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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0月30日 星期三2019年10月30日 星期三

10 月 29 日，一年一度的中国国家
大剧院“春华秋实——艺术院校舞台
艺术精品展演周”拉开帷幕。至12月3
日，来自中央戏剧学院、中国戏曲学
院、北京舞蹈学院、西安音乐学院、
星海音乐学院、浙江音乐学院、吉林
艺术学院等国内 9 所艺术院校的师生，
将在展演周期间为观众呈现 9 台 10 场
精彩演出，作品涵盖话剧、京剧、音
乐会、舞剧等多种艺术形式。

立足原创，传承经典

2019 年适逢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本届“春华秋实”展演周立足原创作
品与红色经典，加大对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的展示与弘扬。

中央戏剧学院此次带来话剧 《白
蛇》，作品对中国传统民间故事进行青
春版演绎，既有传承又有创新。中国
戏曲学院将推出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中国戏曲学院京剧名家折子
戏专场演出》，展现其传承经典的成
果，其中 《锯大缸》《打严嵩》 一文一
武的两出戏，既凝聚了中国传统文化
的美学思想精髓，又体现了京剧艺术
的独特魅力。由西北师范大学带来的
跨界融合合唱剧 《天鹅琴》 以甘肃少
数民族裕固族民间故事为题材，展现
了丝绸古道旖旎秀丽的陇原山川，表
达了人们追求幸福的美好心愿。

除了话剧、戏曲与合唱剧，本届
展演周将呈现3台音乐会，唱响时代乐
章。浙江音乐学院带来的 《浙江音乐

学院及全国高等艺术院校歌剧声乐展
演历届部分获奖选手音乐会》 内容丰
富，音乐会将演绎中外经典歌剧片
段、中外经典歌剧咏叹调、近现代中
国经典声乐作品和新时代原创中国作
品。西安音乐学院带来的 《“中国梦·
民族情”——红色经典中国钢琴作品
音乐会》 将展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
红色经典的魅力。星海音乐学院 《岭
南女声——中外合唱作品音乐会》 将
演绎当代中外作曲家的 18 首作品，既
有耳熟能详的 《茉莉花》 等经典，又
有和声绚丽、张力丰满的无伴奏合
唱，还有动漫电影插曲、民歌与古诗
词作品、粤语合唱新作等丰富多元的
音乐作品。

另外，展演周期间还将推出立足
原创、传承民族文化、舞动时代梦想
的3台舞剧。北京舞蹈学院将带来舞剧

《梁祝》，作品取材于家喻户晓的中国
经典爱情故事，用中国古典舞语汇，
以意境化的方式、现代化的手法和简
约的舞台视觉呈现，展现中国古典舞
蹈魅力和东方文学艺术的独特意蕴。
东北师范大学将带来舞剧 《浮生》，讲

述“九·一八事变”后兄妹三人在逃亡
路上离散的故事，弘扬为祖国解放、
民族独立而顽强抗争的民族精神。吉
林艺术学院将带来民族舞剧 《玉米大
地》，以东北特有的秧歌舞蹈为基础，
展开一幅松嫩平原、查干湖畔父辈和
兄弟姐妹农民奋斗的时代画卷，歌颂
农民勤劳、坚韧的精神。

助力学子，惠及民众

艺术院校有着最具潜力的艺术资
源，但由于场地、营销等手段的限制，
其艺术作品的社会影响往往受到制
约。为了给艺术院校师生提供教学实
践、艺术交流以及人才孵化的平台，国
家大剧院于 2008 年与专业艺术院校携
手打造了“春华秋实——艺术院校舞台

艺术精品展演周”。12 年来，共有来自
海内外 24 所专业艺术院校 9400 余名师
生及艺术家，先后呈现了100台128场精
彩演出，涵盖音乐、舞蹈、戏剧、戏曲等
各艺术门类，吸引观众15万余人次。

“‘春华秋实’作为国家大剧院推
出的精品艺术品牌，已成为全国艺术
普及教育的重要平台。十多年来为全
国艺术院校师生的实践、交流和成果
展示做出了卓越贡献。它代表了一种
培养、教育、成长、实践的过程，源
源不断地激发了文化创新的源动力，
彰显了薪火相传的魅力。”相关艺术院
校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春华秋实”自创办以来
始终坚持公益性原则，平均票价远低
于商演票价，还专程邀请高校学生、
弱势群体、远郊区县学生观演，展演周
年均上座率在95%以上。“本届展演周将
继续秉承公益惠民的低票价原则，所
有演出场次票价在60元至200元不等的
亲民价位。”国家大剧院副院长赵铁春
介绍说。他表示，未来展演周将继续
为全国乃至世界艺术院校打造国际性
艺术展示平台，不断推陈出新，传承

