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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骏在第8届省展之后，逐渐
淡淡出了“刻字圈”，与他一同隐退
的同期刻字艺术家不在少数。他
说，现代刻字艺术相比书法、篆刻更
具观赏性，受众的接受度更高，应该
多开展一些活动，让刻字艺术进入
社区、校园，走进百姓生活。

“创作观念的更新是发展海南
现代刻字艺术的关键。”陈洪说，为
了重振海南现代刻字艺术创作热
情，催生一批优秀的作品，海南省书
法家协会以全国刻字艺术展为契
机，邀请名师免费对全省现代刻字
骨干作者进行专业培训，了解刻字
艺术创作趋势、特征，讲求合理的书
法布局，掌握木材挑选、肌理运用、
刻字手法等知识。各市县书法协会
也积极组织培训，学习推广现代刻
字艺术。

在石江雄看来，专业培训开阔
了创作者眼界，同时在岛内掀起创
作热潮。

入选第11届全国现代刻字展
的海南作品，创作主题多是紧扣时
代脉搏，弘扬主旋律，如《一带一路》
《不忘初心》《程门立雪》。而另外一
些作品则在于表现海南本土文化特
色，如《观海听涛》以绿色和蓝色为
主色调，色彩上表现海洋特色，字体
形态体现波涛形态，整幅作品体现
的是海洋文化。

谈及未来海南现代刻字艺术的
发展，陈洪说，希望更多艺术院校的
青年师生加入现代艺术创作队伍，
为海南现代刻字艺术发展注入活
力，同时应广泛吸收兄弟省份的创
作经验，丰富美学意蕴和艺术语言，
多出精品出妙品。

海南4件作品入选第11届全国刻字艺术展

为字造像 书坛琼韵

■ 见习记者 余小艳
本报记者 李佳飞

“‘一’字设计妙！
像一条大路，跨越整幅
作品。”海南省书法家
协会驻会副主席兼秘
书长陈洪，对海南刻字
艺术家陈为云的作品
《一带一路》点评道。
日前，包括《一带一路》
在内的 4件海南刻字
作品从全国3150幅作
品中脱颖而出，入选第
11 届全国刻字艺术
展。其他 3件入展的
海南刻字作品分别是
石江雄的《不忘初心》、
陈晓的《程门立雪》以
及王学愿的《观海听
涛》。

1996 年以前，海
南的刻字艺术还是一
张白纸。经过短短20
余年的发展，海南刻字
艺术从最初的辉煌，到
沉寂，再到如今的蓬勃
发展，它已经在全国现
代刻字艺术领域中占
了一席之地。

海南书法家协会刻字艺术委员会成
立于1996年，1996年、1997年，曾经连续
举办了两届全省刻字艺术展，并集结出版
了作品集。值得一提的是，在1997年的第
3届全国刻字展中，海南有2件作品获奖，
30多件作品入展，这一景象备受关注，被
业界誉为“海南现象”。

当时的海南省书法家协会刻字委员
会主任吴东民较早接触到现代刻字艺术，
并将这门于中国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
代初兴起的艺术形式推广至海南，同时邀
请当时国内较早接触现代刻字的艺术大
师来海南给青年艺术家讲课，提供艺术指
导。

同一时期，日本刻字艺术展、国际刻
字艺术展纷纷来到海南展览。“在此之前，
我们只在书刊、画册上看到过平面的现代
刻字作品，这些展览让我们看到实物，立
体的作品，很震撼，受到很大启发。”当年
那个二十出头的青年艺术家谭骏，一下子
就被现代刻字的魅力所吸引，迅速尝试创
作。当时像他一样的刻字爱好者达百余
人。

“现代刻字艺术的迅猛发展是许多书
法界人士始料不及的，过去许多人一直把
篆刻艺术当作‘雕虫小技’，认为它不过是
书法的翻版与再现。”陈洪说，现代刻字艺
术不单在海南火热，在福建、浙江等沿海
省份也陆续兴起。

