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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 12 日，
美国伊斯曼校园，雪花
扑面，北风萧瑟，校园
内的伊斯曼剧院柯达音
乐厅里却温暖如春，华
灯璀璨。演出前最后一
刻，来自中国音乐学院
附中“中国乐派少年国
乐团”的 60 余名师生在
舞台两侧紧张有序地做
准备，声部首席再一次
带 领 声 部 同 学 调 音 对
弦，舞台监督老师提醒
同学们按节目单顺序检
查乐谱，指挥也整理得
当，一切就绪，国乐少
年们有些兴奋又有点紧
张，等待登台亮相。

这是中国乐派少年
国乐团应美国伊斯曼音
乐学院之邀举办的“少
年之光”专场音乐会。
音乐会共演出 9 首中国
民族音乐作品，既有民
族 音 乐 的 传 统 经 典 作
品，又有现代作曲技法
的创作作品。在曲目安
排上，既突出少年充满
朝气活力的特点，又兼顾民族性、
地域性；既有经典的大型民族管弦
乐作品，又有短小精致的齐奏、重
奏精品。

其中，民族管弦乐合奏《古槐
寻根》 以中国戏曲传统的浓郁腔
韵、层次丰富的和声生发出强大的
演奏张力，达到音响上的最大饱和
度；《春江花月夜》 将“春江潮水
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山水
画卷铺陈展开。笛子六重奏《风之
剑》 以竹笛音色表现出风的呼啸、
剑的锋利。琵琶齐奏《送我一支玫
瑰花》鲜明的新疆风格歌舞般生动
鲜活；《十面埋伏》 金戈铁马的嘶
鸣声中将楚汉争雄的历史沧桑在沙
哑激烈的琴声中恣意挥洒。弓弦乐
重奏《良宵》旋律轻快如小品文般
清新灵动，高胡、二胡、中胡之间
的声部衔接自然流畅，音质醇厚饱
满；《听松》 气魄豪迈，戏曲化声
腔语言如老生般苍劲雄浑。压轴的
两首民族管弦乐《老鼠娶亲》运用
惟妙惟肖拟人化的音乐语言表达，
笙、笛和胡琴声部独特的喜感音色

让作品画面感十足；《龙
跃东方》 由雄浑、厚重
的鼓乐唱主角，大段的
民族打击乐激情火热，
强劲的音乐动力令人欢
欣鼓舞。吹管乐嘹亮辉
煌的演绎将 《茉莉花》
中国民歌器乐化的音效
发挥到极致，音乐雍容
华丽、气势浩瀚。

中国国乐少年的精
彩演出，获得了专业人
士 的 认 可 和 观 众 的 欢
迎。美国伊斯曼音乐学
院副院长约翰·海恩对同
学们细致敏锐的听觉调
整、训练有素的声部平
衡、舞台切换等专业素
养表示赞赏，对青年指
挥家张梦婕在乐团整体
音乐把控、层次丰富的
音 乐 处 理 方 面 给 予 肯
定。罗切斯特大学音乐
工程专业李明伦教授认
为，少年国乐团的音色
纯净饱满，声音的融合
度、声部的出入协作和
配合非常出色。

美国伊斯曼音乐学院是目前公
认的世界顶尖音乐学院，在国际权
威机构排名中多年稳居第一，2017
年加入中国音乐学院倡导成立的

“全球音乐教育联盟”。中国乐派少
年国乐团成立于 1997 年，是中国
民族音乐教育和实践教学的重要平
台。国乐团的成员由中国音乐学院
附中国乐学科全编制专业、管弦学
科大提琴、低音提琴和打击乐专业
的优秀学生组成，为完整的民族管
弦乐编制。

“此次演出是中国乐派少年国
乐团近年在海外顶级音乐学院的
一次重要教学展示和艺术实践，
也是中国音乐向世界展现风采的
一次积极尝试。”中国音乐学院附
中校长郭萌黎说。她表示，将中
国民族音乐带到国际舞台是一代
代国乐人的初心和使命。此次出
访在加强中西文化交流的同时提
升了乐团实践水平，为乐团成员
拓宽了国际视野，开阔了艺术眼
界。未来，国乐少年将会带给大
家更多国音新声。

1 月 6 日，由文化和旅游部指
导 、 中 国 文 化 传 媒 集 团 主 办 的
2020 年香港国际授权展“中国内
地馆”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
该项目是《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
于支持文化企业参加 2019 年度海
外重点国际文化展会的通知》列出
的2019年重点海外文化展会之一。