民族艺术，传播
世界经典。

九大艺术院校奉献惠民演出
本报记者 郑 娜

电视剧 《在远方》 最近引发
了观影热潮和广泛讨论。这部以
中国快递行业发展为背景的电视
剧具有独特的魅力。该剧以一个
出身寒微的青年姚远成长为快递
业企业家为主线，从一个叫远方
的快递公司的发展史以及姚远周
围人们的命运中，透视中国发展
的内在精神动力，反映在艰难中
不断追求梦想的精神气质。这部
剧通过个人与公司命运的小历
史，讲述一个社会如何走到今
天，如何不断超越既往追逐梦想
的大历史，称得上是一部中国改
革开放大时代的“年代剧”。从
姚远和他周围人们的故事中，我
们看到一个伟大国家的走向，感
受到平凡人所迸发的能量。

这是一部个人成长的故事。
故事里有姚远童年的伤痛，他对
父母亡故的负疚和福利院生活造
就了他的坚强与善良；有亲情和
爱情，他在两位女主角之间的情
感纠结和困扰，既有儿女情长也
有时代的烙印；有挣扎中的奋
进，早期从微末中兴起给了他独
特的经营能力与担当、眼光；也
有快速崛起中的问题，全球资本
运行和激烈商战一直是他必须面
对的新课题。姚远的成长和发展
是这部电视剧的核心，他的逐渐
成熟和丰富情感是这部电视剧吸
引人的故事内核。他的奋斗展现
了一个中国企业家的英雄本色。
坚强的个性，从不放弃的勇气，对伙伴、家庭、感
情的责任，磨炼中练就的眼光，敢于冒险又不乏商
业敏感和机智的气质，都被电视剧表现得格外具
体。这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以及他周围的人们，如路
晓欧、刘爱莲、刘云天和霍梅等都给我们留下了鲜
活深刻的印象。他们真切地表现出 20 多年来中国
普通人生活中的际遇，让我们能够投入其间，感同
身受。

姚远的故事始终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飞
速发展和变革密切相连。电视剧在时代大历史与个
人命运小历史的连接上，下了很大功夫，始终让人
物命运和历史风云紧密结合。无论是 90年代市场化
改革初期具体而真实的快递业萌芽状态遇到的种种
竞争，还是非典、汶川大地震等中国人所经历的重
要事件，都与姚远及其公司的命运紧紧相连。中国
大历史的走向给了姚远及其公司不断走向远方的底
气和力量。全球化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又给了
他们做大做强的机会。故事生动呈现了中国民营企
业发展给全球带来的机会。

这是一个普通中国人的传奇。看起来姚远及其
公司的成长是“奇”的，但也正在情理之中，因为
正是时代赋予了他们最好的机会，而这些普通中国
人也由于奋斗而实现了梦想，在历史舞台上上演了
有声有色的活剧。这个“奇”又有深厚的“情”作
为基础，充满了普通人的真挚情感，无论是爱情、
亲情还是同胞之情，这些感情的强度始终让这个传
奇充满着温暖人心的力量。

这部剧有其成功的编剧策略和表达方式，无论
故事还是演员的演绎，都达到较高的水准。它是让
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中国故事，也是不断追求走向远
方的中国梦故事。它是激励人们奋斗勇气的故事，
也是开启人们心灵的故事。它让我们更好地认知自
己的来时路，也让年
轻一代看到这个国家
和前辈们追梦的历程。

（作者为北京大学
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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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北
京卫视播出 6 集电视节目 《壮丽 70
年 时间都知道》。节目从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中
国道路 6个主题，全方位展示了新中
国成立 70 年来国家和人民生活的巨
大变化，展示了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历
史性变革和成就，让更多人看到了新
中国的成长与巨变。

节目以 70 年来中国取得的巨大
成就和发展为主线，分别以《中国经

济之谜》《中国式民主之路》《中国文
化何以自信》《遇见一个更好的中
国》《美丽中国在行动》 和 《踏平坎
坷成大道》 6个篇章呈现给观众，引
发人们对时代变革的美好记忆。

