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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中国电影在曲折中前
进，于稳健中攀升。在连续十余年电
影产业高速发展之后，人口红利、影院
银幕数红利、票补红利等逐渐退场，但

‘互联网+’深度融合电影产业，网络
影评、评分网站使口碑日益重要，创
意、内容、质量成为真正的制胜之道，
中国电影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新常态。”
在日前举行的中国电影2019高峰论
坛暨“中国影视蓝皮书2019”出版座
谈会上，北京大学教授陈旭光如是说。

现实主义强势回归是近两年最为
重要的电影文化和美学景观之一。继
《我不是药神》《找到你》《狗十三》等电
影佳作之后，去年中国电影在现实题
材及现实主义创作方面持续拓展和掘
进。这方面，以去年国庆档三部献礼
片《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
者》、聚焦校园欺凌题材的电影《少年
的你》、展现当代社会变革和历史沧桑
中普通人伦理道德力量的《地久天长》
等为代表。在陈旭光看来，2019年的

中国电影，一方面是现实主义影片强
势回归并持续拓展进步，另一方面是
科幻/幻想类型电影有了崭新的突破，
想象力消费时代到来。种种现象充分
表明：中国电影在艺术性与商业性之
间实现了更好的平衡。

在此背景下，由北大艺术学院、北
大影视戏剧研究中心、北大出版社、北
大培文创意研究院和北大人文学部共
同主办，《电影评介》杂志社、《文艺论
坛》杂志社联合协办的中国电影2019
高峰论坛暨“中国影视蓝皮书2019”
出版座谈会在京召开。彭锋、张德祥、
易凯、陈旭光、范志忠、高秀芹、张卫、
王一川、张颐武、刘汉文、赵卫防、吴冠
平、刘军、陈奇佳、陈阳、高小立、戴清、
左衡、刘藩、李立等专家学者参加研
讨。与会专家从艺术与美学、工业与
产业、文化与社会等角度，积极回眸
2019年度的中国电影和电视剧，细致
分析当下中国影视的创作局面与产业
现象，对中国影视的未来发展提出了

建设性意见。专家们认为，2019年中
国电影的创作格局更加多元化，无论
是主旋律礼赞还是日常生活，无论是
科幻想象还是校园霸凌，都呈现在银
幕上，丰富了中国电影的面貌；电视剧
的发展则验证了“举国之大力”的特
点，我们要利用好这种体制优势，并进
一步发扬文艺批评精神。在讨论过程
中，2018年的“寒冬论”被重新提出并
再次引起关注。在此基础上，专家们
指出：中国电影已具有成熟的业态，部
分类型电影的创作已经成熟并达到新
的高潮，“中国性”在影片中获得了全
方位表现，“中国电影学派”与学术研
究新力量都有可喜的发展。因此，我
们应该对中国电影持有乐观的态度，
更应在“寒冬”的过渡期继续沉淀，潜
心打造优质项目，培养并储备优质人
才，为中国电影黄金期的到来蓄积
能量。

会上，专家们各抒己见，对《中国
电影蓝皮书》《中国电视剧蓝皮书》的

定位、投放、内容和意义展开了全方位
解析，高度评价了蓝皮书在业界的示
范效应。大家认为，本套蓝皮书对研
究对象的选取严格可靠，对材料的把
控收放自如，对文本的评述准确到位，
具有“史家眼光，列传定位”。

《中国电影蓝皮书》《中国电视剧
蓝皮书》是由北大影视戏剧研究中心
与浙江大学国际影视发展研究院合作
推出的年度“影响力影视剧”案例报
告，至今已连续出版两年，成为广受业
界好评的口碑书系。本套蓝皮书以

“影响力”为关键词，经由国内50位知
名影视学者、评论家投票选出2018年
度中国电影、电视剧中最具影响力和
代表性的作品各十部，继而以此为个
案，深入剖析中国电影、电视剧行业年
度重要现象，从中归纳中国影视产业
创作与发展的特征和规律，以此见证
并助推中国影视创作的质量提升、影
视产业的升级换代与电影工业美学的
理论建构。

由国家广电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
理司、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网络纪录
片《石榴花开》创作研评会日前在京举
行，业界专家学者从主题、内容、传播
等角度对《石榴花开》进行了全方位
解读。