授权业是知识产权贸易的一
种，某种商品的版权可以经过贸
易，成为合法制作商品的来源和基
础。本届“中国内地馆”旨在通过
香港国际授权展的高端平台，助力
内地参展单位利用授权渠道，促进
IP 赋能产品，更好地将原创产品
和品牌融入国际授权产业。

本届“中国内地馆”总面积
345 平方米，参展商 112 家，参展单
位来自青海、四川、福建、山东、广
东、北京等多个省市，展示内容包括
版权授权、文创授权、非遗授权、动
漫授权等几大板块，授权范畴包括
复制衍生品授权、影像 IP 授权、民
族工艺品牌授权、版权交易、文旅融
合IP授权、艺术品授权等。

故宫博物院和华强方特 （深
圳） 动漫有限公司已连续多年参加
香港国际授权展，累积了相当的人
气。故宫博物院此次带来了具有故
宫特色的文创产品，包括工艺品、
彩妆、瓷器、钟表等；华强方特（深
圳）动漫有限公司以“熊出没”等
动漫 IP 为主打，展示了该公司在
授权全产业链的探索，带动内地动

漫授权进一步融入国际市场。
“非遗授权”也是本届“中国内

地馆”的一大特色。如青海境界唐
卡 艺 术 品 有 限 公 司 的 “ 掐 丝 唐
卡”；广东省工艺美术研究所的

“国潮”文创产品；四川省崇州市
传统工艺促进会的手工道明竹编
等，用授权为传统非遗赋予了持续
发展的生命力。

除此之外，本届“中国内地
馆”在参展单位授权产品的遴选中
注重多角度、多领域。如四川成都
散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散花书
院”，以“图书+文创+文艺生活空
间”的形式推广文化旅游；山东济
南技能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

“声声乐唱唐诗”寓教于乐地介绍
经典诗词；来自福建的熊仔动漫有
限公司、来自广东的广州乐淘动漫
设计有限公司等，以“熊仔”“帮
帮龙”等动漫形象 IP 链接跨行业
授权。

据 国 际 授 权 业 协 会 发 布 的
《2019 年全球授权业市场调查报
告》显示，在2018年全球被授权产
品零售总额排名中，中国位居第
5，达到95亿美元，较前一年增长
6.7%，过去几年中国一直是市场份
额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该报告同
时显示，2018年亚洲占全球授权商
品零售额的12%，是全球第三大授
权市场。在亚洲，香港国际授权展
是同类活动中全球第二大、亚洲最
大的展览。

为文化企业走出去蓄力赋能
景晓萌

以英式幽默讲述中国故事

“来中国前，我完全不会说中文，对中国也不
了解，就是想离开英国，到很远的地方去。”谈起
当年和 5 个朋友为什么会来到中国，司徒想了想
说，“大概凭的就是一股冒险精神吧。”

在北京住了一年之后，其他朋友陆续回国，只
有司徒留了下来。“那时北京正准备办奥运会，一切
都是那么有活力，我想为什么不留下来试试呢？”
看好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司徒决定留在中国。

2008年到2009年，司徒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系统学习了一年汉语。之后，他顺利地在一家
媒体找到了一份做编辑的工作。一次偶然的机
会，司徒接触到刚刚兴起的短视频。

他的第一条短视频拍摄的是去河南少林寺游
玩的经历。视频中，他误将一个石狮子模样的垃
圾桶当作文物，极具喜剧效果，很快就在网上火
了起来。此后，司徒走上了短视频博主的道路，
并且拥有了第一批粉丝。

司徒用特有的英式幽默来讲述中国故事。最
初，他的视频内容以中国游记为主，后来开始涉
及到文化、科技、体育、生活等各个领域。在

《司徒中国游》 中，他几乎走遍了中国各大城市，
从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到正在实行精准扶贫的贫困
村。在 《司徒行行行》 中，他体验不同类型的职
业，例如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他体验了一天
国旗护卫队队员的训练，这一期短视频在哔哩哔
哩平台的观看量高达 60.9万人次。此外他还体验
过消防员、服装厂男工、珐琅厂学徒等。在 《中