节目突破了以往此类型节目以演
播室讲述为主的形态表达，“时光寻访
人”走出演播室，深入实地探访浙江义
乌、吉林长春、云南贡山县独龙江乡、
北京“回天”（回龙观和天通苑）地区等
20 个拍摄地，跨越全国 14 个省区市，
行程数万里，将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
波澜壮阔的变革画卷铺陈开来。

《中国经济之谜》 通过对港珠澳
大桥、浙江义乌商贸城、河南洛阳智
慧矿山的深入探访，展示了中国制造
的活力、改革开放的伟力和科技创新
的驱动力。《遇见一个更好的中国》
用真实事件让观众看到中国民生建设
的进步，如记录了三代人生活方式变
迁的账本，实现整族脱贫的独龙族以
及正在整治交通拥堵、公共服务设施
不足的北京“回天”地区。《美丽中国在
行动》展示了毛乌素沙漠的治沙奇
迹、对朱鹮的保护、对长江生态环
境的修复、对大气污染的治理，反
映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巨大成就。

《壮丽 70年 时间都知道》通过故
事寻访、理论解读，展现了中国人民
建设祖国的伟大壮举，展示了国家
翻天覆地、沧海桑田的恢弘巨变。
通俗化、大众化的呈现方式让理论
传 播 更 具 历 史 感 、 画 面 感 和 亲 切
感，实现了理论节目的深耕与创新。

《
壮
丽
七
十
年

时
间
都
知
道
》

展
现
七
十
年
恢
弘
巨
变

智
顶
慧

本报电 （黄今秀）“新旧剧论争
的百年回响与戏剧学科建设”学术研
讨会日前在北京举行。会议由中国人
民大学文学院主办，中国戏剧出版社、

《戏剧》杂志社与《戏曲研究》编辑部合
办。来自全国高校、科研出版机构等
相关单位和新闻媒体的 100 余名代表
参加了本次会议。

百余年前，《新青年》 杂志刊发
“易卜生号”“戏剧改良专号”，鲜明
树立起“新剧”与“中国旧剧”两大
对立范畴与一系列理论命题。这场

“新旧剧论争”影响深远，既为其后
的剧曲研究铺设了轨道，也成为中国
现代戏剧学科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
本次学术研讨会旨在总结、反思历史
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研
究，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再出
发”，共同推进戏剧学的学科建设与

前沿讨论。
本次研讨会涉及全球视域中的中

国戏剧，中国戏剧的现代化与民族化
论争，媒介、技术与现代戏剧艺术，
跨文化戏剧与戏剧人类学，戏剧研究
与历史文化语境，戏剧影视学科建设
前沿等问题。研讨会除大会发言之外，
还设有4组分论坛，主题分别为新旧剧
论争与文化转型、全球视域与跨文化
对话、时代话语与剧曲新制、戏曲经
典与当代阐释。专家学者梳理历史、
分析名作、立意深远。

“戏剧影视学的理论探索不仅止
于指导戏剧影视的创作实践，更是实
现‘文化认同’战略目标的重要参考依
据，相信本次会议能够活跃相关领域
的学术交流，我校戏剧影视学学科经
过群策群力，能够获得更好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朱信凯表示。

专家齐聚中国人民大学

研讨新旧剧论争与戏剧学科建设

本报电（邢梦雨） 2019中华小姐环球大赛总决赛日前在
北京凤凰中心落幕。来自全球各赛区晋级总决赛的12位选手
进行了精彩激烈的角逐，最终，9号选手陈佼怡夺得冠军桂冠；4
号选手李梦潇夺得亚军；2号选手刘璇夺得季军。

2019中华小姐环球大赛以“Key of Beauty（美丽之钥）”为
主题，历经 5 个月的初赛、复赛、复活赛选拔。和往年有所不
同，本次大赛总决赛在才艺展示环节上采取情景剧模式，将
选手的才艺融入到一场沉浸式展览中，演绎主题为 《她》 的
三部曲。情景剧贯穿“古代”“现代”“今天”，在展现选手才
艺的同时，展示从古至今女性价值的演变。今年决赛还采用
了辩论赛的形式，充分考验了选手的思辨能力、语言组织能
力、临场应变能力。

中华小姐环球大赛是凤凰卫视的年度品牌活动，自 2003
年开赛以来，一直秉承“高学历、高素质、高品位”的原
则，致力于拉近全球华人距离，建立华人新生代美丽标准，
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弘扬社会正能量。

