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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歌手、演员，是一个在北京长大的美
国人”，这位个头高挑、束起高马尾的“90后”女孩以
一口流利的汉语开始自我介绍。她叫安妮（Annie），
但更为人熟知的则是她的中文名字——唐伯虎。

“最初是因为喜欢‘虎’，觉得这个男孩子气的
名字很帅气、符合我的个性”，唐伯虎说，“后来知
道唐伯虎是中国古代的才子，所以借这个名字希望
自己也能像他一样有才华，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京圈文化里长大的“中国通”

10 岁那年，唐伯虎跟父母从美国来到北京生
活。起初她对中国文化充满了不解与好奇，在一次
次跨文化的碰撞中，她逐渐感受到了“中国式”礼
貌的温暖。

北京人说话喜欢用敬语，常常把“您”字挂嘴
边，逢人见面会先寒暄一下。唐伯虎一开始很不适
应，“在西方如果你太礼貌，会被认为是一种高冷
和生疏的表现。”她说，“后来才明白，对中国朋友
们来说这一种尊重且亲切的表达，应该尽可能以让
朋友舒服的方式待人接物。”

除了日常邻里间的温情，中国家庭不可割舍的
情感纽带也令唐伯虎颇为触动。“中国人非常重视
家庭，即使长大了，父母依然是你厚实的依靠，相
对来说西方人更加独立自我一些。”她觉得东西方
子女和父母的交流方式差别较大，“中国的子女们
对待父母给予更多的尊重，沟通没那么直接，但会
考虑更多他们的感受。”

从小浸润在中国文化氛围中长大的唐伯虎，成
为了地道的“中国通”。她说着一口流利标准的普
通话，有时候还带点北京人独特的儿话音。她笑称
自己是“看大山主持节目学中文长大的孩子”。“大
部分时间我都用中文和大家沟通，英语一周才说一
次”，她笑道，“为了跟上美国的语言文化发展，我
还得时常看看美剧‘补习英文’呢”。

唐伯虎最喜欢看的一本书是 《北京老规矩》，
书中讲述了“老北京人”的传统生活方式。“这本
书打开了我对北京传统文化理解的大门，我很喜欢
这种‘规矩’，”她说，“虽然看起来有些复杂，但
这样做每天都很有仪式感，过得很讲究。”

而谈到中国这些年的变化和发展，唐伯虎表示
“像做梦一样”快得难以置信，在她眼中，北京已
经从初来乍到时见到外国人都十分罕见的城市，变
成了集传统和现代于一身的国际化大都市。

音乐梦想在中国生根发芽

孩提时代，唐伯虎就发现了自己对音乐的热
爱。一次是 7 岁时，唐伯虎翻到了家里一盘磁带，
便把喜欢的歌曲歌词全部听写了下来。另一次是10
岁时，她坐在车里，听着父亲打开的音乐电台，

“伴着海风听着音乐，给我一种我很自由、很期待
的感觉”，她回忆道，“那时我就开始渴望自己未来
也能做出美妙的音乐。”

20 岁那年，唐伯虎的家人们重新回到美国生
活，彼时的她已经在北京有了自己的朋友圈和生
活，虽然没有正式学过声乐，却凭着天生的乐感开
始了歌曲的创作，音乐事业刚刚起步。

对唐伯虎而言，音乐不仅是心情调节剂，也是
回忆的载体。她选择了留下。“那时我已经觉得北
京是家了。”她说，“回美国不会觉得是回家，而是
离开自己的家。”当音乐梦想已经在中国生根发
芽，在唐伯虎看来，走了就意味着放弃过去，重新
开始。

相比于西方音乐，唐伯虎对中国曲风和传统中
国戏曲情有独钟。有一次，她被一个唱戏曲的中国
小男孩深深折服了，“虽然他年龄很小，但他身上
那种控制力、爆发力和高级的柔美气质，是西方表
演艺术无法赋予的。”她说道。唐伯虎希望自己也
能演绎这种独特的风格，她开始想，“迄今还没有
太多真正能唱好中国歌曲的外国歌手，或许我可以
挑战一下。”