国热词》 里，司徒紧跟中国国内发生
的大事，如进博会举办、大兴国际机
场落成等。

7年节目记录中国变化

“跟着司徒的视频，我感觉认识了一个我不知
道的中国”“我一中国人都还没去过，司徒你怎么能
先去”“司徒比我这个中国人还了解中国”……在司
徒的视频留言中,经常能看到类似这样的评论。

回顾 7 年来的作品，从把垃圾桶错认为文
物，到如今对国粹景泰蓝的制作略知一二；从最
初全部说英文加中文字幕，到如今可以全程说中
文，甚至最近还挑战了说34种方言，司徒在向观
众介绍中国文化和中国故事的同时，自己也在成
为一名“中国通”。他不断探索中国的人文地理，
探索中国的文化艺术，探索中国的过去和当下，
再将他所了解和学习到的东西以他英式幽默的风
格展示给观众。

“我觉得这份工作很有意义，因为我们是在记
录，不仅记录我自己，也记录中国。”正如司徒所
说，从这 7 年的节目中，可以看到中国发生的许
多变化，而这些变化是许多西方人所不了解的。

“以英国为例，许多人对中国很感兴趣，但是
获取相关信息的渠道十分有限，再加上中国实在
太大了，外国人要全面了解中国确实有难度。”司
徒表示。

当下，社交媒体的发展为跨国界的文化传播
和交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司徒的短视频在
国外社交媒体平台如Facebook和 YouTube上也有
播放，受到外国观众的欢迎。包括司徒的很多英
国朋友，都因为看了节目而喜欢上中国，其中一
个朋友还让自己3岁的孩子开始学习中文。

享受工作享受生活

镜头里的司徒总是到处去旅行，每天带给观
众快乐。朋友很羡慕他，观众也经常留言说：“看
到司徒感觉好开心。”然而，镜头下的拍摄并不如
看上去那般轻松。

从策划选题到写脚本，再到录节目，最后剪
片子，司徒全程参与。视频里的笑点看似随
意，背后都经过精心设计。为了拍摄出完美的
镜头，司徒没少吃过苦头。2018年在内蒙古拍摄
一期节目，天气非常冷，司徒一边讲着笑话，一
边冻得直发抖，“崩溃到只想回家”。还有一次在
珠海拍摄时突然下雨，等到夜里 3 点雨还没有
停，最后拍摄不得不取消。尽管工作中难免会
遇到这样那样的难题，司徒还是很享受录节目
的过程。“这些经历非常好，因为很少人有这样
的机会。”

远离家乡，司徒最难以放下的是对父母的牵
挂。他表示自己最喜欢中国的孝文化。在英国，
人们很少会有养老的概念，而在中国，孝敬父母
是一种传统美德，这对司徒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虽然一年到头见不到父母几次，但是再忙，他每
周都会抽出时间和父母视频聊天。

受儿子影响，司徒的爸爸妈妈也爱上了中国
文化。前不久，他们到中国旅游。得知消息后，
司徒的粉丝争相帮两位老人起中文名，最后妈妈在
所有名字中选了“韩梅梅”，爸爸选了“博步”。2019
年“双十一”，司徒从网上给韩梅梅买了一身旗袍
作为礼物，圣诞节回家时亲自送给妈妈。

在河北省保定市马兰村，沉睡着一段 《人民
日报》 前身之一“晋察冀日报社”的历史，出生
于1943年的邓小岚从父亲邓拓身上承袭了这段历
史，又把自己的爱心奉献给这个村庄，退休后长
期驻扎在这里，教给一代又一代孩子美好的音乐。

这是由河北卫视制作的国内首档“盲游式”
文化旅行体验节目 《你要去哪儿》 发现的第一个
地域故事，嘉宾们沿着随机路人的生活轨迹，跟
随他们的步伐，去到河北省内任何一个可能的角
落，弘扬长征精神，跨越千山万水，发掘一个个
普通大众的人生故事。

地域的形象如何描摹？再美的语言都敌不过
亲身的体验。在《你要去哪儿》，地域并非是景点

的串联。地域由人组成，他们个人奋斗的故事才是
地域文化深刻的背书。在“随机路人”“盲游河北”
这些关键词的引导下，嘉宾不仅要用双脚丈量燕赵
热土，也要用心感受和挖掘素人身上闪光的故
事，突破大众对于河北的刻板印象，发掘更多为
人所不知的人与地域的故事。正因如此，我们才
从邓小岚奶奶的口中听到了“自己是英烈生命的
延续，用音乐将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的马兰村故
事；在与餐厅店长亮哥一起出海捕鱼的体验中感
受到“城市建设见证国家进步”的秦皇岛故事。