陈洪认为，早期海南刻字作品存在诸
多不足，多数创作者并没能领悟现代刻字
艺术的真谛，把传统刻字当作“法宝”来继
承，很少考虑刻字本身在“刀”与“刻”、

“形”与“意”、色彩与质感、材料的肌理等
方面的问题。

刻字爱好者石江雄也有相似的回忆，
他说，早期的青年艺术家都在陶、竹、石，
甚至硬泡沫板上雕刻作品。随着现代刻
字艺术创作的规范，早期的这些材料都被
一一淘汰，统一规定为木板雕刻。从第3
届海南省现代刻字艺术展开始，海南省现
代刻字艺术朝着成熟化和个性化方向迈
进，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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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在第7届全国刻字艺术展、第8
届国际刻字艺术展、两届名家邀请展等大
型全国和国际刻字展中，海南刻字作品入
选、获奖数量都位居前列，总计入选作品
200余件，表现出海南刻字艺术的整体发
展实力。

在谭骏的印象中，第7届全国刻字展
在黑龙江省举办，海南省20多位青年刻
字创作者组队去看展。然而自第8届全
国刻字展之后，海南刻字创作入国展的作
品相比其他省份更寂寥。“不是创作热情
没有，是文化底子不够，感觉没有东西可
以挖掘了。”谭骏这样解释海南刻字逐渐
沉寂的现象。他认为早期海南现代刻字
艺术水平领先内陆地区，得益于行动快人
一步。但是随着全国各地现代刻字培训
和比赛的增加，原本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
内陆地区反超海南很正常。

入选第11届全国刻字展的作品《不
忘初心》的创作者石江雄从小学习书法，
大学又专修美术。他解释自己的作品以
大篆为主体字，线条简练生动、浑厚凝重，
结构饱满；主体内容占构图三分之一比
例；落款采用小行书，疏密结合，故意让密
者更密，疏者更疏，更好地突出作品主题；
作品雕刻上，刀痕着力体现出力量感，干
净利落，体现自然率真之美；最后一关上
颜色，结合不忘初心的象征意义，采用暖
色调，以橘红色为主，代表光明、温暖、吉
祥和幸福，并且采用渐变效果，让整幅作
品既显得柔和自然，又能彰显画面感，更
加有视觉冲击力和观赏性。

一同入展的作品《程门立雪》，其创作
者陈晓最初是小学美术老师，多年从事艺
术教育工作，对现代刻字积累了丰富经
验。他认为初稿设计直接决定最终作品
的优劣。在创作过程中，字体设计、版面
布局、线条元素如何表达主题等需要精心
设计。

目前，海南热衷于现代刻字艺术的创
作者大约百余人，其中大多数如石江雄、
陈晓一样的书法、美术工作者，除了具备
书法功底，还具备一定的构图能力、美术
水平与创新意识。

“近几年海南刻字作品在全国展中数
量不多，但件件是精品妙品。”陈洪说，如
今全国各地刻字爱好者都加入现代刻字
的队伍，参赛竞争激烈，要想在国展中取
胜，这就需要静下心来搞创作，提升作品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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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周梦旎

近日，英国BBC交响乐团在江苏
大剧院音乐厅为乐迷献上了一场极具
创意的音乐盛宴。这场演出的曲目安
排不仅有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名曲
——柴可夫斯基的《降B小调第一钢
琴协奏曲》，英国作曲家埃尔加的成名
作《谜语变奏曲》，更有来自于海南琼
海的美籍华人作曲家黄若的作品。他
改编自《凤阳花鼓》《兰花花》等中国传
统民歌的《交响民谣》，融汇中西、兼收
并蓄，令人耳目一新。

