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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张艺谋导演的《印象·刘三姐》等
大型山水实景系列演出，到黄巧灵导演
的大型歌舞《宋城千古情》，这些作品以
崭新的理念和创意，抒写一方锦山秀水
的文化传奇，展示出独特的自然风光和
人文风情。

区别于实景类的庞大阵容和壮观场
面，如何深度挖掘地域特色文化和旅游禀
赋，用剧场形式再现“诗和远方”的神奇魅
力？江苏女子民族乐团编排的大型旅游演
艺与民族器乐剧《梦西游》，进行了一个全
新尝试。

好听，千年古韵的现代回响

二胡、长笛、唢呐、琵琶、古筝等一件
件中华传统乐器，在《梦西游》的舞台悉数
登场，以其独特的音色和魅力，展扬来自
久远年代孙悟空的神奇传说。该剧的曲
目设计突破了过去民乐舞台剧单一的演
奏模式，把序和尾声，以及地、水、天、行四
大篇章贯穿于同一个主题，以叙事方式，
且用不同的器乐呈现，使整台曲目首尾呼
应、浑然一体。

剧中十二个曲目既曲曲关联交融，又
独立成章，令人曲尽意存，回味悠长。值得
一提的是，在每个曲目之间嵌入了精美的
诗朗诵，起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正如此
剧编导、著名古筝演奏家任洁所说：一件件
历经千年岁月的古老乐器，承载着中华文
明的美学密码与文化基因，我们以“花果
山”作为历史时空的集结点，手抚千年古韵
的中华乐器，神遇《西游记》中的传奇人物，
借古喻今，用音乐讲述《梦西游》精彩动人
的故事，以启后人。

好看，美轮美奂的舞台呈现

《梦西游》取材于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
著之一《西游记》中的经典故事，而《西游
记》对于大多数观众来讲可以说是耳熟能
详。如何用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在戏剧
舞台上塑造孙悟空历练成长、不屈不挠、拼
搏奋斗、追寻梦想的形象，借此传递出在连
云港花果山这片土地上所孕育出的敢问路
在何方的人文精神？该剧的创作团队做出
了大胆探索。

灯光齐放，这是一个美不胜收的舞
台。远山如黛，风景如画，连云港“海、
古、神、幽、奇、泉”六大旅游特色的神奇
浪漫，活灵活现展现在观众眼前。独具
匠心的表演形式、玄妙瑰丽的舞台、光
彩夺目的服装、画龙点睛的台词、动人
心弦的音乐，让观众深深沉浸在花果仙
山的灵韵之气和民族音乐的别样之美
中。同时，舞美设计突破传统空间与感
觉的界限，将声、光、电完美结合，并运
用多媒体视角和舞美技术来构建大美
花果山的现实图景，使舞台呈现出令人
目眩神迷的美学感受，给观众以强烈的
视觉震撼冲击。

好玩，精彩纷呈的舞蹈设计

任何一种戏剧元素在舞台上的呈现，
都必须追求直入观众内心的效果。任洁
说：“《梦西游》是专门为花果山孙悟空量
身定制的一部戏，孙猴子身上的灵动之气
非常鲜明，通过快节奏、趣味性的舞蹈编
排，舞台呈现动感、好玩的意象，给观众以
轻松愉悦的感受。”该剧运用流畅的舞蹈
叙事手法和直抵人心的舞蹈语言，把花果
山的“仙气”、神猴的“野气”、众妖的“妖
气”，再加上众猴手捧寿桃与台下观众互
动的精彩环节，将剧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特别是在《日月精华》《醉闹蟠桃园》《大闹
天宫》《降妖除魔》篇章中，不论是独舞、领
舞，还是群舞，把有趣、好玩的舞蹈理念蕴
含其中，使观众有一种恍若穿越时空、梦
回童年的感觉。