“真实自有万钧之力”，在这档节目中，以真
实为标准的叙事成为对于观众最直接的牵引。而
立足河北地域文化，用沉浸式体验与百姓走在一

起，《你要去哪儿》创造了一种讲述中国故事、展
现中国风采的新方式。节目为观众提供了一个第
一人称的视角，以人带事，以事寄情，让观众感知他
人的故事，同时关照自己的内心，重构出一个百姓
故事底色温暖、建设奋进向上的大美河北，借由文
化的力量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砥砺前行。

司徒建国：

中国故事的英伦讲述者
郑 娜 邢梦雨

◎文艺圈洋面孔

《你要去哪儿》

用文化力量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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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叫司徒建国，
英文名字 Stuart，直
接翻译过来就是“司
徒”，“建国”是一个
中国朋友起的。

2007年，英国人
司徒建国 （以下简称
司徒） 从牛津大学毕
业，抱着学习压力太
大想要放松一下的目
的，来到中国旅行，
一 待 就 是 12 年 。
2012年前后，司徒接
触到短视频，开始用
短视频记录自己在中
国的所见所闻，并将
此作为自己的工作。

◀司徒建国 （中） 在江西婺源体验
传统习俗“晒秋”

▼司徒建国在节目中介绍甘肃敦煌
熔盐式光热电站

司徒建国供图

▲中国乐派少年国乐团亮相伊斯曼舞台 中国音乐学院附中供图▲中国乐派少年国乐团亮相伊斯曼舞台 中国音乐学院附中供图

▲节目偶入晋察冀日报社原址马兰村

都市律政题材电视剧 《精英律师》，以其
对社会现状和民生问题的关注引发一轮轮热
议。该剧展现了以罗槟为首的一群法律从业
者守护公平正义、为职业理想奋斗的精彩故
事，通过对种种现实问题的捕捉与呈现，令观
众撕掉了头脑中固有的律师标签。

任何职业回归本质，都是人的生存与情
感。《精英律师》 作为一部剧集的最大魅力，
就是塑造了一批血肉丰满、个性鲜明的人物形
象。主人公罗槟初登场时是一个冷静理智的形
象，他事业有成，相貌出众，一切都以工作为
重，有时显得不近人情。可随着剧情发展，观
众很快就发现了他丰富而复杂的另一面。这种
外冷内热的形象打破了以往影视剧中，精英消

灭人欲、没有感情的陈旧形象，塑造出了一个
鲜活、丰富、立体又不乏趣味的精英形象。

剧中对“精英”这一概念的阐释，与其说
是针对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不如说是一种抽象
出来的“精神担当”。身为法务工作者，戴曦
为没钱的普通百姓争取利益，罗槟与何赛积极
进行法律援助，这种行为本身让“精英”的概
念悄然扩大了边界，不再只是一种表面高大上
的职业，而是一种高贵的人格——坚守职业操
守，捍卫法律尊严，真正担起社会中的责任。

“善律者不讼”是 《精英律师》 所提出的
观念，很好地呈现出当代中国律师应有的精
神。“打官司”并不是唯一解决纷争的手段，
也正是剧中为什么没有简单地用大量庭审戏吸

引关注的原因。正像罗槟所说的那样：“法律的
功能，不是挑起争端而是制止争端，不是制造分
歧而是阻止分歧，不是混淆是非，而是以公允的
态度、准确的措辞，提供确切的事实。”正因如
此，罗槟才会出人意料地接下“恶棍”的案子，因
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道德瑕疵的人也有聘
用律师的权利。该剧正是凭借对一个个社会议
题的呈现和解读，持续引发观众的广泛关注。
比如苗苗奶茶案中，职场女性遭遇侵犯该如何
取证保护自己，如何勇敢地对职场潜规则说不；
栗娜与父亲的赡养纠纷中，“只生不养”在情理
和法律上的不同界定；罗琦与冀遇关于离婚后
一方探视权的案件等，都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
剧中的纠结、愤怒，都令观众感同身受，并且从
律师们的处理中学习到相关的法律知识来保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作为一部现实主义题材作
品，《精英律师》 实现了职业共感、审美共
鸣、现实共振，这也是
它能够让人眼前一亮的
关键所在。

这部律政剧为何火？
陈 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