2019中华小姐环球大赛决出三甲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大型
公益活动 《众里寻你——2019寻找最
美孝心少年颁奖典礼》 将于 11 月 1
日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播出。

“ 寻 找 最 美 孝 心 少 年 ” 创 办 于
2013 年。活动致力于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和少年儿童核心价值观的
培养，彰显少年儿童面对困难勇于
担当的孝亲美德与亲情大爱。本届活
动自 4 月份启动征集评选，中央文明
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妇联
等多家单位参与了人物的推选工作。
评选共征集到1000多位青少年的感人
事迹。

于琪巍、孙美平、路子宽、肖乃
军、韩金锁、赵泽华、王凌云、宫井
豪、李欣珂、魏蓉等10位少年最终获
得“最美孝心少年”称号。他们年龄
最小的 7岁，最大的 15岁。这些孝心
少年不畏艰难，以乐观的心态和稚嫩
的肩膀，扛起全家的希望，担起成年
人的社会责任，践行了中华民族的

“孝心”“爱心”美德，用实际行动彰

显了榜样力量，激励、触动和感染了
更多的青少年朋友。

本届活动的颁奖典礼由文艺活
动、人物短片、颁奖和现场采访环节
组成。10 位最美孝心少年将分别亮
相。航天英雄杨利伟、播音员李修
平、影视演员吕中等广大观众熟悉的
知名人士，还有最美孝心少年的家
人、挖掘他们先进事迹的地方媒体工
作者以及救助过他们的公益组织负责
人等将作为颁奖嘉宾，传递社会各界
对孝心少年的认可和赞美。

“最美孝心少年”评选揭晓

本报电 （文 纳） 由马崇杰执
导、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赵葆秀领衔
主演的京剧电影《风雨同仁堂》日前
在北京举行首映礼。影片用国粹京剧
的艺术形式，演绎了国粹中医药业老
字号、具有350年历史的北京“同仁
堂”同修仁德、诚信制药、造福百
姓、济世救人的真实故事。

有“状元老旦”之称的赵葆秀，
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巨大贡
献的当代老旦艺术家。影片中，赵葆
秀根据人物需要，在唱、念、做、表
各方面的艺术处理上进行拓展，将主
人公乐徐氏饰演得生动感人，创造了
一个崭新的老旦形象。著名京剧表演

艺术家李崇善虽是耄耋老人，却不减
当年“磐石湾”中陆长海的精气神，
将大查柜刘福升扮演得神完气足。其
他京剧名家及优秀青年演员韩巨明、
王怡、高彤、周恩旭、宋昊泽等都将
角色演绎得独具个性、精彩纷呈。

1997 年 5 月 23 日，北京京剧院
原创京剧《风雨同仁堂》在北京首演，
至今登台超过百场，收获了广大戏迷
的认可。时隔22年，该剧以电影的形
式呈现给广大观众，备受期待。据介
绍，电影版《风雨同仁堂》首次采用数
字模拟技术，更好地呈现了历史的真
实感，既保留了京剧的魅力，又增加
了新技术带来的视觉冲击力。

京剧电影《风雨同仁堂》首映

▶北京舞
蹈学院《梁祝》

资料图片

▶北京舞
蹈学院《梁祝》

资料图片

本报电（记者苗 春） 联合国人
口基金日前在北京举办青年活动，纪
念在埃及开罗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展
大会25周年。

在此次活动上，联合国人口基金
发布了全球青年战略“我的身体，我的
生活，我的世界”。中国青年演员胡先

煦被任命为联合国人口基金中国青年
使者。他表示，作为一位在校大学生，
这样的身份背后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责
任。今后，他将更多地关注现实主义
题材作品，积极与优秀的青年影视团
队进行合作，更广泛地参与到联合国
人口基金在华的青年项目中。

胡先煦出任联合国人口基金中国青年使者

▲最美孝心少年孙美平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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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邓星跃） 2019年北京海淀区全民阅读系列活动
之第三届世界朗读接力大会，日前在北京市海淀区北下关街
道综合文化活动中心举行。

300余名阅读爱好者在现场接力朗读了 《宋词三百首》，
为今年的全民阅读活动带来了新形式。朗读者中包括来自俄
罗斯、土库曼斯坦、安哥拉、多哥等 18 个国家和地区的外
国友人。

300人接力朗读《宋词三百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