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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 本报记者 杨道

近日，青年钢琴家秦川应邀到海
口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演奏会。
当天，到场观众多为琴童与家长，现
场气氛热烈，互动频频。台下的观
众一边倾听琴上流淌的拉赫玛尼诺
夫美妙的钢琴曲，一边还能从屏幕
里欣赏演奏者秦川臻至化境的演奏
技巧，间或，还有秦川在琴与琴之间
跑动的身影。这样的场景，似乎正
好契合秦川在古典音乐与现代音乐
间的自由游弋。

会五门外语的博士钢琴家

初见秦川，觉着他更像诗人。谦
和、温润，不若影视剧里演绎的一脸睥
睨天下的钢琴家的张扬。

秦川出生于一个音乐世家，从小
就被视为天才。据说两岁时不好洗
澡，常哭闹，母亲为此很是烦恼。后
来借得邻居家一曲《天鹅湖》，哭闹的
秦川就迅速安静下来了，并完全沉浸
于音乐中。这一发现大概不仅让秦
川的母亲找到了让其安静洗澡的方
法，同时也发现了儿子在音乐方面的
天赋异禀。

其实秦川的天才，并不局限于音
乐。从小，他就是一个学霸，爱动脑

筋，他随时随地处于思考中，也许是电
脑方面的，也许是文学，甚或可能是哲
学问题。小时候的秦川，学习成绩非
常好，小学毕业时，在对文化课成绩要
求极高的南京外语学院附中和被视为

“音乐家摇篮”的上海音乐学院附中之
间，他选择了后者。

因为喜欢动脑子，他自小学琴就
没费太多力气，一堂钢琴课下来，他
只需10分钟就能完成老师布置的作
业。1995年，秦川从上海音乐学院
附中毕业，以全额奖学金赴美国奥
伯林音乐学院学习。后考入美国最
著名的音乐学府茱莉亚音乐学院，
并成为该学院百年历史上第一个同
时获得最高演奏家文凭和最高博士
学位的人。

而今，他是六大国际钢琴比赛的
金奖获得者，有梅西安现代国际钢琴
比赛金奖、“巴黎市大奖”和“鲁宾斯坦
奖”等众多钢琴奖项加身，他与郎朗、
李云迪、马友友一起被称为世界主流
乐团“华人四巨头”。同时，又因其富
有文艺气息的演奏气质，他还有着“钢
琴画家”的美誉。

提及这些荣誉时，秦川显得淡
然。他似乎更愿意去聊些音乐之外的
话题。他的语言天赋也极好，能熟练
使用英、法、意、德、韩等多种外语来读
一些经典文学作品的原著。他喜欢读

书，也喜欢写作，从10岁开始尝试写
爱情小说。如今，能自己支配的时间
越来越少，但他每天会留出固定的练
琴和读书时间。他的阅读涉猎很广，
从《共产党宣言》到《飞碟UFO》到《古
罗马皇帝私生活》到莫迪亚诺的作品，
甚至还有《厕所革命》和金庸的武侠小
说系列。

致力探索、推广现代音乐

2003 年，秦川在梅西安现代音
乐比赛中演奏了“世界上最难的钢
琴曲”之一——《鸟的苏醒》，一举夺
魁。“现代音乐之父”梅西安的夫人
称赞他：“不仅有令人生畏的演奏技
巧，也具有深厚而丰满的文化底蕴，
闪耀着激情的火花，是理性和激情
的融合”。

提及现代音乐，秦川显得更兴
奋，语速也明显轻快了许多。他毫
不讳言自己对现代音乐的喜爱。因
为从小生长在一个极为民主的家
庭，秦川性格里的自由因子自由发
展。他说自己从小就不是个循规蹈
矩的人，所以，尽管整个 20世纪都
徘徊在莫扎特与贝多芬之间，但他
从不认为这就是圣坛。他不喜欢重
复别人的履迹，因而一直在探索属
于自己的音乐。

后来，因为一场音乐会，他遇见了
梅西安的作品，他觉得自己找到了一
直追索的梦境，整个身体颤动了。尔
后，他又凭借对《鸟的苏醒》精妙的演
绎，唤起欧美音乐界对中国音乐人新
的理解和探究。