7月18日，黄若接受了笔者的采访。
黄若曾被《华尔街日报》评价为

“具有极度冲击力和实力的年轻作曲
家”。1976年，他出生于海南琼海，12
岁时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就读，师
从邓尔博教授。1995年，黄若连获瑞
士国际音乐电影节亨利·曼希尼大奖
和美国欧柏林作曲一等奖，同年从上

海音乐学院赴美领奖。后来，黄若更
凭借优异的成绩拿到了欧柏林大学音
乐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学成后的他一
直在欧美乐坛耕耘，频频获奖并拥有
了自己的乐队。随后，黄若进入有着

“音乐界哈佛”的朱莉亚音乐学院攻读
硕士与博士学位，成为这所著名学府
的首位华裔作曲博士。

如今的黄若，任教于美国曼尼斯
音乐学院。他的音乐作品一直在孜孜
不倦地探求一条逾越东西方文化鸿沟
的道路。比如运用西方乐器和音阶的
走向描绘唐后主李煜《相见欢》词作情
景的《无言》，再比如对《达坂城的姑娘》
《康定情歌》等极具中国民族风情的音
乐用古典乐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改变与
尝试……这种东西方文化的对话漫长
而艰难，但他却因热爱而不曾放弃。为
此，他被誉为“继谭盾、盛中亮、陈怡等
旅美作曲家之后的第二代在美国乐坛
冉冉升起的华裔作曲家和指挥家。”

7月15日，黄若受邀出席由中央
音乐学院作曲系主办的“2019年北京
国际作曲大师班”并完成了活动系列
讲座的第二场——“行者无疆—黄若
的音乐世界”，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作曲
教授和青年学子，共同在作曲、教学和
音乐会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创作空间，
打造时代艺术精品。

黄若以视觉艺术为出发点，引出
对自身作曲方式与理念的阐释，通过
对具体作品的讲解、构图展示、音频分
析，展示了作品的动机展开手法与整
体布局，让学员们从“多维”的角度跟
随作曲家走进作品的内核。在接受笔
者的采访时，他解释道：“在我的创作
生涯里，视觉艺术对我的影响最为深
刻，我通过绘画和视觉艺术来学习作
曲，音乐于我来说是‘四维空间’，我通
过这样的技法来进行创作”。

作为一个生活在纽约的华人音乐
家，黄若还提到每个民族和地域都有

其文化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是珍
贵的。他认为：“当代社会中世界文化
的频繁交流，以及作曲家在世界各地
的生活体验，造就了艺术表现形式的
多元化。作曲家不再是地域性的，而
是一个综合的文化表现形态，而自己
正是其中一员”。

因为热爱，所以纯真。在黄若看
来，作曲家常常需要做出“自我的选
择”，因为不同的文化会对作曲家不同
时期的观念产生影响，此时听到自己
的声音，这才是最重要的。他将作曲
当做生活的“必需品”，从热爱出发，在
作曲中找到自我。

高雅艺术辐射文化温度
■ 王珏 李婧源

在这个技术革新加快、观众群体变化的时代，
高雅艺术想要更加亲近观众，剧院应该怎么做？
日前，由国家大剧院发起举办了首届世界剧院北
京论坛，来自意大利米兰斯卡拉歌剧院、英国皇
家歌剧院、法国巴黎歌剧院、美国卡内基音乐厅
等近 90 家艺术机构的 200 余位代表，以“交流合
作、共享共赢”为主题，探讨了艺术教育与观众培
养等问题。

近年来，越来越多年轻人走进了剧院。国家
大剧院统计数据显示，目前45岁以下的中青年观
众占到观众人数的69%，其中学生群体占14.3%，
90后、00后已经逐步成为主力观众。

为拉近与年轻观众的距离，不少剧院对传统
剧目进行重新创作，使老剧目焕发新生机，让年轻
人看得懂、爱得上。在论坛上，斯卡拉歌剧院首席
执行官兼艺术总监亚历山大·佩雷拉介绍，他们致
力于打造儿童歌剧，将传统剧目由3.5小时缩减为
1小时，这样的时长更适合孩子观赏。

