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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照当下，
京昆舞台浓缩时代光影

莎士比亚说，戏剧是时代综合
而简练的历史记录者。在本届京
昆群英会上，一台台浓缩着时代光
影的京昆现代戏成为最大亮点。

开幕大戏京剧《眷江城》向观
众呈现了一个众志成城、抗击疫情
的英雄之城，战“疫”过程中无数的
感动瞬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人
间大爱，都跃然台上。经过从生活
通往舞台的艺术提萃之路，这部戏
实现了京剧演绎当下时事题材的
重大突破。

闭幕大戏昆剧《梅兰芳·当年
梅郎》经过一年的打磨和修改，再
次面对观众的检阅。舞台上，水磨
昆腔尽显大师少年风华，舞台下，
观众纷纷赞叹省昆青年演员彰显
名角风范。专家表示，这出戏实现
了昆曲自身发展的重大突破，成功
跨越了“昆曲严密的程式化系统与
现代生活、人物转换之间的尴尬
线”。在剧中饰演梅兰芳，跨行当、
跨剧种的娴熟切换，主演施夏明也
实现了一个昆曲小生的重大突破。

此外，同样是新编戏，京剧《陈
修良》《梅园往事》回望战争年代，
解读伟人与英雄的光辉事迹；昆剧

《世说新语》《浮生六记》《占花魁》，
京剧《铁证长堤》踏进历史长河，探
寻千年文脉、名士风流；京剧《幸福

“158”》、昆剧《峥嵘》描摹当下，反
映民生，大胆探索当代题材，融入
时代审美，凝聚京昆戏曲人的时代
思考和新鲜诠释。

经典传承新秀辈出，

京昆艺术生生不息

省内6家京昆院团带来的10台
参评剧目，充分展示了江苏京昆的原
创力量。与此同时，省外7家京昆名
团献上的10台参演剧目则是名家云
集，经典再现，演绎家国情怀的同时，
也让观众们看到了京昆艺术新秀辈
出、生生不息的传承力量。

京剧《智取威虎山》作为特殊
年代编排的八个样板戏之一已然
成为当下经典，国家京剧院阵容整
齐，唱念做打合乎传统，人物形象
神完气足，观众评价该戏“立足传
承，反映时代，现代戏同样很过
瘾”。京剧《赵氏孤儿》可谓“一出
忠义大戏，满台苍茫气韵”，多少义
士前赴后继护佑那个与自己毫不
相干的婴儿，舞台上喷发最为深层
的忠义情怀，成就了这场历久弥新
的经典大戏，京剧名家杜镇杰扮演
的程婴让诸多观众泪洒剧场。上
海京剧院《将相和》流派纷呈行当
齐全，昆剧《拜月亭》《玉簪记》《风
筝误》，传统程式有板有眼，唱念做
表耳熟能详，尽显京昆传统魅力。
还有最受喜爱的京昆武戏专场，省
内外院团同台竞演，切磋技艺，令
观众惊叹国粹的力与美。

戏曲艺术的传承归根到底还
是人的传承。本届京昆群英会的
26 场演出中，大多由青年新秀主
演，《临川四梦·汤显祖》《椅子》等四
场京昆实验小剧场及京昆青年演员
大赛演出则是代表着戏曲“青春力
量”的一次集中亮相。他们背后，离

不开老师的口传心授，京昆群英会
就是这场“传承”的大检验、大比武。

“紫金·新人奖”昆剧组、京剧组
的决赛可谓文戏清新、武戏扬威。
省内 6 家京昆院团的 20 位京昆青
年演员使出浑身解数，将台下多年
所学表现给现场评委和观众。苏
州昆剧院的青年武生殷立人表示，
自己上台既希望老师在旁把场，又
有点忐忑。作为老师的著名昆剧
武生柯军则一早就在观众席落座，
等待着学生的比赛。京剧梅派青
衣李奕洁、著名昆剧旦角龚隐雷分
别在侧幕给即将上场的学生朱青、
林雨佳交待着表演要点。著名昆剧
表演艺术家石小梅也提前赶到后
台，为学生唐晓成加油鼓劲。

上海昆剧院《玉簪记》精彩亮
相群英会，两位著名昆剧表演艺术
家岳美缇、张静娴同时也是《玉簪
记》的传承老师，特意赶到南京为
学生胡维露和罗晨雪把场。岳美
缇说：“学生看到老师把场，平时老
师提醒的东西就会闪现出来。”张
静娴则在票根上密密麻麻写下学
生表演中值得注意和改进的地方，
类似这样的小纸条，罗晨雪收到了
整整一盒子。湖北京剧院的《徐九
经升官记》则直接是京剧名丑朱世
慧带着学生谈元前后半场接力表
演，将极具神韵的京剧丑角表演精
髓展现得淋漓尽致。