想把中国曲风唱给全世界

2013年是唐伯虎音乐生涯的转折点。这一年，
她参加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的综艺节目 《星光大
道》，获得周冠军、7月月冠军及年度第四名的优异

成绩。唐伯虎这个名字，终于正式被更多的中国观
众熟知。

唐伯虎直言，自己其实有“舞台恐惧症”，面
对中国歌曲不一样的演绎难度，她内心顶着巨大
的压力，希望自己能做到“形似神也似”的境
界。“或许在别人看来，我作为一个外国人，已经
模仿得很像了，但我还是希望自己在唱歌时能够
摆脱外国人这个身份，真正表达出歌曲的内涵。”
她解释道。

每当学习一首新歌时，唐伯虎会先把歌词的每
个字都查一遍，“我先要明白这首歌在讲什么故
事，理解歌词的灵魂在哪儿，才能换位思考，把歌
曲唱明白。”咬字、韵律、重音…她常常会遇到很
多演唱的问题，但她明白，这并非一日之功，只得
一句句不断练习，慢慢磨出来想要的声音。

在一次月赛中，唐伯虎演绎了一首 《花木
兰》。当看到父亲也来到了节目现场时，一向坚强
的她在舞台上大哭了一场。“这首歌代表了我当时
的心情，我特别希望大家看到真正的我，想让大家
了解到我的努力。父母虽然对音乐这条路并不了
解，却一直在给我无条件的支持，这让我更坚定了
继续努力的决心。”

唐伯虎认为自己是一个勇于挑战的女孩，“生
活永远会有挑战和惊喜，必须得去接受和认真面
对，用最好的方式解决。”在同为音乐制作人的好
友鞠红川的支持下，她们一起参加了 《中国新歌
声》第二季，共同演绎了更多婉转悠扬的中国曲风
的作品。

在她看来，这仅仅是音乐梦想腾飞的开始。她
开始尝试翻译中国歌曲，希望做沟通东西方音乐的
桥梁，将优美的中国曲风带向世界舞台。在一次翻
译中国经典歌曲 《康定情歌》 的时候，唐伯虎发
现，“直译会失去美感，也难以让外国人理解歌曲
背后的故事”，她苦思冥想，最后以爱尔兰草原为
原型进行新词创作，在原曲的基础上增添了当地特
色的传统音乐风格，使《康定情歌》更好地走出去
和落地。

唐伯虎表示，现在很多人在研究东西方音乐融
合，但最关键的是对两种文化的深刻理解，她希望
自己能够多花时间继续研究和尝试。“虽然现在已
经有一些作品，但最好的永远是下一首。”唐伯虎
说。她希望未来能做更多原创作品，成为被大家所
认可的有才华的音乐制作人。

从工厂的流水线，到削面
的机器人，再到小朋友的虚拟
伙伴，人工智能 （AI） 的应用
领域越来越广了。被认为是人
类智力活动顶峰的艺术创造领
域，也出现了人工智能的影
踪。人工智能在让人们的生活
更加便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
度上引发了担忧，比如人工智
能这么发展下去，还有需要我
们人类的地方吗？

不久前的一些最新动向，
加深了这一担忧。据媒体报道，
几 个 月 前 ，首 幅 AI 绘 制 画 作

《Edmond de Belamy》在纽约佳
士得拍卖行以 43.25 万美元（约
合人民币 300 万元）的高价拍
出。而此画之前的估价仅为
7000 至 1 万美元。这幅画，按
照拍卖行的描述，是“一位发
福的绅士，可能是法国人，从
他那件黑色礼服和白领结的形
象来判断，可能是位来自教堂
的牧师”。该画作由巴黎艺术组
合“Obvious”利用算法，基于
14 世纪至 20 世纪的 1.5 万幅经
典肖像作品完成。

有人认为，这是继人工智
能打败人类象棋大师、围棋大
师以来，在智力活动领域取得
的又一大突破。将来，艺术家
的形象可能不再是头发蓬松、
不修边幅、趿拉着鞋、叼着烟
了，而是安坐电脑前编程如飞
的工程师、程序员形象了。

