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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讯文化聚焦

■ 刘巽达

中国优秀文化的弘扬，不管是“走
出去”还是“转内销”，我们都该乐见其
成。希望以英文版歌剧《红楼梦》为起
点，有更多的中国经典文学作品完成
文化的有效传达。

这是近日发生在美国旧金山的一
幕：深夜 11 点多，凡奈斯大街的战争
纪念歌剧院门前依然灯火通明，刚步
出剧院的观众意犹未尽地谈论着刚才
的演出，有的观众还等候在“黛玉”的
大幅剧照前留影纪念。这部由华裔艺
术家准备3年多时间，中、韩、美歌唱

家联袂主演的英文版歌剧《红楼梦》，
近期成功完成首演，创造了一个文化
标志性事件。

若论有情节的中国经典文学，《红
楼梦》当首屈一指，所以对它的改编从
未停止过。然而搬上西方歌剧舞台，
用英文演唱全剧，这是第一次。

通常所说的“走出去”，是指国
内团队去国外演出。眼下英文版歌
剧《红楼梦》的原创地却在美国，创
作者只是选择了中国经典文学作为
歌剧题材，做了一次中国文化传播
的尝试。

文化的传播，也有难易、深浅之
别。舌尖上的传播，就比较简单直接；

武术的传播，也容易偏于“术”的层面；
书法艺术的传播，虽其要在形式美，但
象形文字的深奥容易让老外望而生
畏。而最能代表中国文化坚密质地的
部分，当推我们的文学经典，如《红楼
梦》。它可谓中国意境与中国审美的
最佳形象代言。当以英语为母语的人
群被这部经典文学作品改编的歌剧所
打动时，中国文化走出去才算是完成
了一次真正的有效传达。所以这次

《红楼梦》的国际改编，可列入具有象
征性的文化事件中。

值得注意的是，此番英文版歌剧
《红楼梦》的创作演出，并不是由国内
的团队完成翻译，而是由一群英文背

景良好的华裔美国人完成，这就保证
了英语作品的质量。主创者们深谙
中英文化，用战争纪念歌剧院院长马
修·希尔瓦克的话说，这是一支“全明
星梦之队”：如美国麦克阿瑟天才奖
获得者、来自上海的作曲家盛宗亮，
美国出生、台湾地区长大的华裔导演
赖声川等。这让我们依稀看到了“中
国文化走出去”的未来图景：将有越
来越多“打通两种文化”的华裔人才，
深入挖掘中国文化的优秀部分，然后
以有效的方式展示于国际舞台，这是
令人鼓舞的前景。

饶有意味的是，主创者还计划让
英文版歌剧《红楼梦》进入中国舞台，

在旧金山演出后，该剧将于明年 3 月
参加香港艺术节。赖声川也期待着
把这部歌剧改为中文版，“要演给全
球华人看。”这就意味着，中国文化已
经不是一个简单“走出去”的命题，它
本身就是一笔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
——既可以对纯老外产生吸引力，同
时更对全球华人具有吸引力。倘若
以宽广的胸怀和开阔的视野来看待
此事，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优
秀文化的弘扬，不管是“走出去”还是

“转内销”，我们都该乐见其成。希望
以英文版歌剧《红楼梦》为起点，有更
多的中国经典文学作品完成文化的
有效传达。

歌剧《红楼梦》有效传达中国文化

和很多地方戏一样，琼剧
也面临观众老龄化和年轻观众
流失的问题。如何保证此部
《喜团圆》琼剧电影的排片率和
上座率，也是海口市琼剧团需
要思考的问题。但陈素珍充满
信心地对记者说：“有观众基础
就对作品有底气。”

“我们现在下乡演出观众
都非常热情。”陈素珍认为，琼
剧是海南文化的重要载体，这
么多年能够一直传承下来，有
其魅力所在。

陈素珍说，由于文化消费
选择的增多，现在各地的地方
戏都变得越来越小众。而近几
年拍摄的电影《智取威虎山》
《霸王别姬》《梅兰芳》等，都取
得了很好的市场效果，更通过
电影的形式激发了人们对传统
戏曲的兴趣。“让戏曲和电影结
合，既让人们看到了传统戏曲
的魅力，也感受到了电影艺术
的视觉冲击力。有利于让地方
戏扩大影响力，走出小天地，成
为家喻户晓的知名剧种。”

“我们此次拍摄采用4K高
清数字电影拍摄手法，并且用了
很多90后琼剧演员，也是希望通
过不断创新，吸引更多年轻观
众。”张建雄说，目前琼剧团到香
港、新加坡以及东南亚演出，非常
受当地侨胞欢迎，所以对影片的
国外市场也非常有信心。但同时
也希望政府相关部门帮影片进行
宣传，让更多人知晓。

