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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辉煌岁月”北京
京剧院建院四十周年纪念演
出正在热演中，其中，《明朝
那点事儿——审头刺汤》《碾
玉观音》《马前泼水》《浮生
六记》《惜·姣》5部小剧场京
剧，因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引
发关注。

对于话剧舞台来说，小
剧场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
然而，对于京剧而言，小剧
场还是一个新鲜事物。北京
京剧院无疑是国内小剧场京
剧的先行者。2000 年，该院
以老戏 《马前泼水》 为蓝本
大胆创新，提出小剧场京剧
的逻辑，在无先例可借鉴的
情况下，成功走出了小剧场
的第一步。

小 剧 场 剧 目 《马 前 泼
水》 一登台即引发了年轻人
的观剧热潮。剧目对老戏里面的精彩场次如“逼定
休书”“马前乞怜”“泼水羞妻”等进行了继承与创
新。为使其适应小剧场的表演需要，剧目还对人物
表演、唱词声腔、舞台道具进行精加工，加入了一
些话剧里的叙事手法，以便更符合现代观众的需要。

从2000年首次亮相至今，《马前泼水》每逢登台
都广受欢迎。这充分体现了小剧场京剧的魅力。由
于舞台与观众距离更近，小剧场京剧更有利于表现
一些生活化的内容，表达人物微妙复杂的情感，让
京剧与日常生活的联系显得更为密切。

其实，京剧距离中国人的生活本来就不遥远。
京剧中既有鸿篇巨制、家国大义，也有中国人的人
情世故、衣食住行。这样的“小戏”过去我们看得
少，不是因为没有，而是因为大剧场大制作限制了
这些“小而微”的美学呈现。小剧场的出现，恰好
弥补了这一块空白。

对于当下京剧的传承发展而言，小剧场京剧可
以说是一条颇具价值的路径。它让我们有机会去挖
掘京剧中更为生活化、更为细腻的部分，然后以更
加现代的、多样的方式，近距离呈现给观众。当
然，这一切都建立在对传统戏曲的传承之上。京剧
有悠久深厚的美学传统，像主流传承下来的 《四郎
探母》《锁麟囊》等一些大戏，无论是京剧界还是戏
迷，都希望它能原汁原味、高品质地保存下去。发
展小剧场京剧，创新一些表现手法，并不意味着我
们要抛弃大戏，颠覆传统，而是要在守正的基础上
进行创新，让京剧这门国粹能在时代的前进中拥有
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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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外边疆、风声鹤唳，烽火矗立，哀鸿遍野。
当最后一位难民缓缓倒下，呜咽的埙声响彻全场。
舞剧 《昭君出塞》 由此拉开帷幕，通过序 《烽
烟》、一幕 《和亲》、二幕 《出塞》、三幕 《贺婚》、
四幕《宁边》及尾声《共荣》步步推进，讲述了汉
皇“宁边思倾国”，昭君“请缨赴塞上”，并终老塞
上，完成宁边使命、促成民族和睦的历史佳话。

舞剧 《昭君出塞》 对古老故事重新解构，果
断地以 《和亲》 做开头，使得故事线条更加清
晰，昭君和亲之后波澜般的命运起伏得到凸显。
全剧从昭君这位和亲女性的视角来审视家国情
仇，对自由的向往为角色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
剧中的舞蹈类型丰富多样，在吸收现代舞和芭蕾
舞特点的基础上，加入中国古典舞的神韵。有力
的独舞、出彩的双人舞与震撼的群舞层层铺展，
视觉效果极具感染力。舞剧被赋予独特的音乐语
言，琵琶展现昭君内心的苦楚，汉军士兵配以打
击乐和人声伴奏，匈奴则用蒙古族音乐表现，蒙
族女子舞蹈加入羯鼓和胡笳，巫师驱疫舞蹈加入
口弦和马头琴。各种创新叠合在一起，使得这位
中国历史上有着落雁之容和非凡大义的女性形象

更加真实、完整、立体地呈现在美国观众面前。
剧中昭君的饰演者、中国歌剧舞剧院青年演员

窦率方表示，很荣幸能在这部舞剧中塑造昭君这个
角色，通过中国古典舞来表现这位东方女性的命
运，向美国观众传递中国审美。在剧中饰演复株累
单于的青年演员冯世扬表示，饰演小单于不光要一
遍遍打磨肢体语言，更让从多个维度去领会小我融
入大我的家国情怀，从而使这个人物更加丰满。

“和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舞
者，我们担负着用舞蹈语言讲述中国故事，解读中
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使命。”

舞剧《昭君出塞》在美国的演出吸引了许多观
众。家住美国费城的洪女士说：“我是中国歌剧舞
剧院的粉丝，此次 《昭君出塞》 在美国的6场演出
我都去看了。能在异国他乡看到如此华美而又极具
东方古典意蕴的舞剧真的是非常激动。”

