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实习生 梁小奕 通讯员 吴雅菁

在海南大大小小的书法展上，总
是少不了一个人的身影和他的作

品，他就是韩亚辉。海南日报记者
获悉，不久前，他的书法作品还被作
为礼物送到英国的利物浦大学和德
威公学。

日前，韩亚辉在海口接受海南日
报记者专访，谈了多年来的创作心得。

说起研习书法的经历，韩亚辉坦
言，他4岁开始便在爷爷教导下写大
仿，临摹近代书法家华士奎的颜楷。
每天晚上睡觉前和早上起来都要写几
笔，这已经成了他的生活习惯。“书法
不是单一的艺术，要多方涉猎其他艺
术门类，比如文学、音乐等，触类旁通，
功夫要用在书写之外。”韩亚辉认为，
书法的技法是每个人都能学会的，而

书法的内涵则是跟一个人丰富的学养
有着直接的关系，作品的深度、厚度、
广度，是区别作品质量高低的元素。

韩亚辉老家在河北，从河北来到
海南，跨越了大半个中国，他觉得这是
命运最好的安排。1991年，他特招入
伍到海南榆林基地，一开始从事新闻
工作。“当时我们走遍了我们部队在海
南所有的驻军点，我对这里的山水有
着深厚的感情。我在海南娶妻、生子、
工作、生活。老家白洋淀是生养我的
地方，是我的根基，而海南则赋予了我
更多成长的营养。”韩亚辉说。

平时除了创作书法，韩亚辉在剧
本创作、诗歌写作方面也有许多作

品。他说，书法和文学创作已经成为
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两者是
相辅相成、互相成就的，他把文学创作
的灵感语句用书法的形式写下来，同
时把主题思想赋予到书写的文字中，
让书写的内容有灵魂。

谈及未来的创作计划，韩亚辉表
示，希望举办一个以书写自己的诗歌
为内容的书法展。此外，他最近也有
一部写给美丽海南的诗集《梦的天空
有色彩》准备出版。“算是给海南的父老
和我雄安新区的乡亲交上一份‘以我
笔写我心’的答卷。像竹子一样，长高
一段，打个小结，积蓄力量，再长高。”韩
亚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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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没式戏剧《寂》海口上演

以戏剧内核寻更多涵义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光影交错的酒吧里上演着一部思考着人性本
真的戏剧。

7月底，由上海戏剧学院研究生担任主创团
队的浸没式戏剧《寂》在海口酒吧一号实验室上
演。新意十足的演出场地与浸没式戏剧本身的魅
力吸引城中不少年轻族群来一探究竟。

《寂》是一部独角戏，故事从一位女性角色在
酒吧中点起香烟回忆往昔开始。毫无疑问，真实
的酒吧场景突出了这部剧艺术光晕下的真实性与
生活感，更不必说真实的酒保在观众席间穿梭为
失意的女主角点单上酒。

故事所呈现出的“表象”是一位“母亲”在寻找
自己的“女儿”过程中，被外力——一个电话中传
来的声音所挟持，为了找到“女儿”她不得不按照
电话中陌生人的指示去一次次完成任务，一次次
突破自己关于人性欲望的底线。当她接到最后一
个电话任务后，默然之间她不知是否该继续下去，
全剧也在这里悄然落幕。

“这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尾，让我们每个人去思
考在匆匆人生中，你离最原本的自己走出了有多
远？是否还愿意再去寻找最初的自己？”女主角扮
演者符云桃说。这部作品已问世三年，此前在上
海进行过两次商演，而这一次，作为海南本地人，
符云桃希望将这种新颖的戏剧形式带回海口，此
次在海口的演出也是作品在第三次改版后首次落
地演出。

人拥有原生的欲望，当一个人进入社会后，他
的底线会受到一次又一次的考验。有些人乐于接
受被社会全新塑造的自己并继续前行；而还有些
人更想要去寻回真我。《寂》一剧中除了观众本身
看到的故事线外，另一条即是隐喻下的深意。“女
儿”无疑是指代最初的自己，而一个又一个的电话
则是社会上一次又一次的诱惑与无奈。

“我们在海口演出了三晚，非常高兴能够有这
么多观众来支持。作为一名戏剧工作者，我希望
将新鲜的戏剧形式、剧目带来海口，也希望海南可
以像大城市一样出现越来越多的小剧场，让戏剧
文化的氛围越来越浓厚。”符云桃说。

近两年来，浸没式戏剧成为文艺爱好者们为
之乐道的话题。无论是侧重于旅游演艺、迎合大众
审美的武汉《知音号》，抑或是针对时髦文艺人士，
发生在上海“麦金农酒店”中的《无眠之夜》都成为
人们热情“打卡”的作品。在海口，由本地戏剧人士
创作、在吉木MOON空间等地上演的《凯撒》则算
是一部浸没式戏剧。剧情的延展性与深埋其中有
待发现的“线索”构成了浸没式戏剧的神秘感，满足
着观众的猎奇心。相比作品本身，人们更为欣喜的
是看到本地文化推动者们的勇于尝试。