到目前为止，《喜团圆》这
部琼剧电影的拍摄已经完成了
一半多。记者对剧组电话采访
时，发现从导演、演员到所有参
与这部电影创作的人员每天都
异常忙碌。“大家都想努力拍出
一部回归经典、致敬传统的诚
意之作。”陈素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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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计思佳
实习生 钟圆圆

对于海口市琼剧团团长陈素
珍来说，出演琼剧《喜团圆》已是
轻车熟路的事。但这一次，她的
演出地点是江苏而不是海南，面
对的是镜头而不是观众。

9月1日上午，中国戏剧梅花
奖数字电影工程——4K戏曲数
字电影琼剧《喜团圆》在江苏宜兴
的江南影视基地举行开机仪式。
该剧是继1962年公映的《红叶题
诗》后拍摄的第二部琼剧电影。

“琼剧是海南文化的载体，已
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将琼剧翻拍成电影，能够让
更多人了解海南文化、体验琼剧
魅力。”海口市琼剧团副团长张建
雄告诉记者，琼剧团在影视基地
的电影拍摄将持续一个月，该电
影计划明年在院线上映，还将推
向东南亚和海外市场。

“转危为安”后的全球开放共享

敦煌莫高窟1650岁庆生

今年是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诞辰”
1650周年，来自世界各地的大批官员、学者和专
家在近半年时间里接踵而至，通过学术论坛、文
物展览、音乐会等多种形式为这处古老的遗产

“庆生”。作为敦煌文化的实物遗存代表，近年
“转危为安”的这处古老遗产将与全球开放共享。

据史料记载，公元366年（西秦建元二年），乐
僔和尚在莫高窟创建了第一个石窟，从此，山麓断
崖上凿壁开窟的声音历经10余朝、1000年延绵
不绝，莫高窟这座佛教艺术圣殿保存至今，已历经
长达1650年的兴起、废弃、重生的跌宕命运。

这座被誉为“文化圣殿”的人类遗产，交汇融
合了世界四大文明印记，其千余年“成长”历程充满
坎坷。无论是“一锤定音”的开窟之艰，还是长期非
官方管理状态的保护之难，亦或是眼下的机遇与挑
战……无不体现着“交融创新”的绵延不绝。

“敦煌文化艺术的灿烂辉煌，得益于整个区域
的民众自发的心愿和千年不辍的营建，度过历史的
沧桑与劫难，安然至今，她是中华民族开朗、进取、
诚敬、和平的重要见证。”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在
追溯莫高窟走过的1650载光阴时如是说。

经过近70余年“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病
患缠身”的莫高窟在经过长时间劫难后终于“转危
为安”，并从抢救性保护进入了预防性保护阶段。
以“数字敦煌”为代表的一大批科技创新成果，也
通过多种载体“飞入寻常百姓家”，与全球共享这
处古老遗产与现代科技的“联姻”。 （中新社）

脑瘫女孩靠1根手指
每天写作8小时
已出版三部作品

“齿轮滑进故居的老巷，静悄悄没有声响。
齿轮渐渐逗留在，迷茫的时光……”乡愁若灯诵
读分享会暨《乡愁若灯：互动征文选集》新书首发
式近日在南京举行，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南京脑瘫
女孩王忆的诗作《回到老宅深巷》破例收入其中。

王忆出生时，因母亲分娩羊水破裂，加之接
生医生的疏忽，造成缺氧窒息，导致王忆落下了
小脑偏瘫。现年26岁的王忆自小双下肢不能
独立行走，甚至说话也非常吃力，但依然乐观坚
强的王忆却在写作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快乐。
因为手部变形，王忆在敲打键盘时只能依靠一
根手指，每天王忆要耗费8个多小时在写作上，
可她一天最多只能完成一两千字。即便如此，
王忆依然乐此不疲。

据悉，王忆现已出版了三部作品，分别为诗歌
《轮椅上的青春》、个人散文集《百合绽放时》以及小
说《天若有情之心中的青鸟》。 （据《扬子晚报》）

全球最佳博物馆榜揭晓
秦兵马俑博物馆蝉联亚洲第一

9月14日，全球领先的旅行规划及预订网
站TripAdvisor（猫途鹰）公布了2016年“旅行
者之选”全球最佳博物馆榜单。619家博物馆
正在引领全球文化深度游热潮，美国纽约大都
会艺术博物馆位列世界榜首，中国西安秦始皇
兵马俑博物馆蝉联中国及亚洲第一。

据了解，该榜单是根据该网站和APP上全
球用户在过去一年内对博物馆的评分、点评内
容与数量综合计算而来，反映了世界各地的博
物馆在过去一年内受全球游客欢迎的程度。此
次全球共619家博物馆获奖，分布在55个国家
和地区，涵盖科技、艺术、文化、历史、建筑、军事
等各个领域。

本次调查中，79%的受访者表示体验不同
的文化、开阔眼界是他们旅行的原因。作为文
明和文化的窗口，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是游客快
速深入了解当地的途径之一，也越来越受到全
球游客的青睐。

