正
式完工，印度总理莫迪为塑像落成
揭幕。这座塑像位于古吉拉特邦讷
尔默达河的一个岛上，为纪念印度
独立运动领导人萨达尔·帕特尔而
修建。塑像高182米，接近美国纽
约自由女神像的两倍。

上图：10 月 31 日在印度古吉
拉特邦拍摄的“团结塑像”。

新华社/路透
右图：10月31日，在印度古吉

拉特邦，印度总理莫迪（中）为“团结
塑像”落成揭幕。 新华社/美联

图为10月29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基督教民主联盟
党内发布会上讲话。 新华社记者 连 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