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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日本学者藤井省三来琼参加“跨学科
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
会后，他在海口接受了海南日报记者独家专访，
畅谈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影视作品。

鲁迅文学是世界文学一部分

藤井省三看上去很儒雅，戴着一副眼镜，待
人客气有礼。他是20世纪中国文学尤其是鲁迅
研究的著名专家。他告诉记者，他小学五年级
的时候就看鲁迅的《故乡》，上大学的时候开始
思考鲁迅笔下的人物，逐渐了解到鲁迅的生活
和他所写的故事。

日本学界鲁迅研究最主流的方法是考据研
究，而藤井省三的鲁迅研究里有许多属于比较
文学的研究。他认为，日本学者研究鲁迅的一
个方法是翻译，即大多数研究者倾向于对鲁迅
作品一字一句地翻译。在阅读鲁迅作品时，其
中的细枝末节会成为日本学者翻译时的关注
点。

比如，鲁迅的作品《故乡》里叙述者的“我”
被称作“迅哥儿”，听起来很像鲁迅本人。藤井
省三翻译的时候，认为这个表述很有意思，是为
了强调叙述者的“我”对闰土的十年的怀念以及
二十年的忘却。因此，他会由这些细微的点展
开他的思考。此外，藤井省三还很关注鲁迅的
读书经验，他说，鲁迅作品受到许多日本作家的
影响，如夏目漱石、森鷗外、芥川龙之介等，都对
鲁迅影响很大。

虽然藤井省三是蜚声海内外的鲁迅研究专
家，但他表示自己不是为了研究鲁迅而研究鲁
迅，他是把鲁迅放在世界文学背景之下进行研
究，对他而言，鲁迅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
研究鲁迅文学是联结他跟世界之缘的最重要的
纽带与桥梁。

希望来海南采风创作

“我也很喜欢中国作家余华的作品。”藤
井省三告诉记者，余华的《活着》是一部很优
秀的文学作品，即便这本书讲的是中国故事，
但在日本很受欢迎，可以排除时代背景的要
素而单纯地把它当作一部反映亲情和爱情的
作品来读，它所描绘的家人之间的羁绊是生
活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的人都可
以产生共鸣的。

“张艺谋导演还把这部小说拍成了电影，
我也很喜欢张艺谋的《红高粱》等早期电影。”
藤井省三对中国电影如数家珍。他说，除了研
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电影也是他的主要研究课
题，还出版过《隔空观影：藤井省三华语电影评
论集》一书，对从张艺谋、陈凯歌到贾樟柯的中
国内地导演，从王家卫到周星驰的香港导演，
从侯孝贤、杨德昌到魏德圣的台湾导演都很感
兴趣。

“中国的电视剧很好看，今年我还‘追’了
《延禧攻略》。”藤井省三每天晚上9点前睡觉、次
日早晨4点半起床，一直很有规律，但自从看了
一集《延禧攻略》就像“中毒”一样追剧，白天在
中国人民大学上课，晚上回到宿舍看一集《延禧
攻略》，用近3个月的时间追完《延禧攻略》。“比
起魏璎珞，富察皇后的形象也是日本男性心中
的‘白月光’。”

藤井省三也很关注许鞍华导演，当他听说
许鞍华导演的《投奔怒海》等电影是在海南岛取
景拍摄时，他希望未来有机会来海南采风创作，
进一步了解海南的历史文化与电影文化。“这次
时间太紧了，希望下次来海南能去看看骑楼老
街与海南其它老建筑，深入感受海南的魅力。”

海南师范大学组建省内首支编制齐全的大学生交响乐团

听，这青春的交响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余梦月

组建一支大学生交响乐团，是
海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曹时
娟及同事们坚守多年的梦想。但
这个梦想，绝不仅仅来自于几位音
乐人的“艺术冲动”。

曹时娟牵头组建海南师范大
学青年交响乐团，得到了海师音乐
学院副院长王晓平的支持。他认
为，这是学校在海南建省办经济特
区30周年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
做的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彰显了
海师乃至海南音乐人的艺术情怀
和文化自信。

据介绍，海师是我省最早成立
音乐学院的高等院校，现有文化和
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与
学校共建的“南海音乐文化研究基
地”和海南省重点研究基地“海南
民族艺术传承创新研究基地”等教
学科研实践平台。

经过十几年的探索，海师音乐
学院汇聚了一大批优秀艺术人才，
创作了一大批优秀艺术作品——
其中，《黎族民歌简明教程》《黎族
乐器图鉴》等教材的出版，丰富了
海南黎族音乐文化的研究成果和
传承载体；该校蓝韵合唱团演唱的
《新编赶鸟歌》及青年舞团编排的
《耕海人》等文艺精品斩获了多项
国家级大奖。

“长期的艺术实践和理论积
淀，使我们有必要和有能力深入研
究本土艺术传承发展这一重大课
题。同时，在教学、实践和社会的
需求下，继续深化人才培养和艺术
实践成果转化也成为了必然。”王
晓平说，组建青年交响乐团对于海
师而言恰逢其时。