中国西安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再度入选全
球前25，较去年上升2位，并连续两年位列亚洲和
中国榜单第1位。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在猫途鹰
上的评分高达4.5分（满分5分），拥有来自世界各
地游客提交的超过9200条评论，语言覆盖汉语、
英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法语、日语等二十多个
语种，并在西安市333家景点中排名第一。

自1979年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开馆以来，
已经吸引了9000多万游客以及200多位国家
领导人或政府首脑前来参观。秦始皇兵马俑博
物馆有关负责人表示，能够再次入围“旅行者之
选”全球25大博物馆榜单，是公众对博物馆工
作的极大肯定，也是对秦始皇帝陵和兵马俑以
及秦文化更广的传播。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将
继续努力，向着“建设世界一流文化博物馆、国
际一流旅游目的地”的目标迈进，让全球游客在
享受文化带来的震撼与感动的同时，享受更加
完美的游览体验。 （据《西安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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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剧电影时隔54年后重新开拍

谈及电影《红叶题诗》对琼
剧的影响，陈素珍深有体会。

“电影放映后在海内外引起
轰动，佳评如潮。里面的很多唱
段成为了琼剧的标志。”陈素珍
说，特别是当年扮演女主角的青
年演员王英蓉，一下子蜚声海
外，侨胞们誉她为“海南的电影
明星”。“我后来去中央电视台参
加戏曲晚会时，被指定表演《红
叶题诗》中的片段，那些导演也
是通过电影知道这部琼剧的。”

但可惜的是，《红叶题诗》后
再无琼剧电影问世。“这些年我
也一直在思考这件事，但苦于找
不到戏曲和电影的结合点。并
且我认为户外实景拍摄无法展
现出琼剧的表演之美。”当陈素
珍来到江南影视基地后，她觉得
灯光、布景都达到了自己的要
求，终于下定决心开始拍摄。

“电影和舞台上的琼剧区别
很大。电影虽然镜头多，但情节
更加紧凑。”陈素珍介绍，过去
《喜团圆》在舞台上表演，至少要
两个多小时，而这次电影压缩到
90分钟以内。

更大的区别体现在演员的
表演方式上。电影中饰演周子
卿夫人的90后琼剧演员阮丹青
告诉记者，戏剧表演更加写意，
电影表演则更加写实。“舞台表
演因为离观众很远，所以会更加
夸张，动作幅度大，唱腔也会拖
得很长。电影表演则更加细腻，
一个眼神一个手势就能传达一
个意思。”

为了提高观众们的观影效
果，琼剧团采用4K高清数字电
影拍摄手法。“我们希望借助现
代影视手段‘化技为艺’，用大银
幕来展示琼剧本身的魅力，再加
上科技的助力，带着琼剧走得更
远。”张建雄说。

《喜团圆》讲述的是一位海南
母亲孙淑琳在一场天灾中与丈夫
及两个儿子失散。为寻亲人，孙淑
琳渡海北上，开始了她漫长而艰难
的寻夫觅儿的历程，最终一家喜得
团圆的故事。

陈素珍说，之所以选择将《喜
团圆》拍摄成琼剧电影，主要是考
虑到这部剧知晓程度高，在很多地
方戏都被演绎过。

据了解，此次电影版《喜团圆》的
编剧由海南琼剧界前辈谢成驹担
任。谢成驹说，第一次尝试写电影剧
本，他也经历了很大的转变。“我开始
写了一个开场戏，是常府为老爷祝寿
的热闹场面，我想用高腔来表现热
闹。第二天给导演看，导演说这是舞
台本不是电影本，想要表现热闹，电
影可以通过各种场面来表现。”

谢成驹说，最终的剧本在传统
舞台版本上提炼加工，略去铺垫，
直入主题，戏剧冲突和人物矛盾更
加突出，加之蒙太奇等电影手法的
运用，将更具可看性和观赏性，“忠
孝仁义”的主题思想也更加鲜明。

虽然《喜团圆》在很多琼剧舞
台上也被表演过，但大多没有交代
清楚故事发生的地点和背景。对
此，谢成驹特意在剧本中添加了很
多海南元素。

“例如，明代的海南文昌发生
过地震，我将此作为他们一家四口
失散的故事背景。剧中，大儿子常
天保的小名叫‘椰壳头’。他因想
念家乡的抱罗粉，便将来自海南的
孙淑琳买到府中作奴仆（此前，常
天保夫妇并未知晓孙淑琳的真实
身份。）。最终在公堂上，孙淑琳从
怀中掏出了常天保小时候穿的鞋
子作为证据，鞋子边缘上绣的就是
12个椰壳。”谢成驹说，希望通过
电影中的这些意象来宣传海南的
特色，同时让海外的琼籍华侨看了
有亲切感。

9月1日,琼剧电影
《喜团圆》在江苏宜兴的
江南影视基地开拍。

琼剧电影《喜团圆》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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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剧电影《喜团圆》剧照。

琼剧电影《喜团圆》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