秦川认为，其实古典音乐与现
代音乐并非界限分明，而是相互依
存。于某种意义而言，古典音乐是
现代音乐的基础。他说自己一直致
力于探索、推广现代音乐，他希望通
过自己的努力，让现代音乐与古典

音乐能更好地融合，并为更多的音
乐人接受。

当天，在海口演奏现场，秦川与琴
童互动，言语风趣，且富炫染力。提及
琴童学琴的问题，他说自己并不十分
认同让孩子每天必须守在琴前几个小
时的做法，他认为课堂上认真听讲和
对于曲目练习时间的分配尤为重要。
至于初学琴的孩子，一定要找个专业
的老师，在儿童学琴早期即介入视唱
练耳教学，这样对儿童的学琴具有事
半功倍的效果。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我有着深厚的海南情结。”冷成
金说，26年前，他第一次踏上海南岛，
便马不停蹄去瞻仰了东坡书院。时
至今日，他也一直关注和思考东坡文
化的传播。

建议创办东坡诗词文化节

海南如何更好地促进东坡文化
与旅游相结合，一直是冷成金思考的
问题。他给出了两点建议：一是建立
国家级东坡馆，二是创办东坡诗词文
化节。

冷成金表示，海南是世界少有
的既有优美自然环境，又有丰厚人

文资源的国际旅游目的地。他客观
分析了海南经济发展模式和旅游发
展趋势，认为文化创意产业将会成
为未来海南的支柱性产业之一。东
坡文化，作为最具有辨识度，最具有
传播力和最具持久性的文化 IP，必
然成为海南文化创意的最重要的核
心之一。

“海南应该筹划建立国家级东
坡文化馆，以最先进的理念、最先进
的设施和最引人入胜的情景设计再
现以东坡居儋三年为核心的东坡一
生的重要事迹和诗文情景，在东坡
文化的体验中使人的知识得到丰
富，境界得到提升。”冷成金说，将东
坡文化馆打造成游、研、学、住、培训
为一体的综合体，在一定意义上使

之成为海南旅游重要目的地。同
时，还应该创办东坡诗词文化节，吸
引全世界的华人来此创作诗词，使
海南真正成为诗乡歌海，将诗词文
化节办成海南旅游者的精神家园。

建议对民间歌舞再创造

谈及东坡文化与海南旅游发展
的关系时，冷成金说：“如果说海南的
风光旅游代表了海南旅游文化的广
度，海南的民俗旅游代表了海南旅游
文化的深度，那么，东坡文化就代表
了海南旅游文化的高度。”

冷成金认为，在世界各个岛屿
旅游中，不缺少美丽的自然风光，也
不缺少丰富多彩的民俗，但东坡文

化所代表的高度，是世界所有岛屿
旅游中绝无仅有的。这是海南旅游
的最重要的特色之一，应该给予充
分重视。

苏东坡是中国文人的杰出代
表，东坡文化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儋州和
海南的一张无可比拟的文化名片。
弘扬东坡文化，传承东坡精神，提升
人文素养，对推动儋州和海南文化
与旅游融合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

此外，冷成金还建议，海南有着
极为丰富的民间歌舞宝藏，应该对
这些民间歌舞再创造，使之焕发出
时代的活力，为海南旅游提供不尽
的文化动力。

东坡文化：一张无可比拟的文化名片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冷成金：

东坡居儋 此心安处即吾乡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居儋三年：此心安处
即吾乡

“东坡居儋三年，把儒、释、道文
化的精华发展到了极致，其人格境界
达到了传统士大夫人格的最高峰，为
我们弘扬传统文化树立了鲜活的样
板。”说起海南苏东坡文化的特点
时，冷成金这样概括。

东坡在渡海前写道：“某垂老投
荒，无复生还之望。……今到海南，

首当做棺，次便做墓。……死即葬于
海外，生不契棺，死不扶柩。”足见其
悲痛与决绝之心，但该词却了无贬谪
之苦痛，生活之艰辛。该词充分表达
了苏轼当时的心境，可以说这时的苏
东坡已经实现了对艰难现实的审美
超越，即将艰苦的生活转化为审美的
人格境界。