线上线下立体互动，
“京昆”品牌深入人心

一切为观众服务，线上线下与
戏迷全方位互动，是本届京昆群英

会又一亮点。线下，京昆书画名家
邀请展，拓展京昆艺术审美趣味，延
伸其审美价值。“我们在艺起”主创
见面会、名角见面会等活动，让广大
戏迷与戏曲艺术家面对面交流，深
度探讨戏里戏外哲理意韵。昆虫记
观众剧评团“一剧一评”，产出了30
多篇专业、精彩的剧评文章。

线上，本届群英会推出了“京
昆云聚场”，自 5 月 1 日持续至今，
总计播出33场，涵盖经典回放、大
师开讲、新剧导赏 3 个板块，总浏
览量1430多万。来自北京、上海、
浙江和江苏的十家京昆院团不仅
献出了自家的珍贵版权资料，用作
公益播放，还请出尚长荣、蔡正仁
等老艺术家和傅希如、黎安等梅花
奖演员为剧目做精彩导赏。

江苏是“百戏之祖”昆曲的发
源地，现存全国八大昆曲院团，江
苏有其三。江苏是京剧一代宗师
王瑶卿、京剧大师梅兰芳的故乡，
是“徽班进京”的起锚地。更好的
资源意味着更大的责任。2016
年，江苏创办紫金京昆艺术群英
会，历时三届，如今的群英会正逐
渐成为汇聚全国京昆名家、名团、
名剧，出精品、出人才的全国性展
示交流平台。“紫金京昆”这一品牌
也不断深入人心，成为全国戏曲院
团、演员、戏迷广泛支持认可的活
动品牌。

生旦净丑氍毹添香，水磨皮黄
余音绕梁。第三届紫金京昆艺术
群英会虽然落幕，但京昆艺术带给
人们的无尽享受则如余音绕梁，久
久不绝。 本报记者 高利平

2020 年刷屏全网的《后浪》，不仅让“后浪”一夜之
间成为流行语，也引发了人们对于“后浪”和“前浪”的
思考。面对纷至沓来的众多邀约，“后浪”导演付彬彬
这一次却选择将镜头对准了江苏的河下古镇，讲述另
一个维度上的有关时间的故事。

秋日清晨的第一抹阳光穿透云层，在镀着金边的
古镇牌坊下，拥有 55 万核心粉丝的知名国风音乐人

“红格格”化身为身着汉代裙裳的女子莞尔一笑转身
入画。青石板街上，她翩跹起舞；吴承恩故居内，她阅
书抚琴；广阔静穆的淮安府署里，她举目苍穹。当夜幕
降临，在灯火通明的魁星阁畔，女子捧起一盏荷花灯,
俯身放入运河水中，一座古镇的美在屏幕的方寸间绽
放⋯⋯由淮安楚韵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打造的《千
年河下 风韵淮安》通过视觉语言，将河下景区最具代
表性的人文景点与自然风光相互串联，展示出古城淮
安的独特风韵。

淮安自古人文荟萃，而河下古镇是淮安古城保存
最完好的历史街区，迄今为止整个街区仍保持着明清
时的建筑风格，80%以上的民居系民国以前的砖木结
构,清代以前的建筑占 70%以上，石板路面占 90%，既
有古老的韵味,也有今时的生活气息。

“其实走进古镇的我，就像走进了清明上河图一
样。人生活在景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也是河下
古镇的一大特色。而我所做的就是如何去放大这一特
色：比如快慢剪辑的穿插，快速运动的镜头和慢速的镜
头相结合正像新与旧的交替，二者有节奏有规律地结
合在一起，让古迹焕发新生。”在付彬彬看来，河下古镇
完整地保留了从古时候到现代的居民聚集区，沈坤状
元府再现了状元的一生，淮安府署复刻了千百年前的
繁华，吴承恩故居则让他看到了文豪的创作历程，魁星
阁上淮安古镇尽收眼底，“其实每一处历史古迹都有不
一样的美，整个老淮安区保留了如此多的历史古迹是
令我惊讶的。”

3分钟的短视频《千年河下 风韵淮安》刚一上线，就
受到了网友们的关注。和《后浪》不同的是，《千年河下
风韵淮安》并没有台词，而是以类似于明信片的方式，让
古镇的美、旧时光和新生活的融合静静地流淌，青砖黛
瓦、对称留白的“中国审美”让年轻人赞叹不已。