一部富有创新意义的文艺精品，来
自一群年轻且极具创造活力的团队。创
作思路“新”、表演形态“新”、舞台呈现

“新”、音乐风格“新”是《梦西游》的价值
所 在 。 以 民 乐 演 奏 为 基 础 创 造 的“ 民
乐＋旅游”新模式，既是中国民族音乐内
容形式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更是江苏女子民族乐团走向
更高处的必然选择。

民乐剧《梦西游》：
好听好看好玩

□ 李 超

最初听说石小梅昆曲工作室要做
《世说新语》的折子戏，有些期盼也有些
担忧。期盼者，那可是名士风流、魏晋
风度；担忧者，要塑造那些“神仙人物”，
昆曲真的能做好吗？如今，看过其中的

“谢公故事”，只觉得所有的期盼都得以
实现，而所有的担忧则随风消散。

一台四折的“谢公故事”，以谢安
为主，郗超为辅，依次敷演了桓温驻兵
入朝、郗谢举将谢玄、淝水之战大捷、
谢安远赴广陵几个故事，展现了两人
生命中的重要时刻。魏晋风采令人追
慕，昆曲本身又清新流丽，两者于舞台
相逢，那些纸面上的姓名终于走入眼
帘，于台下看他们潇洒狷狂，看他们忧
虑落寞，也看他们嬉笑调侃。戏里有
许多我喜欢的地方，《候门》的文辞，

《破局》的身段，《调筝》的筝歌⋯⋯最
最关键处，还是在于谢安与郗超两个
主要人物都饱满鲜活，亲切可爱。

《候门》中的谢安是借由场上人之
口来侧面塑造的，郗超口中的他洞明
局势，桓温口中的他风姿翩然，让我们
稍觑谢公风采。《举将》则把谢安的磊
落襟怀、君子之风，活生生地放在了观
众眼前。他于殿上不避亲举谢玄为
将，和郗超的几番言语交锋中，坦荡直
言，豪情万丈，纵然前景未知，然君子
当为则为之。《破局》里又是一个不一
样的谢安：夜半下棋，淝水之战军书送
至，他却不拆，反而几番作弄心急的郗
超。此时他依然潇洒淡然，在这个更
加私密的情境里，又多了一些随意、轻

盈和俏皮。庙堂之上的谢安让人仰望
敬叹，棋局上的谢安则让人觉得可爱
可亲。至《调筝》，谢安功名成就，也因
此无处安身，颇有些许意冷心灰。入
戏时，尚替他叹惋惆怅；旁观时，又忍
不住点头，深觉这个落拓的谢安平添
几分味道。四折串联起来，谢公的形
象圆润而明晰，让人印象深刻。

相较谢安之温润如玉，郗超的一身
傲骨就显得愈发有棱有角。初登场时，
他算无遗策，他意气风发，他将桓温、谢
安、王坦之的心思都摸得一清二楚。他
上场时笑微微成竹在胸，收场时笑哈哈
翩然洒脱。他为国计，亦举谢玄为将，
却偏要三番五次地给谢安使绊子，表面
刻薄，心里其实也觉得识人无差。他非

一臣一将，却也忧国心焦，坐立难安，被
一纸军书牵住了心肠。有人说《破局》
中的郗超是谢安的心念所化，有人说是
郗超的魂魄来访，无论如何，在那个攸
关社稷江山命运的时刻，他们都是彼此
心里愿意分享和承担这个消息的人。

其实不只谢安与郗超，满台人物均
光彩照人，令人心生眷恋。除此之外，
编剧对于《世说新语》的筛选与拼贴，我
也常觉精妙。《世说新语》的每一则都短
小精悍，各自独立，编剧从整本中摘取
出人物的特点和重要场面，揉成新的情
节。一折戏中往往可以看到多则故事
的身影，看戏时仿若在拆盲盒，惊喜频
出，又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四折戏之间也前后相互照应，顺