可 惜 ， 一 切 对 未 来 的 畅
想，很难是全面的，都是围绕
着一种可能性做逻辑推演。现

实社会是复杂多变的，没有什
么算法能把未来所有的可能性
都算出来，想象不到的蝴蝶效
应比比皆是。未来社会不是单
兵突进，在人工智能的周边，
在周边的周边，比如在伦理原
则上，在技术规范上，在人类
自身发展上，都将发生飞速的
变化。如此一来，人工智能的
进步不会超过整个社会的预
期，抢艺术家饭碗的担忧更是
杞人忧天。

以《Edmond de Belamy》为
例，其产生是人工智能运用大
数据算法，飞速学习了 1.5 万
幅作品后，掌握了肖像作品过
去数百年的发展脉络、技法特
征，从而创造出的一款“高仿
品”。但绘画界早有名言，学
我者生，似我者死。人工智能
学得再快再全面，模仿得再
逼真，却不能开辟前沿，不
能创造新技法、新流派，充其
量不过是一个超级聪明的学徒
罢了。

艺术是人类精神生产的产
品。艺术家是需要投入感觉、
意识、思维、情感、创意的一
种职业。人工智能或许可以取
代人类的一些工业设计，人工
智能艺术家或许将会出现，但
是艺术家的存在仍然不可取
代。正如诗歌软件早在几年前
就研发出来了，但是我们仍然
被诗人感动。正如人工智能早
就可以弹钢琴了，但我们仍在
音乐厅门口抢着买郎朗的钢琴
演奏会门票。

AI会代替艺术家吗
□ 陈 得

唐伯虎：

想成为“中国音乐才子”
的美国女孩
□ 刘书田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在红墙
黄瓦的光影中，在迂回隽永的诗词吟诵中，古典舞
剧《人生若只如初见》日前开启了2019年巡演。

舞剧《人生若只如初见》2019年巡演由“中演
院线”运营，剧目由中共北京市海淀区委宣传部出
品，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北京市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歌剧舞剧院、北京市
海淀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北京市海淀区文化委员
会等单位共同支持，由海淀区委宣传部、北京舞蹈
学院共同创作完成。

该剧根据出生在海淀区的历史文化名人纳兰性
德的真实故事改编创作，通过“别有根芽”“天为
谁春”“何处情深”“人在谁边”四幕，讲述了纳兰

性德与妻子卢氏的爱情故事，与汉族文人顾贞观和
曹寅之间的深厚友谊以及为创建康乾盛世而披星戴
月的家国情怀，赞美了纳兰性德促进民族融合的平
民情怀和独领诗词风骚的超凡才华。

随着传统文化的逐渐兴起，一些有关国学、古
典艺术等文化内容的演出渐渐走进大众视线。舞剧

《人生若只如初见》 从剧目确立到创作编排历时 3
年，作品从小处铺排细节，从大处落笔有力，做得
饱满而不局限于情爱，而是将家国情、民族之情立
于舞台之上，古韵雅致之中尽显大气。

该剧每一幕与每个舞段的设计编排，皆与内容
情节的阐释相得益彰。其中许多可圈可点的舞段充
分发扬承续了中国古典舞细腻圆润、刚柔相济、情
意交融、技艺结合的风格，呈现出精、气、神和
手、眼、身、法、步高度统一的美学特色。比如纳
兰性德与妻子卢氏的双人舞，就设计了高难度的托
举、缠绕等动作，并配合新婚、追忆故人等不同情
境安排了雕花衣架、秋千等道具来丰富肢体表现
力，通过一定的重复和巧妙的变化，来呈现两人从