“其实在我以前的作品中就偏好国风的对称美
学。不过这是我第一次花这么长时间这么仔细地去观
察、去欣赏真正中国园林建筑的美。每一个屋檐、亭
台、水榭都是不一样的，都是经过千百年前的工匠精心
雕琢的。”《宋词》中的中国传统节日、《淘宝造物节》中
的民间手工艺、茶文化元素⋯⋯在付彬彬的作品中，经
常会出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在他眼中，中国传统的
东西处处都有着不一样的美，一片屋檐和天空是一幅
画、一叶小舟和湖水是一幅画、铺在桌上的宣纸是一幅
画、门上的竹帘也是一幅画。《千年河下 风韵淮安》中
也挑选了淮剧、十番锣鼓等民间演艺文化及茶馓、汤包
等充满烟火气的非遗饮食文化进行拍摄，“烟火气对于
在城市中生活的人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其实我们
小时候就是在这样的烟火气中熏陶长大的，这次的拍
摄在这些烟火气中，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时候。”

初次来到淮安，于彬彬曾惊讶于这个城市的繁华，
而在拍摄过程中，他看到了这里的人们吃饭、喝茶等自
在生活的另一面。“在这部影片中，我想要说的是：慢下
来。在古镇的柔光中慢慢感受时间流逝。另一方面，
在经历千年的变迁中，古镇却保有它本来的面目，就好
像时间从未在它身上刻下痕迹一样，抚摸着古镇的城
墙又好像快速穿梭千年。”付彬彬说。

本报记者 陈 洁

《后浪》导演将镜头对准江苏古镇

这次他想让人们“慢下来”

本报讯 两匹骏马在辽阔的大草原上喝水、食草，
悠闲自在。绿油油的青草与盛开的荷花，生机勃勃。
年近七旬的南京画家雷晓宁一幅极具艺术张力的《彼
岸》，寓意着中蒙两国青山永在，友谊长存。12 月 1 日
上午，2020南京“中蒙文化艺术展”在南京开幕。

中国和蒙古国山水相连，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
要国家。两国地缘相近，人缘相亲，蒙族语言文字相
通，双方友谊源远流长。2019 年 11 月，作为纪念中蒙
建交7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为期一个月的“中蒙友谊的
见证——蒙古国国家博物馆馆藏中国文化艺术品展
览”活动曾在乌兰巴托成功举行。而这次在宁举办的

“中蒙文化艺术展”，将继续加深两国人民的互为了解，
迎来更多合作契机。这次展览中，蒙古国近百件油画、
绣毡、手绘等艺术品实物与观众见面，展区分为远古记
忆、文字文献、传统经济、科技军事、民俗服饰等八大
类，还有一些中蒙两国友好交流的文献图文资料。中
方则展出了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张之铸、南京博物院
原院长徐湖平、画马大家雷晓宁、书画名家谢东其、张
峰、刘庆南、张爱君等艺术家的 20 余件书画作品，让人
们一起见证中蒙两国文化交融的新成果。其中，被誉
为“马大师”的雷晓宁参展作品《彼岸》受到关注，他的
作品画出了马的神韵、精气神以及马的力与美。此前，
他还应北京人民大会堂邀请创作了巨幅大写意中国画

《万马奔腾》。
开幕式后，一台中方艺术家精心准备的文艺演出，

让蒙方嘉宾和南京观众深受感染。尤其让蒙古国嘉宾
惊叹的是，南京民族乐团青年吹管乐演奏家于东波骨
龠吹奏《诸神的踪迹》，音色空灵，极为罕见。“龠”是中
国的古乐器，距今已有 9000 多年历史。如今，能够
演奏这些古乐器的人已经屈指可数了。于东波
的吹奏，让中蒙友人和 9000 多年前的中国
古代天籁之音邂逅。 （陈 洁）

“中蒙文化艺术展”南京开幕
羽衣甘蓝、角堇、石竹⋯⋯翠

绿的根茎擎着盈盈的花朵，宛若一
张张笑脸，密密匝匝地挨着，在绵
绵冬雨中缀成了一片绚烂的花
海。有风骨、露峥嵘，恰如英雄品
格的写照。11月26日，江苏省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在江苏
大剧院东门广场，近20万棵花卉拼
接而成的一座直径14米的巨型花
朵绿雕，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分外
惹人注目。而这个花朵绿雕的设计
者正是南京著名设计师何方。

钢结构为“骨”，五色鲜花为
“肤”，整座绿雕以绽放之态的花
朵为主视觉效果，选用羽衣甘蓝、
角堇和石竹三种花卉组合搭建而
成 ，营 造 出 热 烈 而 又 温 馨 的 气
氛，透露着疫后重振的精气神，也
表达着对抗疫英雄的崇高敬意。
12 片鲜艳花瓣簇拥着两行白色大
字——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
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