次而下。首尾两折以望舒筝为结，此
筝由谢安赠与郗超，《候门》中是两人
交往与交手的见证。郗超于扬州身
故，望舒筝流落江湖，为桓伊收取，至

《调筝》又被弹响以送谢安远赴扬州。
风流云散，金陵远矣，然知音在处，或
可稍遣寂寞？从《举将》到《破局》，线
索则是“谢家宝树”谢玄。前一折，苻
坚南下，郗谢二人皆举谢玄为将；后一
折，淝水战书自然也当由这二人来共
阅，才觉圆满。

历史剧之于历史，真假取舍，是一
争论不休的命题。“谢公故事”并不拘
泥于史实，反从人物处入手，裁剪铺
排，于戏剧逻辑无可挑剔，既保留了故
事之精髓，又常有巧思新意。

当然，对待剧情的某些设计，我也
有一些困惑。有人说昆曲《世说新语》
太雅，让人看不懂，我觉得有时候这个
太“雅”，或许是由于情境交代得不够精
准和充分。比如郗谢二人的关系，是纽
结这一折戏的核心，但剧中没能尽早交
代清楚，观戏过程中便令人疑惑：郗超
几番言词为何而发？以何立场？达何
目的？虽结尾处点破，然前面三十分
钟，观众却不甚明白，多少有些遗憾。

观赏昆曲《世说新语》，各个人物
飘逸绝尘，谢安道郗超言语狷狂，郗超
语谢安“你好狂生”。看到此处，不觉
失笑：你们谁人不狂，何人不傲？有才
可倚，便是可爱。戏外，主创齐聚，满
台俊生。有心有胆有才做出这样一台
戏，又何尝不是狂生？

昆曲舞台，立住了魏晋风度
—— 观昆曲《世说新语》之“谢公故事”

□薛梦真

江东
笔会

文艺
热点

“我们如何
认识伦敦，如何
认识巴黎？提到
这些城市时，我
们最先想到的是
关于它们的文艺

作品。文艺如此深刻地塑造着城市的
形象，因此，如何在‘南京书写’中展现
南京的城市文化特质，生产出与这座
城市相匹配的文艺精品，就成了我们
要认真思考的问题。”11 月 30 日，在
由南京市文联主办、南京市文艺评论
家协会承办的城市文化与南京书写
——“南京题材”文艺创作研讨会上，
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南京市
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汪政的一番开
场白，精准地切中了这场研讨的意
义。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面对
早已被反复吟咏的“六朝古都”“十朝
都会”“博爱之都”“世界文学之都”南
京，“我辈”如何自出机杼、彰显时代视
野？来自省内各文艺领域的十多位知
名专家于真诚的探讨与反思中，碰撞
着观点的火花。

“南京书写”
诸多作品可圈可点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学馆设立
于此。中国第一篇文学理论文章《文
赋》、第一部诗论专著《诗品》、第一部
系统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专著《文心雕
龙》、第一部儿童启蒙读物《千字文》、
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昭明文选》等均
诞生在南京，南京文脉持续绵延长达
1800年。”说起南京文脉，南京市委宣
传部常务副部长纪增龙言语之间充满
自豪。诸多“第一”之外，李白、王安
石、陆游、萨都剌、张孝祥、袁枚、孔尚
任、吴敬梓、李渔、曹雪芹等大家也在
南京留下了不少名篇、名著。

“复盘”近年来的“南京书写”，值
得一提的作品同样不少。文学领域，

儿童图书《因为爸爸》获中宣部“五个
一工程”奖，著名作家叶兆言的《南京
传》不仅写出了他眼中的南京，也借由
南京这扇窗户打开中国历史。戏剧领
域，由南京市话剧团创演的话剧《雨花
台》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此外还
有歌剧《郑和》《拉贝日记》，话剧《杨仁
山》《行知先生》《鸽子》，京剧《大明城
墙》《梅园往事》《鉴证》，昆曲《1699桃
花扇》《世说新语》，越剧《桃花扇》《乌
衣巷》《凤凰台》等优秀剧目，金陵戏剧
百花园里群芳争艳、姹紫嫣红。