美国东北大学的学生阿曼达·斯威特评价说：
“舞蹈美轮美奂，我对昭君背后的中国历史和文化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期待在美国能够看到更多这样
的演出。”

（钟歌文）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是国家和社
会发展的70年，也是各行各业中国人奋斗的70年。为
书写时代和人物，芒果TV、湖南卫视、湖南都市频道
和人民日报客户端联合推出主旋律纪录片 《我爱你，
中国》 系列。节目自 2018 年 4 月推出至今，总点击量
破亿，覆盖人群超过2亿。

《我爱你，中国》 目前播出了“致敬热血军人篇”
“致敬美丽中国守护者篇”“致敬新时代奋斗者篇”三
季，镜头聚焦在军人、环保人士、科学家、改革家等
群体身上。他们有西藏高原上平均年龄 22 岁的女炮
兵，驾驶歼击机安全飞行 5000小时的空军飞行员，也

有沙漠种植梭梭树的老人。他们是中国发展的亲历
者，也是参与者、推动者和引领者。节目通过挖掘他
们身上的故事，回答“我怎样与时代相处”“我怎样与
个人相处”“我怎样平衡大爱和小爱的关系”“我怎样
平衡家国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展现普通人的精神风
貌，描绘时代的精神图谱。

在全媒体时代，融合正成为主流。《我爱你，中
国》 具有强烈的融媒意识。节目在制作与呈现上，兼
顾了大片意识和小屏叙事意识。小屏幕叙事和大屏幕
不同的一点在于，小屏需要留白，以丰富的细节为受
众提供探寻、审视、演绎的线索和空间。在 《百战归

来王文常》 中，飞行员王文常和妻子的邮件往来在解
说里只有几句带过，但镜头从遣词造句到字迹笔触，
给予信件充分的呈现。如王文常给妻子信的落款是

“爱得死去活来的文常”，这一细节就被很多网友发
现，成为意外的笑点和动情点。

为了让主旋律更加接地气，《我爱你，中国》在镜
头、解说、音乐、对白上都力求生活化，不讲空话套
话，源于日常又升华了日常，在朴素的故事和情感中
描摹为大爱舍小爱的精神境界，刻画为时代不懈奋斗
的人生追求，让人感受到向上的力量。

（殷 乐）

随着科技的发展，科技与文化相结合产生的新文
创正越来越引人瞩目。3月24日，包括故宫博物院院长
单霁翔、作家麦家、芬兰移动游戏公司创始人埃卡·潘
纳宁等在内的中外文化产业人士，在UP2019腾讯新文
创生态大会上，就数字化背景下构建新文化生态、打
造中国文化符号、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未来之路各
抒己见。

传统文化是新文创立足之根。作为中国最大的古
代文化艺术博物馆和举世闻名的世界文化遗产，故
宫博物馆近年来在文物保护、遗产传承上成绩斐
然。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介绍，故宫正积极以互
联网技术、数字技术为平台向公众展示众多文物藏
品。目前已开发“每日故宫”APP 产品，建立数字博
物馆，通过 VR 影院、《我在故宫修文物》 纪录片等
创意产品，深挖故宫优秀传统资源，让文化遗产在
当代真正被激活，实现复兴。单霁翔表示，传统文
化的活化推广，需主动与社交媒体、影视综艺跨界
结合，吸引年轻世代去关心、热爱、参与传统文化
的保护与创新。

科技手段是新文创发展之需。如何让技术更好地
融入每个人的生活体验，让文化在科技中绽放异彩？
腾讯集团副总裁程武表示，新文创是一场面向未来的
文化生产新实验。为了做好这场实验，腾讯调用了
云、AI、小程序等许多数字化工具。2018 年，腾讯公

司与敦煌研究院一起推出“敦煌诗巾”小程序，通过
科技手段运作，用户可在手机上对设计师提供的8款主
题图案、200组敦煌元素进行自由组合，DIY属于自己
的丝巾。产品推出不到一个月，就有超 280 万用户参
与。新技术在文化创意领域的应用，使得传统的文化
生产和消费关系被重建。从线下到线上，从文化机
构、设计团队、用户到生产商，文化方式的变革孕育
出更多全新的可能。

科技力量与文化创意的结合不仅让新文创产品变
得生动，更能够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新手段和新途
径。以青少年编程游戏 Scratch为例，它的问世使编程
不再只是“程序员”的事，用户通过简单拖拽界面就
能快速制作出动画、游戏等作品；由腾讯与敦煌研究
院共同发起的“数字供养人计划”，则用壁画修复的互
动创意，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到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
中。与会人士表示，只有勇于在科技上进行开创性的
尝试，才能使新文创逐渐迈向文化价值与产业价值的
良性循环。