担任乐团艺术总监及指挥的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亚洲青
年管弦乐团艺术总监侯润宇也认
为：“小到校园文化建设，大到国家
交响乐事业，都需要青年一代凝聚
力量作出努力与贡献。现在，国外
大部分高校都拥有自己的交响乐
团，国内不少高校也都建起了专业
的交响乐团，这是一个很好的现
象。海师成立编制齐全的交响乐
团在对提升校园文化水平有所助
益的同时，更大的意义是在海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建设方面具有一定的文化辐
射力和推动力。”

“取得成绩令人鼓舞，但对乐
团所面临的问题也需要有清醒的
认识。”王晓平说，近十年来，全国
高校乐团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
已成为高校对外文化交流和普及
音乐艺术重要的载体。海师青年
交响乐团要形成独特优势，就要考
虑如何将人才培养、教学、实践、科
研以及学科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在
赢得自身发展的同时，对人民精神
文化生活和社会文化发展产生积
极影响，对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能够有
所贡献。

对此，曹时娟表示，学院将列
出乐团发展的时间表、路线图，以
更严的要求、更高的标准建设乐
团，督促乐团不断提高创作能力和
水平，提升演出的艺术性、普及性、
国际性、多元性。

日本学者藤井省三：

“我也爱追《延禧攻略》”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通讯员 汪荣

藤井省三在海口。
徐晗溪 摄

2018年12月23日晚，海南师范大学青年交响乐团在省歌舞剧院举办2019年新年音乐会。该乐团是
我省首支编制齐全的大学生交响乐团，由该校音乐学院的青年教师和管弦乐专业在读学生共62人组成。

这场演出是他们自2018年3月组建以来第一次正式与观众见面，管弦乐、小提琴协奏曲、男女高音独
唱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在内的11个精彩节目赢得了观众的普遍认可和热烈反响。

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新年音乐会结束后，不少观众在回味美好旋律的同时也在寻找同一个问题的答
案——海南有不少历史悠久并设有艺术类学院或专业的高等院校，但为什么直到2018年才真正组建起省
内首支编制齐全的大学生交响乐团呢？

海师青年交响乐团：

让交响之声
更加响亮

聚焦

虽然乐团的乐手和乐器都是“凑”出来
的，但乐团的演奏水平却一点也不“凑合”。

乐团圆号首席、海师音乐学院大四学生
王璐瑶学习圆号已有8年，从中学起就在学
校的交响乐团担任乐手。但即便经验丰富，
她还是要经过层层筛选才能进入乐团，并且
还要按时参加每个月的月度考核。

“考核内容主要是演奏随机抽取的曲目，
评委们会把考核过程录下来回去反复研究，
打分并帮助乐手提升演奏水平。考核采取淘
汰机制，达不到乐团标准的会被劝退。”她笑
着补充，不过，考核成绩超过95分的乐手可
以获得奖励，奖励就是——休息一天！

这短短的一天，对乐手们来说弥足珍贵。

王璐瑶说，为了这场新年音乐会，他们用了整整
两个学期的时间来磨合与排练。特别是演出前
两个月，几乎每天都要参加排练，并且每次都是
抓住点滴课余时间进行，“排练强度大到想哭”。

乐团打击乐乐手、海师音乐学院大三学
生秦壮南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之所以高强度
排练，是因为组团之前乐手们主要练习独奏，
团队协作能力比较欠缺，分开演奏的时候都
没问题，但合起来就是“哪哪都不对劲”，所以
刚开始合奏的时候大家情绪都很低落，也免
不了互相有些抱怨。

曹时娟说，乐团士气最为低迷时，还有个
别乐手出现旷排的倾向。为了稳定“军心”，
学校党委书记李红梅几次来到排练现场给大

家加油鼓劲，学院主要领导也多次通过开全
体大会的方式鼓舞士气，并通过个别谈话的
方式与乐团骨干充分沟通，“这个过程简直是
在‘斗智斗勇’。我还与一个乐手签订了‘责
任状’，要求他在演出前不缺席任何一次排
练，签了我就请他吃饭。没想到这招效果挺
好，还有其他乐手闻讯而来，主动要签‘责任
状’，以此来约束自己。”

为了及时掌握乐手的思想动态，曹时娟
还任命学院辅导员王晓晓为乐团副团长，“让
非专业人员担任副团长，这在交响乐团里几
乎没有前例。但事实证明，王老师以她丰富
的思政教育工作经验，在乐团的团队建设和
乐手的思想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认识到组建一
支交响乐团有多难。”乐团团长、海师音乐学
院院长曹时娟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她于1988
年踏着建省办经济特区初期的“闯海潮”来到
海南，自2003年离开海南省歌舞团后就一直
在海师工作，组建一支大学生交响乐团是她
与同事们“作为音乐人坚守了多年的梦想”。

