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07文化万象文化万象责编：郑 娜 邮箱：zhengnahwb@126.com

2019年8月19日 星期一

演艺生涯因中国而改变

2008 年，当姿娜走出机舱门，第一次踏上中国的
土地时，她并不知道自己此后的生活将与这个国家发
生这么密切的联系。

姿娜出生于捷克的一个演艺家庭，父母都是演
员。受家庭影响，她从小热爱文艺，学习钢琴和跳
舞。1995 年，她发表了第一张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专
辑，获得成功。2005 年，她组成自己的乐队，在澳大
利亚、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巡回演出。2008 年，巡演
到达上海。

那是姿娜第一次到上海，也是第一次踏上中国的
土地——这个为她演艺生涯带来重大改变的地方。“没
想到中国会有这么充满科幻感和发达的地方。”回想起
上海给自己留下了的第一印象，姿娜说。

2008年，正值中国首次举办奥运会，借着巡演的

机会，姿娜得以到不同地方了解中国，并慢慢喜欢上
了中国文化。“不仅是我，我的父母也很喜欢中国，
他们非常支持我留在这里发展。”姿娜表示。她以小
提琴演奏家、摇滚爵士音乐人的身份，开展了一系列
活动，并参加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比赛，取得了不错
的成绩。

3年前，姿娜决定投入电影、电视剧表演，开启演
员的新一页。随着 《狐踪谍影》《洋媳妇的婚礼》《弹
孔》《火云邪神》等作品的播出，她在中国的知名度越
来越高。

喜欢中国温暖的人际关系

在中国发展，最先要过语言关。姿娜一开始是自
学，后来又到华东师范大学专门学了3年。别看她现在
说得十分流利，刚到中国生活时也遇到过因语言不通
带来的困难。“因为发音不准，那时候去买个东西都觉
得好难，坐出租车，司机也听不明白目的地在哪里
……”在姿娜眼里，中文是最难学的语言，特别是声
调，对于外国人来说难度很大，一定要下决心、下工
夫学，才能学好。

上海是姿娜踏足的第一个中国城市，也是她最喜
欢的城市之一。每当谈到上海，姿娜都关不住话匣
子：“在南京路周围，有很多好玩的地方，例如田子坊
等。我特别喜欢上世纪 30年代老上海的味道，感觉很
复古。”她还很喜欢上海的小马路和弄堂，喜欢看公园
里的老人打太极、跳舞、玩乐器等。

在中国生活久了，姿娜慢慢融入到中国的文化
中。朋友说她脾气变得温柔了，不像欧洲人或者美国
人那样强硬。她认为中国人非常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比如在活动前大家会先吃顿饭互相了解一下，再
讨论合作。合作成不成，大家先交新朋友，感觉很温
暖。另外在餐桌上，“中国人习惯在一张大圆桌子上一
起吃饭，但在捷克，自己盘子里有什么就只能吃什
么，不会和别人一起分享。”姿娜觉得中国人的饮食习
惯更好，因为分享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而且她
还笑言：“外国人吃饭时一手拿刀一手拿叉，两个手都
满，无法做其他事情。但中国人吃饭时使用筷子，能
腾出一只手来做其他事情。虽然拿筷子比较困难，不
过也很有意思。”

在融入和适应中享受差异

作为音乐人，姿娜对中国传统乐器二胡情有独
钟。她喜欢二胡独特的音色带出的悲伤感。在演出自
己的原创音乐时，她有时会特意加入二胡元素，以呈
现出东方的感觉。只有两根弦的二胡，演奏方式独树
一帜。姿娜巧妙地将小提琴演奏技巧融入二胡的演
奏，虽然自知指法不对，但这种方式对她来说更为自
然。最重要的是，这样的创新演绎，令不少中国观众
耳目一新，觉得格外好听。

作为演员，姿娜认为中国跟欧洲拍摄影视剧时最
大的分别在于灵活性和节奏两方面。在欧洲拍电影都
要准备好长时间，节奏比较慢。在中国，不仅节奏
快，而且很多东西会有变化或更改。“有时候你已经把
剧本背下来了，但最后可能有一半被删掉。”姿娜表示
这种情况确实会让演员产生不便，但也有一定的好
处，例如剧本有机会改得更好。