苏轼初到儋州，看到黎民大多
不事农业，主食只有薯芋、鱼类，且
喜欢赌博，他想到的是“咨尔汉黎，

均是一民”，于是便着手设馆办学，
劝人耕耘戒赌，并指导百姓挖井取
水，采摘草药治病。第二年春天，苏
轼创作了著名的《减字木兰花·己卯
儋耳春词》：

“春牛春杖，无限春光来海上。
便丐春工，染得桃花似肉红。

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
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苏东坡因春光明媚、春风拂拂、
鲜花盛开、白絮飞扬而兴奋不已。更
可喜的是儋耳农业劳动风气的扭转，
更令东坡欣慰。满心欢喜，哪里还有
愁苦之意？

三年后，苏东坡离开海南时留
恋地写下了《别海南黎民表》：“我
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
去，譬如事远游。”更是直接将海南
当作自己的家，建构起精神家园，
达到了“此心安处即吾乡”的至高
精神境界。

冷成金认为，在这一时期，苏
轼彻底摆脱了外物的束缚和羁绊，
以“吾生本无待”和“思我无所思”
态度来对待世事人生，即以人类历
史的合理性为自己生命实践的唯
一依据，真正建立起不唯古、不唯
书、不唯上、不唯权，只唯民、唯实、
唯善、唯美的文化人格。“故海南时
期的东坡时时可学，处处可学，是
我们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活样
板。”冷成金说。

姜唐佐中举 东坡眼力长

说起海南的东坡文化对于内地
的意义时，冷成金特别强调，“海南人

情醇厚。倘若儋州人情不纯美，不能
厚德载物，就不可能产生东坡居儋三
年的东坡文化。”

苏东坡初到海南时，曾受到当
地官员的热情接待，但朝廷上的政
敌却逼迫他搬出官舍。此时，当地
人民给了他很大帮助，为他在桄榔
林下修建房屋，并给他送来粮食、果
蔬和猎物。当他酒醉夜归时，黎童
总会给他指路，乡邻不时也会来看
他是否平安归来。

当苏东坡北归过润州时，有人
问他：海南风土人情如何？他回答
说：“风土极善，人情不恶。”这是东坡
对海南人民的深情赞美。

冷成金认为，东坡贬居惠州和儋
州近六年的岭海时期，可谓惠儋一
体，但儋州为最，在苏轼的整个生命
历程中，儋州时期达到了中国士大夫
人格的最高境界。“我们学习东坡精
神和东坡文化，主要就是学习这一时
期，这也是海南东坡文化的一个极为
突出的特点。”

说起苏东坡与海南的故事，还
有一段让人们津津乐道的佳话：琼
州人姜唐佐曾拜苏东坡为师半年，
他赴广州应试时，东坡曾在其扇上
题诗曰：“沧海何曾断地脉，珠涯从
此破天荒。”并承诺他中举后再续后
两句。

后来姜唐佐果然成为海南有史
以来的第一位举人，然而此时东坡
已经去世，其弟苏辙续完此诗：“锦
衣不日人争看，始信东坡眼力长”。

“今天，我们以这两句诗来评价苏轼
对海南文化的贡献，不正十分恰切
吗？”冷成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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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钢琴家秦川：

用现代音乐唤起“鸟的苏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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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南开大
学附属中学儋州市
第一中学的东坡讲
堂，中国人民大学文
学院教授、中国苏轼
研究会副会长冷成
金作了《东坡文化与
儋州旅游开发》专题
讲座。他重点阐述
了儋州东坡文化的
特质和意义，并对东
坡文化和旅游如何
结合提出独到建议。

冷成金研究东坡文化作品集。

冷成金现主编学术辑
刊《中国苏轼研究》，出版的
专著有《苏轼的哲学观与文
艺观》《苏轼词选注》《论语
的精神》《唐诗宋词研究》

《中国文学的历史与审美》
《隐士与解脱》等，公开发表
论文百余篇。曾担任44集
电视剧《苏东坡》编剧，其历
史杂谈作品《读史有智慧》
等被翻译出版到韩国、日
本、埃及、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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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K将为纪录片带来什么
■ 张同道

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K 电视频道开
播，并制订了 4K 发展规划。纵观电影电视并
不漫长的历史，技术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技
术问题，一项核心技术所带来的视听经验变迁
往往是不可逆的，并由此引发美学、产业革
命。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胶片到
录像，从模拟信号到数字信号，每一次技术发
展都带来美学、文化与产业震荡，重新修订行
业版图。