以民族团结为主题的芒果TV自
制网络纪录片《石榴花开》第一季以独
特视角，重点聚焦苗族、独龙族、朝鲜
族、畲族、塔吉克族、藏族、蒙古族这7
个少数民族在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取
得的巨大成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监督检查司司长隋青表示，该作品围
绕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这条主线和各
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
民族工作的主题，从不同角度展示了
各民族团结亲如一家的现状，讲好了
中国故事，特别是讲好了民族团结的
故事。

去年上线播出的网络原创纪录片
有百余部，《石榴花开》是其中唯一一
部直接以民族团结为主题的作品。国
家广电总局监管中心视听一处处长孙
文涛认为，《石榴花开》题材重要，讲述
的是少数民族最朴素的家国情怀，弘
扬了主旋律，传播了正能量。中国传
媒大学艺术研究院教授王黑特表示，

“该作品突出对生活中人的情感呈现

和认知，以夫妻情感，以父子、母女、师
生的深厚情谊串联故事，形成关系纽
带，叙述新时代少数民族生活状态和
现代生活方式，让我们看到了各个民
族的共同欢喜、共同情愫、共同责任心
和共同生活态度，凝结为团结奋进、积
极乐观的‘石榴籽’精神文化价值。”

《石榴花开》一改纪录片稍显厚重
的基调，探寻轻快、时尚的叙述风格，
以各少数民族传统婚礼为主线串联故
事情节，融“小家”圆满与“大家”团结
于一体，生动地呼应了“各民族要像石
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的重要精神，
将国家与社会的进步映射到百姓平凡
的生活轨迹之中，让个人成长与观众
形成共情。节目中互动的成分非常
多，开播前率先发布的特别短视频中
就尝试了一次融合：56个民族的兄弟
姐妹身着民族服饰，一同唱响经典歌
曲《娃哈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
院副院长史安斌认为，《石榴花开》选
取平视的视角，将“平等、参与、沟通”
的互联网思维贯彻到传播中，作品带
有非常强烈的沟通意识。

《石榴花开》在创作手法上也有着
很多尝试，集情境记录、网络直播和流
行的vlog日记等创意表达于一体，给
观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视觉体验，还
推出了前往56个民族的主要聚居地、
收集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各族年轻人对
祖国祝福的特别节目，让观众能够在
最短时间内感受到中华民族的风情与
风貌，体现了新时代各族人民的团结
奋进、朝气蓬勃。中国纪录片网负责
人、纪录中国理事会秘书长张延利认
为，《石榴花开》是一部生动展现民族
地区发展成就的纪录片，是一幅生动
的少数民族风情画卷，是一次成功的
纪录片融合传播实践。

据悉，《石榴花开》第一季节目收
官后，第二季节目正在进行紧锣密鼓
的策划与前期调研工作，将关注各民
族在全面脱贫、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过程中涌现的典型故事，节目预计
在今年10月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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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盐城师范学院与江苏省盐城市亭
湖区政府联袂打造的中国文联2019年
青年文艺创作扶持计划资助项目、大型
原创音乐剧《挥向天空的翅膀》日前在江
苏省盐城市亭湖区文化艺术中心举行了
三场公演，博得观众和专家的一致好
评。此后，该剧的结项评审会在盐城师
范学院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同意
该项目如期结项，同时希望《挥向天空的
翅膀》主创团队不断树立信心、精益求
精、追求卓越，继续夯实艺术创作基础，
争取申报更多资金项目，使这台剧目朝
着舞台艺术的高峰迈进。

音乐剧《挥向天空的翅膀》是唯一入
选中国文联2019年青年文艺创作扶持
计划资助项目的音乐剧，通过独特创作
视角，艺术地表现了黄海之滨湿地保护
的故事。“通过女大学生程曦‘救鹤一卖
鹤一恋鹤一护鹤’的故事历程，一方面以

‘讴歌英雄’为基调，宣传了中国首位环
保烈士徐秀娟的感人事迹；另一方面以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为底色，讲述了美丽
中国、生态文明的精彩故事，诠释出盐城
黄海湿地大美的新画卷。”该剧导演、盐
城师范学院青年教师安英兰说。