近年来，中国文化产品走出去的步伐越来越快：
2012 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刘慈欣 《三体》 在
美国销量已向百万大关冲刺；《流浪地球》上映仅11天
就刷新近5年来中国电影北美票房纪录……据阅文集团
联席 CEO 吴文辉介绍，起点国际除翻译介绍中国的
网络文学精品，已于去年上线海外原创功能。截至目

前，已注册了 1.6 万多名海外用户，发布超 2.3 万部海
外原创网络文学。

显而易见，文化生产方式的进步，正在提升我们
向世界讲故事的能力。今年初，由腾讯影业参与出
品的科幻电影 《流浪地球》 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
响。这部电影不仅让我们看到中国科幻片的突破，
也向全球观众展现了一种不同于好莱坞大片的中国
价值观、一种中国人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而除了
电影，许多优秀的游戏、网络文学以及动漫作品，
也正快速走向全球市场。它们的背后，是文化创意
生态的繁荣发展，是游戏自主研发能力的不断提
升，也是中国电影工业体系的稳步成长。所有的这
些进步，正在重塑我们讲故事的方式，开始让世界
听得懂，也喜欢听。

“中国故事之所以能够在世界取得认同，一方面
是因为中国日渐增强的国力，让文化输出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是因为优秀的东西方文学都具有一个共同的
母题——人性。”作家麦家表示。他认为，一部作品
要走向世界，需要以最诚恳的态度写人类命运发展
的故事。中国当代丰富多彩的生活为作家提供了源
源不断的创作素材，不少优秀作家已经在艺术探索
和吸收上达到了世界前沿。但万事开头难，要改变人
家对我们的成见，我们需要付出双倍的努力，也需要
耐心的等待。

由北京大方广华严书局、北京华严古籍文化研
究院、北京华严慈善基金会组织的华严修藏团队，
经过近 8 年努力，重新修复国家珍贵古籍 《洪武南
藏》，还原其 600年前的历史原貌。著名古籍专家李
致忠先生为它定名为《重修复原洪武南藏》。

3月23日，《重修复原洪武南藏》 出版座谈会在
京召开。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洪武南藏》编辑出
版委员会主任楼宇烈，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
会主任、《洪武南藏》专家委员会主任李致忠，国家
古籍保护协会副会长倪晓建等近百名专家、学者及
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参加了座谈会。专家对华严修藏
团队不为名利、锲而不舍的精神给予了充分肯定与
鼓励。

《洪武南藏》是明代初期由官方出面刊刻的一部
大藏经，又名初刻南藏。它从洪武五年 （1372） 开
刻至建文末年 （1402） 面世，至今已有 617 年的历
史，被学术界专家、学者公认为海内外稀世孤本，
国家重要文化遗产。因年代久远，《洪武南藏》 在
600多年的流传过程中，历经风云变换，经书遭虫蚀
鼠咬，纸质也已经脆化，经卷缺失及破损程度相当
严重。上世纪 90年代末，四川省佛教协会获有关部
门支持，历时五年，耗资数千万元人民币，将这部
藏经进行了初步抢救整理。限于当时资金及技术条
件所限，部分缺失的经文及错误之处还未来得及补
进和纠正。为此有关部门决定，将 《洪武南藏》 后
期抢救、修复、重现历史原貌等事宜，交由北京大
方广华严书局、北京华严古籍文化研究院、北京华
严慈善基金会执行。

自 2011 年 5 月开始，在资金、人才、办公条件
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华严修藏团队依靠自身整合了
专家资源、国内外信息资源、企业家资源和志愿者
资源，终于使这部隐藏了 600年之久的 《洪武南藏》
重新得到修复，并将从 《大般若经》 开始，陆续把

《全藏》重修、复原、出版。 （文 纳）

珍贵古籍

《洪武南藏》重新出版

用鲜活的人物画像新时代

舞剧《昭君出塞》赴美演出

向世界传递“和”文化
3月16日至24日，中国歌剧舞剧

院舞剧 《昭君出塞》 首次亮相美国，
在美国波士顿博赫中心舒伯特剧院和
纽约林肯中心大卫·寇克剧院与观众
见面。作为2019年中国对外文化集团
有限公司品牌活动“中华风韵”在北
美地区推出的又一力作，《昭君出塞》
为美国观众带来了汉风胡韵同台、笙
歌妙舞兼具的艺术飨宴。

科技，打开文创新大门
□ 邵鹏利 郑 芩

▲舞剧《昭君出塞》剧照
中国歌剧舞剧院供图

▲舞剧《昭君出塞》剧照
中国歌剧舞剧院供图

▲作家麦家的作品在海外广受欢迎 ▲纪录片让年轻人更加关注故宫
▲“敦煌诗巾”小程序让用户可

以根据莫高窟壁画自制丝巾
▲“敦煌诗巾”小程序让用户可

以根据莫高窟壁画自制丝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