如何对年轻观众进行艺术启蒙？教育、普及
活动必不可少。斯卡拉歌剧院从5到6岁的孩子
抓起，配备完备的基础器乐设施，提供系统的音乐
教育。国家大剧院则从2007年起就持续开展公
益性艺术普及活动，构建了覆盖小学、中学、大学
的艺术普及全链条。国家大剧院院长王宁介绍，
国家大剧院成立至今的10多年间，累计有800多
家演出剧团、30 多万人次艺术家登上该院的舞
台，每年有近百万人次观众。

利用互联网技术和直播手段推动艺术传播在
全球范围已成趋势，在高雅艺术领域，数字化创新
和应用仍在不断探索。

欧洲许多剧院都利用互联网为观众揭开歌剧
的神秘面纱。欧洲歌剧联盟总经理奥德丽·容格
斯介绍，2017年10月，欧洲歌剧联盟开发了在线
工具 Operavision 歌剧愿景。从采访演员到服装
设计、后台视图，从文章摘要到深层知识，歌剧愿
景能从不同的角度介绍推广每一场演出，满足不
同观众的需要和兴趣，文字简单易懂，还配有照
片、音视频和游戏模块。

如何利用网络让演出变得“可获得”“易获
得”？在我国，剧院正从实体场所延伸到各个平
台，演出被搬到了网上剧院、移动剧院、全媒体剧
院。如今观众在国家大剧院古典音乐频道、国家
大剧院古典移动客户端上不仅可以了解最新演出
资讯，更能获得大量数字化艺术资源服务，包括世
界各地艺术动态、高清在线直播等。今年5月，国
家大剧院在北京首都电影院直播了原创民族舞剧

《天路》，这是国家大剧院首次采用4K+5G技术在
影院对舞剧进行现场直播，370多万观众通过线
上平台观看了表演。

不仅如此，不少剧院还利用数据指导经营管
理活动，借助数字技术开展精准的市场营销。西
班牙马德里皇家歌剧院使用数据分析观众的年龄
圈层，建立过去20年间观众档案的数据库，并以
此研判观众的背景、爱好和消费习惯，提升服务质
量，帮助该院实现了92%的上座率。

许多观众可能以前没有进过剧院、没有听过
音乐会，但是线上直播给他们带来了走近艺术、
感受艺术的机会。从线下到线上，通过接地气的
传播方式，高雅艺术不再被搁置在殿堂上，而是
走进了更多人的生活中，甚至还实现了线上反哺
线下，形成良性循环，让文化的温度辐射到越来
越多人。

（据《人民日报》）

资讯

故宫推出“数字文物库”
公开5万件文物高清影像

故宫博物院近日推出包括“数字文物库”在内
的数款数字产品，借助先进的技术手段，挖掘数字
文物新价值。

据介绍，“数字文物库”在公开186万余件
藏品基本信息的基础上，首批精选了5万件高
清文物影像进行公开。未来这个数字还将不断
刷新，满足故宫文化爱好者和专家学者欣赏、学
习、研究文物的需求，也将为文物保护工作提供
支撑。

此外，官网全新改版上线的“全景故宫”已
涵盖故宫所有开放区域。打开网页，壮美紫禁
城尽收眼底；未来，“全景故宫”还将通过记录
不同季节、天气、时间的故宫，为古建筑打上

“时间的烙印”。
“紫禁城600”“数字多宝阁”“故宫：口袋宫

匠”等数字产品也同步推出。故宫博物院院长王
旭东说，我们正处于全新的数字时代，整个社会
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数字变革”，信息技术
应用于各个领域，博物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
和挑战。这些数字产品，正是面向未来的一次深
入探索。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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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作曲家黄若：

音乐于我是“四维空间”

黄若（右一）、谭盾（左一）和BBC乐团指挥在演出现场。

陈晓作品《程门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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