在中国 11年，还有一件令姿娜称奇的事，即中国
人办事的高效快速。她见过有些活动前几天什么都没
有或很乱，但第二天全部做好，且做得很成功。“这在
欧洲根本不可能。在欧洲，时间越赶，事情会越乱越
差。但在中国时间越赶，做事效率越高。这就是中国
人的能力！”

如今，有意到中国发展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姿娜
也想借此分享自己的经验，那就是除了自身要有专业
强项外，更重要的是去了解中国文化、中国人、中国
的工作模式等。“只要你能融入和适应这里的环境，你
一定会爱上中国。”姿娜说。

8 月 11 日晚，由方亚芬与许杰主演的现代
越剧 《祥林嫂》 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长
达两个半小时的演出结束后，观众久久不愿离
去，对演员的精彩表演报以长时间的掌声和欢
呼，场面热烈。

《祥林嫂》 是与 《红楼梦》《梁祝》《西厢
记》 并列的上海越剧院四大经典之一，也是越
剧男女合演的代表作之一。今年是上海越剧院
男女合演 60 周年，此次 《祥林嫂》 晋京演出，
显得格外有意义。

提到越剧，大多数人印象中都是莺莺燕
燕、才子佳人，善于讲述缠绵悱恻的故事。越
剧成熟期的“女子越剧”造就了人们对其柔美
的印象。越剧也逐渐成为中国300多个地方剧种
中唯一一个声腔、表演完全女性化的剧种。据
报载，新中国成立前沪上女班多达 36个，而男
班则几乎销声匿迹。

越剧男女合演的艺术实践与探索是在新中
国成立后才起步的，上海越剧院正是这一巨大
突破的首倡者和践行者。早在 1954年，上海越
剧院老院长袁雪芬认为，男女合演打破了封建
社会男女不能同台的陋俗，男女合演与女演男
两种艺术形式都是剧种本身的需要，是相辅相
成、相互补充的。1959年6月1日，上海越剧院
成立男女合演的实验剧团，对越剧男女合演的
现代戏和古装戏不断进行实验演出。

在这个由女人一统天下的剧种里，一群男
演员以“实验”之名闯进了粉黛丛中，观众仿

佛见到了“星外来客”，惊骇、讪笑、排斥。从
筚路蓝缕到新时期崛起，面对“须眉”与“巾
帼”共舞，真汉子与“女汉子”交集，男女合
演 60年，其间既有繁盛与辉煌，也有坎坷与曲
折。上海越剧院一团是男女合演的主要团队，
该团曾经面临男演员不足 10人的窘迫。因为一
些观众的排斥，很少有男学生愿意学习越剧，
导致了越剧男演员的稀缺。

然而，纵观越剧百年历史，虽然以才子佳
人题材和纯女子演绎风格独树一帜，但同时也
受到很大的局限。男女合演不仅在艺术风格上
刚柔并济、完美互补，更拓展了越剧剧目题材
和表演的力度，给越剧带来了不一样的艺术表
现力和舞台风貌。振兴和发展男女合演，已成
为越剧传承与发展的重要课题。

近几年，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观念的开
放，以及一些老艺术家在题材、声腔、表演等
方面的不断研究与磨合，男女合演的违和感已
经越来越小，变得越来越和谐，观众的接受度
也随之增高。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男女合演留下
了不少好作品，如《祥林嫂》《早春二月》《玉卿嫂》

《家》等。相信只要继续探索和创新，男女合演的
难 题 终 将 破
解 ， 为 越 剧 的
进 一 步 发 展

“接前人未了之
绪 ， 开 后 人 未
启之端”。

本报电 （记者郑 娜） 由国
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共北京市委
宣传部指导，北京市广播电视局
主办的第三届北京纪实影像周将
于 8 月 23 日至 29 日在中华世纪坛
举行。活动以“壮丽七十年 记录
新时代”为主题，共设置开幕
式、论坛、市场、展览、展映、
国际、培训、征集和闭幕活动9大
版块。