盐城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党总支书
记潘丽华担任音乐剧《挥向天空的翅
膀》的负责人、总监制，她表示，为了将
该剧打造成一部思想精深、艺术精湛、
制作精良的精品力作，专门搭建了国
际版的中韩合作团队，全剧68名表演
人员都是盐城师范学院师生和本地工
作人员。

江苏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刘旭
东认为，《挥向天空的翅膀》题材新颖，地
方特色浓郁，是新时代用新艺术形式讲
好中国故事的一个样本，彰显了盐城师
范学院大学生良好的艺术素养和学校艺
术教育取得的优异成果。在《中国艺术
报》副社长孟祥宁看来，音乐剧《挥向天
空的翅膀》演出的成功，体现了盐城师范
学院广大师生的勇气、魄力和底气。“这
是一部集思想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优秀
音乐剧。”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教授王
建元认为，该剧编曲、旋律、配器都非常
专业，具有国际性视野，达到了较高的艺
术水准。

南京大学教授康尔指出，“音乐剧
《挥向天空的翅膀》选题很好，它用青
年人喜欢的时尚艺术形式，讲述一群
大学生热心环保、关爱丹顶鹤的故事，
既传递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理
念，又宣传了盐城优美的湿地风光和
湿地文化。”江苏省文联艺术部主任付
少武表示，“该剧故事清新，阐释了绿
色发展的理念；音乐旋律优美、动听，
能够打动人心；舞蹈动感十足，符合现

代观众审美眼光，体现了盐城文艺界
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孙慰川则
认为，该剧是盐城第一部音乐剧，起点高，
来之不易。一部经典作品往往要经过多
年的打磨、完善，希望今后在此基础上继
续精益求精。音乐剧合作方、韩方导演金
振晚表示，“艺术不分国界，音乐架起了中
韩合作交流的桥梁。我们在合作中将中
韩两国的音乐相互碰撞，优势互补，相互
学习，努力将这部音乐剧打造成为国际品
牌，希望不久之后在中韩两国乃至国际舞
台上展示中国音乐剧的魅力。”

盐城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高定认
为，该剧是一部讲述盐城生态故事、展示
湿地风光，传递正能量、弘扬主旋律的精
品力作，剧情紧凑、故事感人、演出到位、
舞台炫丽，体现了主创人员处处用心、事
事谋细的风格。“我们要让参演的大学生
拥有更多的自豪感，使这部剧成为他们
大学时代最美好的青春记忆。”盐城师范
学院党委书记戴斌荣表示，“我校要将这
部音乐剧作为大学生艺术教育实践的载
体，精心打磨，使之更加完美，让一届又
一届的学生演下去，让这部剧走出校园、
走出盐城，走向更大、更广阔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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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是贝多芬诞辰 250 周
年。2019年末，中国爱乐乐团与著名
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合作的“贝多芬
诞辰250周年”系列之一音乐会在北
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上演。音乐会上，
进入“知天命”之年的吕思清邀请三
位小提琴“未来之星”同台献艺，美妙
飞扬的琴音不仅应和了万象更新的
节气，也多了一份传承的力量。

音乐会的上半场，吕思清携年轻
小提琴演奏家李映衡、蔡珂宜和朱凯

源，以接力的方式演奏皮亚佐拉的
《四季》；下半场，吕思清与著名指挥
家余隆和中国爱乐乐团合作演奏贝
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以纪
念贝多芬诞辰 250周年。“传承很重
要，我很希望看到年轻人才涌现出
来，特别是这几年在担任国际小提琴
比赛评委时，看到一些优秀的国内和
华人小提琴手，觉得应该给他们创造
更多机会，帮助和支持他们，让他们
展露才华，因此这次演出从我的专场