南京题材影视剧中也有不少值得
一提的作品，如反映南京大屠杀的电
影《屠城血证》《南京！南京！》《金陵十
三钗》《南京浩劫》《拉贝日记》《南京
1937》等，获中国电视金鹰奖的纪录
片《见证南京大屠杀》，获中国电视剧

“飞天奖”的电视连续剧《于无声处》，
和以上世纪 40 年代南京为背景展开
讲述的电影《建国大业》等。音乐、舞
蹈作品中亦不乏优秀之作：获第十二
届中国舞蹈“荷花奖”的舞蹈《雨花石
的等待》，南京大屠杀题材舞剧《记忆
深处》，根据南京作家毕飞宇同名小说
改编的舞剧《青衣》，获第七届华东专
业舞蹈展评组委会大奖的舞蹈《梧桐
的记忆》等。

“六朝”“苦难”等标签外
如何“再发现”南京

然而，近年来“南京书写”的不足
之处同样显而易见。研讨会上，不同
领域的专家纷纷指出了南京题材文艺
创作在几个主题上的高度集聚，以至
于汪政感慨，“六朝脂粉”和“苦难之
城”几乎成了南京标签的 AB 面，令他
感到不适：“应谨防我们的每一次书写
都变成对南京文化的窄化。”

如何“再发现”南京？城市的内涵
无外乎其历史记忆、现实空间、文化特
征等几个方面，就历史书写来说，凤凰
传媒集团副总编辑王振羽认为，南京

值得关注的历史节点、人物事件仍有
很多：“陈武帝陈霸先一介布衣，纵横
岭南，开疆拓土，堪称英主；南宋偏安，
岳飞在牛首山、南京龙湾大战金军，气
壮山河；朱元璋与他的亲密战友徐达、
常遇春等以南京为依凭，驱除残元，统
一华夏，堪可大书特书；明清交替，多
少江南士子保全气节，头颅掷处血迹
斑斑；辛亥革命，江南骚动，南京一度
成为混战中心⋯⋯面对南京丰厚的历
史，我们应该有更宏阔的历史思维，来
审视过往，提炼精神，鼓舞未来。”

如何展现奋进中充满活力的新南
京，也许是更为迫切的话题。在南京
大学亚洲影视与传媒研究中心主任周
安华看来，“对南京来说，注重日常美
学，发掘人、城市、空间和时间之间的
关系，讲述有温度、有意思的世俗南京
故事，也许是一条值得探索的路径。
根据南京作家毕飞宇同名小说改编的
电视剧《推拿》正是展示日常美学的作
品，而2001年由南京电视台热播的中
国第一部聚焦家暴的荧屏作品《不要
和陌生人说话》，则显示了一种别出机
杼的观察生活、思索问题的视角。”

一如汪政所言，“南京书写”最重
要的是写出南京的风格、味道、文化质
地，王振羽认为，当下诸多创作者恰恰
是在把握城市本质上陷入了失语状
态。“我们如何通过种种书写，打造独
特的南京面孔、南京身份？在和南京
相关的影视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一
个面目模糊的南京。”南京艺术学院影
视学院院长陈捷说，“作为一个历史悠
久的城市，南京的历史文化如何体现
于其现代化进程之中？又如何与现代
文化相依相生？这完全可以作为辨识
南京面孔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打造精品
需要视野、匠心、统筹、梳理

“南京书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话
题，不同艺术门类亦面临着不同的现

实。南京艺术学院舞蹈学院常务副院
长、省舞蹈家协会副主席许薇注意到，
尽管江苏也有如《雨花石的等待》这样
的舞蹈精品，但江苏在剧目推广上做
得远远不够：“上海歌舞团的爆款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已经演出超过百
场。江苏舞蹈界应该在创作生产体
系、扶持激励体系、传播推广体系、人
才队伍体系、品牌平台体系等方面统
筹发力，一揽子打造文艺精品创作的
生态系统。”