本届影像周各项活动紧紧围
绕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主题，
用纪实影像礼赞新中国、抒写新
时代。开幕式将发布“我和我的
祖国”——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电视纪录片及短视频征集活动
的优秀作品。该活动由北京市广
播电视局5月发起，向全社会广泛
征集展现 70 年来党和国家历史性
变革和成就的纪录片、短视频作
品共157部。与此同时，梳理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纪录片发展脉络的

“记录与荣光——庆祝新中国成
立70周年主题展”、老中青三代纪
录片人共话纪录片发展的“光辉
纪录：我和我的祖国”主题论坛
也将举行。

本届影像周紧扣国家发展、
媒介融合、技术革新、国际传播
等热点，将举行一系列论坛、培
训等活动。除主题论坛“光辉纪
录：我和我的祖国”外，还设置
了“融媒体语境下纪实影像的新
机遇”“5G时代纪实影像的创新发展”“构建新时代纪实
影像的新格局‘纪实+’概念”“用纪实影像向世界讲好
中国故事”4场分论坛，邀请“政、产、学、研”各界嘉
宾，探讨首都纪录片行业规律及创新发展模式。为进一
步促进纪实产业繁荣，今年创新推出了“提案 8 分钟”，
为各行业与纪录片创作团队之间打通交流之门，为优秀
的提案创意寻找合作机会，真正使“好创意”转化为

“好作品”，搭建首都纪录片创新孵化平台，统筹资源、
创新管理、融合发展。

秉承“人人都是纪录片人”的传播理念，本届影像
周全面向市民开放，推动形成民众深度关注、参与纪录
片创作、生产、宣推、传播的新格局。影像周期间将开
启热门活动图文直播，纪录片爱好者足不出户即可参与
这场纪实影像盛事；展映活动将联合腾讯、优酷、爱奇
艺等平台，在线上展映优秀纪录片，同时将联合北京广
播电视台、歌华有线、各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举办优秀纪
录片展播，让广大百姓多渠道自由领略纪实影像带来的
视觉享受。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副局长张苏表示，将着力
把北京纪实影像周打造成“首都站位、北京特色、全民
参与、永不落幕”的北京文化活动金名片、国内纪实活
动经典品牌、纪录片国际交流新中心。

本报电（文 纳） 在中国、新加坡学生联合演出的
少儿版童话音乐剧 《马兰花》 中，第九届中国儿童戏剧
节日前落下帷幕。为期37天的戏剧节由中国儿童艺术剧
院主办，共有14个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带来了56台剧目
191场演出，吸引16万观众。

本届戏剧节在多方面进行实践探索：举办“中外优
秀儿童戏剧展演”，采取以北京为中心，济南、成都、辽
宁为分会场的多省市联动办节模式，丰富孩子们的暑期
文化生活；举办国际儿童戏剧合作与发展论坛、开设

“中日韩儿童戏剧交流板块”、举办工作坊、大师班、国
际戏剧节展示推介会等活动，促进中外儿童戏剧工作者
交流，推动国际儿童戏剧合作与发展；通过让校园戏剧
登上闭幕式舞台，使孩子成为舞台的主人，成为小演
员、小志愿者、小记者、文化小使者等，进一步促进艺
术普及，推动戏剧教育的发展；通过关爱困难群体，邀
请山西静乐县师生、北京顺义太阳村的孩子和延安市儿
童福利院的孩子免费观看演出、体验戏剧活动，让更多
孩子享受艺术滋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届戏剧节首次举办了“中外
儿童戏剧夏令营”，来自海外的华裔小朋友通过为期5天
的活动，不仅走进故宫博物院学习传统文化，而且走进
剧院观看了国内外优秀儿童剧，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做
了表演基本功的发声练习、形体练习、动物模拟练习、
趣味戏剧游戏，并以短剧和节目表演的形式，向家长们
展示了自己的学习成果。

“我喜欢北京，喜欢跳舞，最喜欢老师排演的舞蹈
《东北秧歌》。”“我喜欢表演，最喜欢演 《字典公公家里
的争吵》。”参加夏令营的华裔小朋友纷纷表示。他们很
高兴能有这样特殊的经历，既可以学习戏剧知识、收获
友谊，也体会到了创排一部儿童剧需要付出的努力。家
长罗平表示，孩子们成长在国外，很少有机会接触和学
习中国文化，这次戏剧之旅让家长和孩子都深深感受到
了中国文化的魅力，也促使家长开始思考如何帮助孩子
把中外最有特色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