变成现在的与新秀携手，我想这仅仅
是个开始。”吕思清说。

吕思清介绍，三位年轻小提琴手
与他有颇多渊源。首先，他们都是梅
纽因青少年国际小提琴比赛少年组
的获奖者，“他们都是这个比赛少年
组的第一名，我参加的是1983年第一
届梅纽因青少年国际小提琴比赛，当
时我是少年组第五名。那时，我还在
梅纽因学校上学。这些年，也做过梅
纽因青少年国际小提琴比赛的评委，
与之很有缘分。”吕思清介绍，此次受
邀的朱凯源，去年成为第五位获得帕
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金奖的华人
小提琴家，也是这个奖项最年轻的第
一名获得者。“而且，他小的时候在旧
金山生活，那时候我也在旧金山生活
过几年，在那里办了一个小提琴演奏
团，他还在我们的乐团里学过。来自
澳大利亚的李映衡和来自新加坡的
蔡珂宜今年才十二三岁，他们是去年
梅纽因青少年国际小提琴比赛少年
组的并列第一名，四五年前，湖南卫
视曾经做过一期关于音乐的节目，李
映衡就去了，当时他就找我，制片人
把他带到我住的酒店房间，他要跟我
拉重奏，我们就在酒店里拉了巴赫的
小提琴二重奏的一个乐章。”

音乐的成才之路漫长而艰辛，在

吕思清看来，除了自身具备的才能，
更需要把控和自律，特别是小孩子需
要长辈、老师、家长和有经验者给予
很大的支持与帮助。此外，取法乎
上，得乎其中。吕思清认为，目标的
树立亦极为重要。“对于学习小提琴
的孩子，要达到怎样的目标，首先要
让他知道什么是最高水准，制定很高
的目标后，即便没有达到目标，也会
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因此，要让
孩子清楚什么是最美的音色、什么是
最好的音乐表现，实现对最高的艺术
水准的认知，才能明确努力的方向和
追求。现在，有些老师、家长和培训
机构还没有注意到这些，致使孩子们
的能力没有更好地发挥出来。”

吕思清透露，这几年他做了很多
巡演和授课，也去过很多三四线城
市，发现了很多特别喜爱音乐并且正
在学习音乐的小朋友，更看到他们对
获得优秀音乐家指导的强烈渴望，而
学习音乐之初接受的技术与观念又
至关重要。因此，未来他希望通过利
用包括最新的网络技术和传播手段
等在内的多种方式，将音乐教育发展
成常态化，一方面针对极富才华的专
业音乐人才，另一方面面向大众实现
普及性音乐教育，助力他们共同
成长。

“To be，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这句文学史上经
典的戏剧独白自诞生之日起便被人
们广为探讨，而它的出处——《哈姆
雷特》，更是莎士比亚最负盛名的传
世佳作，数百年来被无数人描绘过、
演绎过。那么，当一群尚在校园的
学生演绎起他们心中的哈姆雷特
时，又会是怎样的画面呢？日前，由
北航外国语学院师生排演的英语舞
台剧《哈姆雷特》在北航晨兴音乐厅
上演，他们以纯英文式的表演向经
典致敬，也给观众演绎了一个不一
样的《哈姆雷特》。

此次由师生共同排演的《哈姆雷
特》是北航历史上首部学生英语舞台
剧，该剧由北京电影学院教师刘中哲
执导、北航外国语学院文学系副教授
宋敏编剧，在保留原著的基础上，将
故事线进行了精简，加入了主创对经
典作品的思考和解读。

刘中哲曾导演过多部舞台剧和
大型晚会，在多部舞台剧和影视剧中
出演主要或重要角色，并为多部影视
剧配音。“这是我第一次执导全英文
话剧，给我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刘中
哲坦言，此次排演工作与之前的执导
经历有着非常大的不同。

在排演过程中，面对非专业出身
的学生演员，刘中哲有自己的一套指
导方法。“非专业的同学们对舞台缺
少感知，比如怎么上下舞台、如何走
位、演给谁看等，在表达角色情感的
时候，不知道怎么利用自己的身体和
声音进行表演，处于一种自然化的状

态。”刘中哲介绍，据于此，他在指导
方式上对非专业的同学和专业演员
会做一些区别，“在严格要求基本的
戏剧表达规则的前提下，我会给非专
业的同学们更多的自主性，让他们更
好地融入舞台表演。”