“一部浸没式戏剧的成功，核心当然是剧本要
有力量。无论形式如何，戏剧的根本还是要讲故
事，去引发一些思考。”在《寂》导演、编剧，上海戏
剧学院戏剧影视表演硕士李璐看来，浸没式戏剧
成功的另一关键要素就是与观众的互动性，这是
这种戏剧形式本就应突出的部分，因此创作者要
对导演语汇和表演语汇进行充分考量。

李璐表示，《寂》还会继续进行修改提升，团队
希望有机会可以在海口以及更多城市落地演出。
他也坦言，让一个“先锋”剧本落地往往需要克服
多种阻力。

浸没式戏剧对于海南观众来说仍属新颖，这
种戏剧形式可以帮助观众更加容易地进入戏剧情
境，使他们拥有更为丰富的、直观的感受和体验。
李璐期待能够有越来越多的海南观众接受和喜爱
这种戏剧形式。他同符云桃一样，期待城市中能
够有越来越多的小剧场，背负起丰富戏剧文化氛
围的重任，让越来越多年轻的戏剧人可以带领观
众去思考当下，思考人生。

◇何为浸没式戏剧

浸没式戏剧的概念最早起源自英国，近年来
在国际上十分流行，它打破传统戏剧演员在台上，
观众坐台下的观演方式，演员在表演空间中移动。

简单来说，浸没式戏剧就是不同于以往的传
统式话剧坐在观众席看台上演员表演，而是以一
整座建筑物为大舞台，观众可以跟随不同的故事
线，零距离跟着演员发展剧情......

面朝大海的文艺聚集地

作为三亚城市发展早期的名片
之一，大东海是许多当地人心中的情
感记忆，是不少中外游客的欢乐天
堂，也是这座城市的“会客厅”。

7月13日晚，又一场充满浪漫气
息的吉阳区大东海周末音乐汇在此
如期上演。60多位演出嘉宾与现场
近2000名观众美好相遇，伴着璀璨
的灯光、欢快优美的舞姿、熟悉的经
典老歌、耳熟能详的中外名曲和饶有
韵味的萨克斯演奏，城市的夜空回荡
着美妙的音符，为喧嚣繁忙了一周的
都市生活带来一丝清凉和温馨，与市
民游客一起追忆逝去的时光。

当晚的演出，一如与老友的相
遇、老电影里的经典片段，熟悉又浓
烈，真诚且质朴，有着强烈的代入感
和感染力。三亚市第九小学的音乐
教师李博带来的萨克斯独奏《夏日激
情》将演出推向高潮。这首激扬高
亢、热情四溢的曲目被演绎得近乎完
美，全场的观众情不自禁地打着节
拍。为之倾倒的还有不少金发碧眼
的“洋面孔”，来自俄罗斯的游客妮拉
与好友沉浸其中，伴着欢快的乐曲轻
妙曼舞起来。

除了乐器演奏颇受欢迎之外，在
吉阳区周末音乐汇上，还有大合唱、
儿童剧、钢琴专场、芭蕾舞蹈等演出
悉数亮相，为观众带来美妙的视听享
受。

今年6月初，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艺术学院教授唐宁与其学生演绎的

“桃李芳华”钢琴音乐会让不少观众
印象深刻。展演的钢琴声时而悠扬
舒缓，时而欢快洒脱，让繁华的市区
沉醉在跌宕起伏的音符间；从《命
运》《加勒比海盗》到《土耳其进行
曲》《大海》，从独奏、四手联弹到六手
联弹、十六手联弹，指尖在黑白键上
舞动，流淌出的华美乐章带给听者无
限的想象，演奏者激情满满，聆听者
如痴如醉。

如今，吉阳区周末音乐汇也收获
了一批忠实粉丝，他们中有年仅三四
岁的孩童，还有头发花白的古稀老
人。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退休主
任医师李永方认为：“高频率、高质量
且接地气的艺术作品着实让人惊艳，
也让三亚这座滨海城市充满了浪漫
的艺术气息。”

大东海广场每周六上演音乐汇，市民游客共享零门槛、公益性视听盛宴

鹿城启幕“没有围墙的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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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亚辉

让三亚注入更多的文化艺术因子

“城市因艺术而独具魅力，生活因艺术而
多彩。举办文化惠民活动的初衷是不断丰富
市民游客的文化生活，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追求。”三亚市吉阳区有关负责人表示。

“对于吉阳区周末音乐汇的观众来说，没
有门槛，还能欣赏到如此精彩的演出，确实是
一场惠民的音乐艺术盛会。”三亚市民黄丽萍
说。于主办方而言，如何让人们的参与度更
高，如何在坚持打造高品质节目的同时，让这
一系列的惠民演出可持续是面临的难题。