本报电 （记者苗 春） 由欢娱影视、爱奇
艺、腾讯影业出品、惠楷栋执导，白鹿、许
凯、李程彬、吴佳怡领衔主演的青春励志剧

《烈火军校》目前正在爱奇艺播出。该剧讲述了
民国时期一群爱国少年在烈火军校磨砺成长，
最终找到人生信仰，成为一代精锐战士的故事。

剧中，谢襄女扮男装，代兄进入军校，与
玩世不恭的顾燕桢和冷静沉稳的沈君山等成为
同学。她克服了重重困难，完成了军校所有的
训练，和同学们一起顺利毕业。日本增兵东
北，谢襄历经血雨腥风，在同学们的帮助下粉
碎了日本人的阴谋，并最终和顾燕桢走到了一
起。谢襄的扮演者白鹿表示，她很喜欢男装戏
的部分，虽然挑战很大，但是一直在努力让观
众觉得谢襄是个男生。

这部剧将青春题材进行了新的演绎，把故
事讲得起伏动人，也在家国大义的背景下立体
化呈现出青年人尤其是女性的成长蜕变。

上图为《烈火军校》剧照 百度图片

本报电（黄 海） 作为 2019年全国基层院团戏曲
会演剧目，由甘肃省定西大众秦剧团创排的反腐扫黑
题材秦剧 《许铁堂》 日前亮相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
连续演出两场。

秦剧 《许铁堂》 以清代康熙初年甘肃安定知县、
一代廉吏许铁堂的故事为主线，通过惩治当地恶霸、
狠抓民风教化、抗命放粮赈灾等典型事例，生动刻画了
许铁堂一心为民、惩恶扬善、为官清正的人物形象。特别
是深挖人物精神内涵，巧妙编织人物故事，通过许铁
堂、陆虎父子、淑娘以及朝廷之间的矛盾冲突，表现
了他不畏强权、敢于担当的品质。剧中情节涉及清

官、反腐、打黑等当今社会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增
强了戏剧情节的历史穿透力。

该剧于 2018年 9月搬上舞台，10月份荣获第五届
甘肃戏剧红梅奖大赛红梅剧目奖，2019年被推选为第
八届中国秦腔艺术节参赛剧目和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
演剧目。定西大众秦剧团 2017 年被评为全国优秀院
团。作为基层剧团，该团十余年来坚持送戏下乡，为
基层服务，每年演出达400多场 （次）。在积极参与和
组织开展各类公益性演出的同时，剧团先后在安定、
陇西、漳县等地成功举办了20多场 （次） 西北五省区
秦腔名家大型公益演出。

本报电 （志 鹏） 近日，为促进优秀英雄
动漫主题作品创作，中国动漫集团、光明网等
单位面向社会共同开展“我心中的动漫英雄”
英雄动漫主题征文活动。本次活动征文时间为8
月1日至9月30日，主要征集英雄动漫主题的学
术文章和文艺评论文章。活动将组织专家进行
评审，举办相关研讨，对优秀文章进行颁奖并
在合作媒体上发布和推荐。每组别拟各设立一
等奖1名，奖金3000元；二等奖2名，奖金2000
元；三等奖 3 名，奖金 1000 元；纪念奖若干
名。最终将邀请一二等奖获得者参加年底举办
的2019中国英雄动漫大会。

◎文艺圈洋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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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中国儿童戏剧节

吸引16万观众

男女合演60载，为越剧喝彩！
□ 郑 娜

秦剧《许铁堂》聚焦反腐扫黑题材

“我心中的动漫英雄”

主题征文活动开展

《烈火军校》

讲述青春热血故事

姿娜，来自捷克的演艺多面手
□ 高跃曦 罗浩濂

▲在舞台上演奏二胡的姿娜▲在舞台上演奏二胡的姿娜

▲纪录片《美好生活四十年》拍摄中国第一个操纵
3万吨列车的重载司机景生贤

▲纪录片《美好生活四十年》拍摄中国第一个操纵
3万吨列车的重载司机景生贤

▲活跃在中国影视剧中的姿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