为何以纯英文的方式来排演莎
翁的作品？刘中哲表示，文学作品在
中英文表达上存在一定的差异，用莎
士比亚的原版英文来演绎原剧，演员
表达起来更流畅自然，同时也是对这
群来自北航外国语学院的学生专业
水平的检验和呈现。“从策划和导演
的角度来讲，我们用英文演绎莎士比
亚的剧，是为了能让同学们在排练中
从纯文学的角度跳出来，从生命认知
的角度理解‘文学即人学’这句话的
深刻道理，进而更好地理解人生和社
会；另一方面，对于像《哈姆雷特》这
样的外国话剧正应该用英文来表演，
翻译成中文之后反而可能会丧失其
原本的涵义。”

谈及排演该版《哈姆雷特》的创
新之处，刘中哲表示，“考虑到现实条
件，我们对剧本进行了大胆删减，仅
保留了一条哈姆雷特的复仇线，把这
段故事情节集中保留并呈现，在一个
小时的表演时长内让观众清晰地理
解故事的发展逻辑和脉络。”此外，全
剧在结合剧情的基础上，还增加了几
场偶戏和影戏，在结尾处安排了剧中
人物对灵魂救赎和洗礼的场景，让他
们的灵魂重生，给他们重新选择的机
会，通过他们的选择实现导演对整部
剧的阐释。

音乐会现场

2019年 12月 24日，在浙江音乐
厅的舞台上，一部以茶为主题的音乐
作品《问茶》拉开了青年女作曲家邬
娜个人作品音乐会的序幕。这首时
长9分钟的作品，风格柔美清新而不
失大气，细腻地描绘了作曲家对“茶”
这一文化符号、“问茶品茗”蕴含的哲
理以及以此寄托的风貌与精神。

《问茶》之后，在《吴歈越吟》一曲
中，江浙沪一带的民间小调，结合巴
松这一朝气与柔情并存的木管乐器，
交织着戏曲元素粉墨登场。邬娜特
别谈道，正是她的丈夫、也是担任这
首乐曲巴松独奏的演奏家杨光带给
她灵感，无论是温暖的亲情还是对祖
国的热爱，都可以在音乐中得以诠
释。这首乐曲用音乐语言描述了人
情暖意和绿水青山的江南秀色，讴歌
了令人憧憬、令人奋进的新时代和新
气象。

音乐会上演奏的第三首邬娜创
作的乐曲——大型交响诗《惜怀岳武
穆》（2019 版）以岳飞的词作《小重
山·昨夜寒蛩不住鸣》为背景创作。
千百年来，岳飞的事迹一直激励着中
华儿女自强不息、不畏艰难、精忠报

国。在时而紧张肃杀、时而沉重怆
然、时而百转回肠的乐声中，民族英
雄同时亦为优秀文人的岳飞形象与
身影清晰浮现，令人感慨而感动。

三首作品风格迥异、各有韵味，
这次都在浙江交响乐团为邬娜举行
的第三批省属舞台艺术拔尖人才结
项汇报音乐会上一一呈现，较为完整
地展示了这位青年作曲家的实力以
及她作为女性作曲家的独特风格。
据了解，自 2017 年入选浙江省文旅
厅第三批省属舞台艺术拔尖人才项
目以来，这是浙江交响乐团为邬娜举
办的第三场个人作品汇报音乐会，也
是她进入浙江交响乐团工作以来的
第四场个人专场音乐会。年年岁岁，
坚定前行，邬娜用音乐作品让人们清
晰见证了她的成长和蜕变。

作为一名优秀的女性作曲家，邬
娜今年还被邀请至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参加“21世纪女性作曲家”座谈研
讨会并代表中国发言。她的一路成
长，也绝非一蹴而就，不仅因为她的
天赋和自身的不懈努力，也和浙江交
响乐团对于培养自身创作人才、打造
原创作品的重视度息息相关。

浙江交响乐团举办青年女作曲家邬娜个人作品音乐会

用音乐语言
描述人情暖意和江南秀色

□ 乐 章

吕思清：与新秀同台，仅仅是个开始
□ 本报记者 乔燕冰

北航首台学生英语舞台剧《哈姆雷特》上演——

“在尊重经典的前提下
加入吾辈的思考和解读”

□ 本报记者 张 悦 实习记者 张友全

中国电影2019高峰论坛暨“中国影视蓝皮书2019”出版座谈会举办——

中国电影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新常态
□ 杨碧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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