相识、相爱到生离死别的真挚爱情。此外，妻子卢
氏难产、纳兰性德死去、顾贞观和曹寅追忆纳兰性
德的几段舞蹈编排也令人印象深刻。

舞剧中大部分角色都具有鲜明的特色。聪慧过
人、挥洒笔墨的小纳兰，受人欺负、孱弱出场的顾
贞观，曹雪芹的祖父、博学多才的曹寅，气度恢
弘、龙行虎步的康熙，飞扬跋扈、粗野蛮横的敌
兵，甚至连跟在康熙身后，低头弯腰的侍从都让人
过目不忘。宏大的叙事跨度，众多的历史人物，上
到君王下到百姓，大到一场战争，小到一个梦境，
在绚烂的视觉呈现中都被一一勾勒描画。

据了解，舞剧《人生若只如初见》2019年全国
首轮巡演将在广州大剧院、山东省会大剧院、德州
大剧院、闽南大戏院、青海大剧院、甘肃大剧院、
包头大剧院、鄂尔多斯大剧院、邯郸文化艺术中
心、佛山大剧院等地轮番上演，通过精彩纷呈的舞
台演绎，让观众重新认识“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的文学才子纳兰性德，充分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魅力。 （郑 娜）

舞剧《人生若只如初见》

书写纳兰性德的家国故事

◎文艺圈洋面孔

开栏的话：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大门
越开越大，中国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
在中国从事文化艺术工作的外国人也逐
渐增多。他们虽然国籍不同，肤色各
异，却同样痴迷于中国文化，并在中国
找到了自己新的发展空间。他们正全面

参与到中国人民的文化生活中，也见证
着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不断提升。为深入
了解文化艺术领域外国人在中国的工作
与生活故事，探知他们眼中的“中国与
世界”，从今天起，我们将推出“文艺
圈洋面孔”栏目，以飨读者。

由中国国家大剧院自主音
乐品牌NCPA Classics与上海建
投书局联合主办的“生生不息
——陈其钢与 《江城子》 ”合
唱专辑首发与签售活动 3 月 15
日在上海举行。

《江城子》是作曲家陈其钢
受中国国家大剧院、澳大利亚
悉尼交响乐团、英国BBC广播
电台 3 台、英国格拉摩根冈音
乐节联合委约创作的作品，于
2018年3月由亚历山大·布洛赫
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与
合唱团携手女高音歌唱家孟萌
在国家大剧院进行了世界首
演。作品取材自宋代文豪苏轼
为悼念亡妻而作的同名词作，
为民族女高音、合唱与交响乐
团而作。

“苏轼的作品虽以豪放著
称，但感情的表达却可以做到至
诚至简、细腻婉约。《江城子》是
那种在生命里反复吟唱，静夜中
不断怀思的乐音。我非常喜欢
苏轼的作品，同时，我自己的生
活经历，特别能让我体会到这
首词的内涵与作者的心态。在
创作中，能够把自己生活感触
深入地、真诚地、实实在在地
表现出来，是我唯一的追求和
原则。”陈其钢说。

《江城子》是陈其钢的首部
合唱作品，也是他创作生涯的
里程碑。陈其钢称，写 《江城
子》 不只是追思至亲之人，更
像是在“另外一个世界神游”。
苏轼词中与亡人幽明两隔、虚
实相间的对话，在陈其钢的音
乐中化作了复杂心境在多个层
次上的伸展、变幻、互斥、交
融。作品无论在音高、音程关
系、节奏变化、音色变化等各
方面都难度极高，整个合唱团
最多时共有18个声部。

《江城子》融合了京剧等中
国传统音乐、文化元素，女高
音孟萌在演唱时将传统戏曲和
民族唱法转换自如，混声合唱
则时而如大声疾呼，时而连绵
低诉，女高音与合唱团形成一
种多层次的呼应与对话。“我想
要一种干干净净的人声。”陈其
钢说。延绵不断的延宕形成若
有若无的声场空间，恰似古典
诗词艺术中的“留白”，体现了
韵味悠长、意境深远的中华美

学意境，可谓“有声当彻天，
有泪当彻泉”。

2019年3月，《江城子》专
辑由国家大剧院NCPA Classics
出版发行，收录 2018 年 4 月该
作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演出的
现场录音。此次演出由国家大
剧院音乐艺术总监吕嘉执棒，
这也是 《江城子》 的首次正式
录音，由作曲家本人全程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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