塑造一个怎样的绿雕形象，
才能呈现抗疫精神？南京艺术学院
教授何方介绍说，接到此次创作任
务后，经历了几番苦思、多种复杂造
型的尝试，最终决定化繁为简——
设计了向心的花瓣，绿雕每个花瓣
层层递进向上生长，寓意各行各业
齐心协力，全民共同抗疫。

绿雕作品在室外展示，对花卉
要求较高，冬日里正在盛放的花

卉，大多寿命不长，为此，何方特地
挑选了一些花期长、颜色鲜艳、能
够抗风的景观花卉，“我们会有专
门的工人精心维护，预计花期能保
持到明年3月份。”

作为一个艺术家，一年来，何
方很多设计都与抗疫有关。

疫情初期，她设计的江苏援鄂

医疗队的 LOGO，给人们留下深
刻印象。她以汉字“苏”为视觉主
体，右上角用红十字代表医疗救助
之意，左右的一点一顿分别是湖北
和江苏的地图，中间则是遒劲的

“力”字。不仅突出了苏鄂两地兄
弟同心的精神，还通过“苏”字外围
的心形把爱的力量传递给了湖北
和全国人民。

“当时只有两天时间，但是各地
高涨的抗疫热情感动并激励着我。
所以几乎没有经历瓶颈期，就一下
子设计出了五六种方案，最终展示
出的这个成品，是最能让湖北人民
感受到江苏医疗队援助温暖的一幅
作品。”何方说，“‘苏’字里有个力量
的‘力’，我们把其他部分做了颜色
的改变，把‘力’从‘苏’字里凸显出
来。江苏支援湖北的医疗队，是带
着一种力量过去的，他们也是在向
湖北人民传递一种力量。”

最令何方感动的是，在湖北抗
疫一线，医护人员都穿着防护服，
辨认不出谁是谁，但江苏抗疫医疗
队队服上的“苏”字LOGO，既亮眼
又暖心，所以很多患者常常亲切地
称呼他们为“苏医生”。“我特别希望
给大家带来正能量，如果他们觉得
好看，或者获得了动力，我就觉得这
个设计成功了。”何方还提到了一件
有意思的事，有一次儿子回家拿回
一张试卷，上面的考题恰好是提问

“苏”字的含义，何方笑着对儿子说：
“这一次，你一定可以拿满分。”

凭借富有设计感的形象和深
厚寓意，何方的设计频频获得外界
认可。而作为一名地道的南京人，
何方的很多作品已与这座古城骨
肉相连，南京奥林匹克博物馆、老
门东老城南记忆馆、亚青会等的形
象LOGO和海报都由她设计而成。

何方设计还有一个特点是，激
活中国传统元素，以全新的方式诠
释东方风韵和精神气质。2017
年，何方为江苏发展大会设计的

“锦绣苏”标志惊艳四座。用红、
黄、蓝三色云锦线织就而成一个繁
体的“苏”字，“苏”字里的笔画巧
妙组成了人、鱼、禾、水、民居等多
个象形文字，寓意江苏是人才荟萃
的 鱼 米 之 乡 ，百 姓 在 此 安 居 乐
业。以“人”字为核心元素，还寓意
着，正是有了无数积极向上、奋勇
拼搏的江苏人，才有了今日江苏的
富足与繁荣。

“一个好的作品不但要有外在
的视觉表现，更要有丰富的内涵，
身为一名美术设计者，我觉得有责
任将自己的专业与正在发生的社
会现实联系起来，把感动与思考在
作品当中呈现出来。”这是何方心
中所坚持的“好作品”标准。

本报记者 王 慧
本报实习生 刘 妍

花朵绿雕意为万众一心抗击疫情

何方：在作品中呈现感动与思考

11月30日晚，伴随着闭幕大戏昆剧《梅兰芳·当年

梅郎》的精彩上演，第三届紫金京昆艺术群英会画上圆

满句号。

根植传统，求索创新。一个月来，京昆群英会以主

会场京昆剧目展演，分会场启动“梅兰芳戏剧奖”评选

和京昆青年演员大赛、京昆学术论坛、小剧场京昆戏曲

展、京昆大家乐等 5 个板块，带给戏迷观众近30台京昆

大戏。人民的总理周恩来、民族英雄林则徐、戏曲剧作

家汤显祖、京剧名家梅兰芳⋯⋯从古代到近代再到当

代，一个个熠熠生辉的人物形象通过京昆舞台演绎家

国情怀，传递时代强音。

11月28日晚，京剧《鉴证》登陆第三届紫金京昆艺术群英会。
本报记者 邵 丹摄

第三届紫金京昆艺术群英会：

演绎家国情怀演绎家国情怀，，传递时代强音传递时代强音

淮安河下古镇。 周长国摄

十一月二十日

，京剧

《赵氏

孤儿

》在紫金大戏院上演

。

本报记者

乐

涛摄

绿雕设计草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