4K 电视来了，纪录片将发生什么样的变
化？笔者认为，4K将从制作、传播与产业等层面
重塑纪录片面貌，成为纪录片发展的一个转折
性节点。

4K制作对于资金、技术提出了更高的标准，
在行业资源大致维持不变的情况下，资金将向
大片流动，而留给普通影片的资金会大量减少，
小型化、本土化将成为普通纪录片的无奈选
择。由此，4K将改变纪录片的制作模式：大片愈
来愈大，小片愈来愈小，形成两极分化，中等制
作将遭遇危机。

大片化将导致纪录片逐步靠近电影、电视剧
生产模式，走上工业化之路。作品数量急剧收
缩，但品质获得提升，只有具备创意、功能、传播
力与市场空间的选题才可能得到资源。而在大
片化背景下，本土化将要求纪录片贴近地方，贴
近人群，以鲜活、灵动、充满生活质感的故事取
胜，制作方式靠近短视频。由此，从创意、资金、
制作模式、传播模式与产业模式，纪录片都可能
发生一场深刻变化。

从传播角度看，大片将占据主流平台，获得
更为强大的话语力量，并易于形成传播现象。同
时，因为品质提升，纪录片进入电影院线的想象
空间更为宽阔。而本土化纪录片则选择地面频
道、新媒体作为传播平台，寻找与本土、小众人群
的沟通。

从产业角度看，4K将是国际纪录片传播的技
术标准，也是市场进入标准。因此，4K将带动纪
录片市场进入一个新阶段。而本土化纪录片则
主要面对地方、新媒体市场，进入国际市场和全
国市场的可能性降低。

由此可见，4K技术一旦成为行业主流，纪录
片行业将面临重新洗牌，资金、技术、人才向强势
平台流动，市场化程度将进一步提升。

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4K只能为技术品质
提供保证，却无法为一部平庸的作品镀金。纪
录片的核心竞争力依然是人文创意与美学呈
现，不管多么精彩的技术都无法赋予一部作品
以灵魂。同时，4K 主流化将导致一些依赖小型
数字设备制作的纪录片逐步失去专业地位，越
来越边缘化，从而限制了纪录片文化美学的多
元与丰富——而文化多元与美学丰富也是纪录
片的独特价值。

4K让电视纪录片重新审视自己。从录像带
开始到4K之前，电视纪录片的30年历史都会遭
遇无法挽回的遗憾，那些曾经激荡人心的经典
作品将因为技术原因失去观众，甚至磨损档案
价值。但此前的电影纪录片则可与4K顺利对接
——胶片质量与4K基本相同。纪录片的价值首
先在于记录，如果因为技术原因磨损了记录价
值，这是纪录片的遗憾。

还好，4K来了。期待4K带给纪录片的机遇，
也期待4K技术设备的大众化，为纪录片开辟宽阔
的生存空间。 （光明日报）

爱因斯坦“上帝之信”
拍出240万美元

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离世前一年写下
的“上帝之信”12月4日在美国纽约佳士得拍卖
行以落槌价240万美元（约合1644.58万元人民
币）成交。这封信2008年拍卖过一次，当时成交
价为40.4万美元。

据德新社报道，爱因斯坦1954年在美国新
泽西州普林斯顿写下这封信，写给德国犹太裔
哲学家埃里克·古特金德。后者以研究犹太哲
学著称，同时他还是一位坚定的无神论学者，以
哲学辩证的方法来证明神学的虚伪性。当时他
写 了 一 本 书《Choose Life： The Biblical
Call To Revolt》（选择生命：圣经的反抗召
唤）寄给爱因斯坦，希望他能够对这本书进行批
评和指正。

爱因斯坦在信中直言自己的宗教观，说《圣
经》“是一本珍贵但依然原始的传奇故事集”；还
说：“对我而言，‘上帝’这个词不过是人类弱点的
一种表达和产物。”这封信因而被世人称为“上帝
之信”。信中的内容一直被认为是爱因斯坦为无
神论者最好的证明。

佳士得的书籍和手稿专家彼得克拉内特说，
这封信的预售价为100万至150万美元，因其直
率而著称。

12月4日的拍卖持续4分钟，成交价远高于
拍卖行先前预估。拍卖行发言人说，加上各项费
用，买家最后支付费用为约290万美元。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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