“在活动现场，我们通过屏幕上方留下微
信二维码，方便更多的艺术爱好者加入我们
的舞台。”吉阳区周末音乐汇协办方负责人郑
惠源介绍，通过这一方式，把有激情和梦想的
专业演奏家、音乐爱好者等聚集起来，带来多
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吸引更多人走近高品质
艺术。“作为人流较为密集的大东海区域，我
们并不缺少观众，值得思考的是应该如何留
下观众。”郑惠源说，关键在于对节目质量的
把关，通常需要提前几周就要开始筛选节目，
力求从表演形式、内容上尽可能满足不同年
龄层观众，并对观众反响较好的作品进行整
合，不定期推出专场演出。

的确，吉阳区周末音乐汇对演出内容高
品质的追求，以及自始至终完全的零门槛和
公益性，得到了观众的关注与认可，长达2个
小时的演出，即便是站着观看，很多观众也不
愿离去。

这也是三亚在发展进程中，探索如何为
城市注入更多文化元素的一个缩影。随着
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在三亚成功举办，三
亚新年音乐会、国际当代艺术展、中国（三
亚）国际钢琴音乐周、文化论坛等活动相继
推出，以及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
区等文化惠民项目实施，带给人们对这座滨
海城市更多美好的期许和无限的想象：未
来，鹿城将因文化和艺术的更多融入而更加
温暖和浪漫。

小舞台上的“大”演出

从去年11月底以来，三亚市吉阳区至今已举
办了30余场的周末音乐汇，在这其中，不难发现，
绝大多数的节目内容都极具特色，引人关注。值
得一提的是，演出嘉宾有普通的市民、有网红音
乐组合、海南本土的音乐创作者，还有学校的师
生、草根音乐达人，甚至还有候鸟群体和外籍演
绎群体等。固定在广场一处的舞台虽不足70平
方米，却是不少音乐爱好者圆梦的舞台，亦是通
过这一小小的舞台，打破了音乐的“围墙”，将更
多的高雅艺术享受惠及市民。

工作日里，梁伟伟是三亚一家小吃城的管理
员，周六晚上，他是舞台上的歌者。源于对音乐
的热爱和信仰，他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组建了
三亚情人桥乐队，不定期在街头演出。虽然表演
经历较为丰富，但在还未登台前，他的心却有点
悬——这么小的舞台，能有多少听众？

演出前，梁伟伟惊喜地发现，摆放在舞台前
的凳子早已坐得满满当当，人群将舞台围得水泄
不通。“当我在台上演唱《映山红》《我的未来不是
梦》等歌曲时，不少观众跟着齐唱，还有不少外国
人也加入进来。”梁伟伟回忆道。哪怕没有演出
酬劳，梁伟伟仍是舞台上的常客，“能让更多的人
欣赏并喜欢音乐，并能感受到台下观众的热情，
对于演员来说就是最大的鼓舞。”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钢琴、小提琴演奏等高
雅音乐离日常生活很遥远，大家想要现场欣赏到
钢琴演奏也并非易事，需要到特定的剧院场所花
钱购买门票，才能享受到钢琴演奏艺术。”唐宁说，
吉阳区周末音乐汇则打破常规，不仅为该校师生
提供了实践、展示的机会，师生们也倾力演出中外
经典音乐曲目，为市民游客献上高水平的钢琴音
乐会。“把舞台搬到面朝大海的大东海广场上，更
加贴近市民游客，让大众与不同音乐文化零距离
接触，为市民带来无尽的艺术享受。”唐宁说。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黄媛艳

自去年11月底以来，
每周六的三亚市大东海广
场上格外热闹，观众们不
约而同赶来，为的是到这
里赴一场“音乐之约”。

三亚市吉阳区周末音
乐汇是由政府主导的系列
公益惠民演出，截至目前
已经举办了30余场。以
音乐会、演唱会、舞蹈等形
式的文艺演出活动在这里
举办，通俗悦耳的民乐有
之，富有情感且极具浪漫
的钢琴演奏有之，高雅曼
妙的芭蕾舞亦有之。同
时，对于表演者不设门槛，
从专业音乐人、高校的音
乐教师到本土歌手、草根
达人、国际友人，通过一方
小小的舞台，让三亚萦绕
着动人的音乐旋律；而没
有了“文艺的围墙”，对于
表演者和观众而言，这场
在城市市区上演的文化盛
宴，也逐渐形成了鹿城独
一无二的文化气质。

韩亚辉：海南赋予我成长的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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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海花培训中心的小朋友表演舞蹈《鼓起幸福舞》。 三亚市第九小学教师李博萨克斯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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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图片均由受访对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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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档案

韩亚辉，军旅作家、书法
家。1973 年生于河北白洋淀，
三亚市原作家协会主席，中国
书法家协会考级中心高级教
师。现就职于海南省文联。早
年求教于文学大家孙犁先生；
书法师承三爷韩铁良先生，受
教于中国近代书法大家柳倩先
生。其书风格纳新出古，内涵
深厚，品高格雅，面目清新，有
传统功力和较强的时代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