但是，实现这个梦想并非易事。
曹时娟介绍，交响乐团按建制可分为双管

乐团和三管乐团，通常由弦乐、管乐、打击乐等
3大声部组成，小规模的双管乐团至少要有数
十名乐手，而大型的三管乐团演出阵容可达百
余人。在学校里组建一支交响乐团，摆在眼前

的第一个难题就是——乐手从何而来。
虽然海师设有音乐学院，但一直都是以

“音乐教育”这个大类进行招生。一般来说，
报考声乐方向的考生基数较大，而报考器乐
方向的考生基数较小，学院又不得不按成绩
从高往低录取，这直接导致了器乐类尤其是
弦乐类人才储备长期不足。

这样的状况，直到2016年才得到改善。
那一年，海师音乐学院申请到了“音乐表演”
专业的招生资格，这意味着，从此声乐方向和
器乐方向可以分开招生。也是从那一年起，
入校的器乐方向新生较往年翻了一番。

“就这样，经过3年的积累和补充，还得

把部分专业老师也算上，我们才招齐了乐
手。”曹时娟说，又因为乐团所需乐器种类多、
数量多、价格高，在储备人才的同时，学院也
在一件件地“凑”乐器，“每次得到一点经费，
我们就买几件乐器，新年音乐会上使用的竖
琴，直到演出当天才运到现场。”

令她感动的是，大家都心往一处想，劲往
一处使，没能及时配备的乐器，就拿自己的先
用着，“能报销一点维修费和耗材费，大家就很
高兴了。有的时候经费不足，老师们还自掏腰
包垫付着，而且无论为了乐团加班多少次、多
长时间，都没有人向学院要过一次加班费。每
每想到这里，我的心里就淌过一股暖流。”

让王璐瑶颇有感触的，还有乐团赋予大
家的荣誉感和获得感。

新年音乐会前，乐团专门安排了专业摄
影师，为每位乐手拍摄了艺术照。印有王璐
瑶照片的音乐会节目单，被特意从甘肃赶来
观看演出的父母拿了好几份回家珍藏。

而最令王璐瑶父母感到自豪的，是观众在
观演前后给出的热烈反响。晚上8点正式开始
的演出，才7点就有观众在省歌舞剧院门口排
起长龙。演出过程中，剧院里不仅座无虚席，而
且极少有观众中途离场。不少观众还长时间举
着手机，对台上的演出进行拍摄和录制。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乐团艺术顾问的知
名德籍华人音乐家魏进复也来到演出现场。
70岁高龄的他在音乐会当天上午不慎滑倒，
导致一只手的小拇指遭受软组织挫伤。即便
如此，为了给孩子们“站台”，他还是坚持登台

为大家献上了高水准的钢琴演奏。
“看着前辈和观众这么给力，大家都特别

亢奋，手心里一直出汗。”秦壮南说，但是乐手
们心里都守着一个信念——这场演出是面向
社会进行的，每一支曲目、每一个乐手都代表
着海师的“脸面”，一定要拿出最好的状态。
让他们欣慰的是，“平时拿不准的部分，演出
时都发挥得不错，观众的反应也很好。”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亚洲青年管
弦乐团艺术总监侯润宇是这场音乐会的指
挥，此前用一个月时间帮助乐团排练的他对
乐团的表现表示满意：“通过这段时间的排
练，乐团无论在音准、音色还是音质方面都有
了质的提升。尽管从专业角度来看，这场演
出还存在一定的瑕疵，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但能够拿出这样的成绩已经超出我的想象。”

曹时娟也认为演出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艺术是需要表现的，音乐艺术尤其需要感
受、体验和展示。所以，无论是老师还是学
生，都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的所学所练。
可以说，这场演出对乐手们的学习成果进行
了一次很好的检验，也为他们提升专业水平
和表演自信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对此，秦壮南很是赞同：“加入乐团后，我
养成了自学、自律的好习惯。另外，我是学作
曲的，乐团演奏时感受到的美好的和声感、切
入感，对提升我的作曲水平有很大的帮助。”

“一支高水平的大学生交响乐团不仅能
为校园文化添彩，还能为城市品位加分。”曹
时娟希望，未来乐团在为音乐学院的学科建
设增添助力的同时，还能为海师这所充满人
文气息的院校营造更浓郁的艺术氛围，为海
口乃至海南这方南海之滨的毓秀土地奏响一
支支“青春之歌”。

“凑”出一个大学生交响乐团

在高强度训练中“斗智斗勇”

为校园文化和城市品位添彩加分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余梦月

藤井省三，1952 年出生于日本，他是东京
大学文学博士、东京大学文学部、大学院人文社
会系研究科教授以及日本学术会议会员，还被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育部、外专局评为2015-
2018年度“海外名师”，系东京大学著名的中国
文学史、东亚文学史的研究专家，出版了《中国
新文学研究丛书》《鲁迅<故乡>阅读史》《隔空观
影》等一系列著作，是日本汉学界最具影响力的
学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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