红色文化是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但在周安华看来，一些立足南京
红色文化的影视剧作品在审美和表达
上仍然比较陈旧，一些作品在艺术打
磨上显然缺乏耐心。对此王振羽认
为，“南京书写”不该是应景式的急就
章、主题先行的命题作文，而是深刻含
蓄、厚积薄发的水到渠成。

对于南京云锦这样的本土非遗来
说，处理好守正与创新的关系是一切
发展的前提。南京农业大学民俗学研
究所教授季中扬认为，著名云锦艺术
家、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云锦）代表
性传承人金文大师，既创作了一系列
取材于传统祥瑞图案、又在范式上推
陈出新的云锦作品，也有《汤莎会》这
样在他看来并不适于用云锦来表现的
作品，可见创新要守“法”有“度”。

如何更好地讲好南京故事、传播
南京声音，南京大学教授康尔建议，此
刻不妨回过头来对南京的历史文化资
源做一个细致的梳理：“对于南京的文
化特征、精神风貌，应有更精准的归纳
与提炼；对于南京的文化资源、历史瑰
宝，应有更全面的调研与整理；对于南
京标志性的历史名人、重大事件，应有
更系统的开发与展呈；对于地域特征
鲜明的非遗项目、民间文化，应有更有
效的传承、发展与推介——在此基础
上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创作资源与灵
感。”

本报记者 傅秋源 冯圆芳

“南京题材”文艺创作研讨会举行，各路专家建言献策 ——

以当代视野重新打开“南京”

杨素平摄杨素平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视觉江苏网供图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南通监管分局
关于注销《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南通监管分局批准，注销《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
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门三阳支行
机 构 编 码：B0003S332060076
许可证流水号：00418672
批准撤销日期：2020-10-20
住 所：江苏省海门市三阳镇泰山

东路61号
批准撤销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南通监管分局

以上相关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www.cbrc.gov.cn）上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淮安监管分局
关于颁（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淮安监管分局批
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市新区支行
机 构 编 码：B0018S332080007

许可证流水号：00581808

业 务 范 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

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1994年04月23日

住 所：淮安市深圳路26-6号

邮 政 编 码：223000

电 话：0517-83977610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淮安监管分局

发 证 日 期：2020年11月30日

以上相关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www.cbirc.gov.cn）上查询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江阴中心支公司澄西营业部

机 构 编 码：000017320281800
许可证流水号：0250284
业 务 范 围：许可经营项目：企业财产损失保险、家庭财产

损失保险、短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建筑
工程保险、安装工程保险、货物运输保险、机动
车辆保险、船舶保险、能源保险、法定责任保
险、一般责任保险、保证保险、信用保险、种植

保险、养殖保险、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财产
保险业务。代理国内外保险机构委托的有关事宜。

成 立 日 期：2009年12月18日
机 构 住 所：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璜土镇迎宾西路75-3、

75-4号2楼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无锡监管分局
发 证 日 期：2020年11月11日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宜兴市支公司张渚营销服务部

机 构 编 码：000108320282003

许可证流水号：0250285

业 务 范 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

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

经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成 立 日 期：2017年04月18日

机 构 住 所：江苏省无锡市宜兴市张渚镇华新西路

183号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无锡监管分局

发 证 日 期：2020年11月11日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中心支公司梅村营销服务部

机 构 编 码：000018320214001
许可证流水号：0250290
业 务 范 围：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

括各类人寿保险、健康保险（不包括“团体长期
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办理
各种法定人身保险业务；代理国内外保险机
构检验、理赔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事宜；证
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
其他业务。

成 立 日 期：2005年02月21日
机 构 住 所：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香梅花园88-2-501、601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无锡监管分局
发 证 日 期：2020年12月01日

公 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无锡监管分局批准，换 （颁） 发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