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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冰山上的来客》是上

世纪60年代家喻户晓的经典影片，现

在，它被国家大剧院改编成了歌剧，

并开始全国巡演。在国外经典音乐

剧、歌剧冲击时，红色经典有没有守

土的力量？昨天，导演陈薪伊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即使是年轻观众，和

红色经典其实也不该有心理距离。

经典改编延续感动
讲述了在解放初期的新疆边境

线上，边防战士寻找昔日恋人引出的

一个紧张惊险的“ 反特”故事。去年，

国家大剧院将之改编成了歌剧，并在

演出6场后，开始了全国巡演，2月1 1

日，这部歌剧将登陆上海文化广场。

著名导演陈薪伊接受了做这个

原创歌剧的任务。她说：“ 接到电话让

我做时，我快乐得蹦了起来，因为这

是我小时候在重庆，坐在爸爸怀里看

的经典。”在她看来，经典的不只是剧

情，还有该片天生适合做歌剧的音

乐，因为其中有6首观众都能哼得出

来，包括《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怀

念战友》、《 冰山上的雪莲》、《 塔吉

克的雄鹰》、《 戈壁滩上风沙弥漫》、

《 高原之歌》。

“ 6首歌能传唱半个世纪，是绝对

的经典———经典是唱出来的，不是吹

出来的。”她感慨地说，“ 包括《 白毛

女》，包括我最近去看的徐克翻拍的

《 智取威虎山》，这些同样是经典的，也

没有6首这么多。所以，电影作曲雷振邦

先生，是伟大的音乐家，我很怀念他。”

为了延续经典的韵味，她特意邀

请了雷振邦之女、同样是作曲家的雷

蕾来创作歌剧。雷蕾则说：“ 影片的音

乐太经典，给国人的印象太深刻，所

以很有挑战———我本以为，主题、故

事、音乐都有了，是不是再做歌剧会

比较简单，但后来才发现，电影的音

乐一共只有20多分钟，歌剧却要1 小

时20多分钟，并且，新制作的音乐，如

何和原有的风格吻合，也很考验我。

最后我确定的作曲原则是，原作是红

花，我们新创作的是绿叶。”

然而，延续的风格，同样令人感

动，扮演杨排长的著名男中音歌唱家

杨小勇说，唱新创作的《 卡拉，你在哪

里》时，每次唱完都会卡住，“ 情绪收

不住”。

红色经典没有距离
“ 情绪收不住”的，还有观众。国

家大剧院剧目制作部副部长关渤说，

在大剧院首轮演出了6场，歌剧院的

观众席能容纳21 00多人，但几乎每场

门票都被一抢而空，平均上座率超过

了95%，“ 经常出现千人大合唱”。

而陈薪伊导演，昨天也特意提及

了红色经典和现在年轻人的关系。

“ 不少年轻的同学，一听红色经典，可

能会觉得有点距离，有点抵触，但我

要说，能流传下来的，都是经典，其

实，《 刘胡兰》就没能流传下来。”她

说，无论是音乐、台词还是剧情，《 冰

山上的来客》都有经典的特质。

她还比较了国内外的经典：“ 其

实，国外所谓皇家歌剧院做的经典，

其实也就和我们的国家大剧院性质

一样，都是要由国家、政府来抓———

否则它没有力量流传下来。法国也扶

持经典，它们扶持的剧目，何尝不可

以叫‘ 蓝色经典’？”

电影《 冰山上的来客》改歌剧

陈薪伊：经典改编唤回经典回忆

就在歌剧《 冰山上的来客》准备

全国巡演时，在电影中扮演“ 杨排长”

的国家一级演员、老一辈表演艺术家

梁音老师，不幸于昨天凌晨在北京去

世，享年90岁。这个消息传来，也让歌

剧主创团队缅怀起了这位艺术家。

导演陈薪伊在盛赞影片台词经

典时，就引用了梁音的那句“ 阿米尔，

冲！”她说：“ 梁音先生今天早上去世

了，他的一句台词，火遍全中国，很厉

害，这也是经典的魅力。”而作曲家雷

蕾则说：“ 我和梁音老师的女儿，是小

学同学，我们都是长影子弟小学的，

我还经常去她家玩，梁老师不是孙道

临那样的演员，但很有魅力。后来他

去了北京，我们还有联系，这次改编

歌剧，也总想起他，今天知道这个噩

耗，我非常难过。”

梁音1926年9月26日出生于黑龙

江齐齐哈尔，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电影

演员，中国老一辈的表演艺术家，曾

演出多部优秀影片，塑造了许多不朽

的银幕形象。梁音第一次上银幕是在

1949年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 桥》中

扮演工人，其最有代表性的角色包括

《 冰山上的来客》的杨排长、《 三进山

城》的侦察英雄刘青山、《 我们村里的

年轻人》的木匠茂林等等，并凭借《 冰

山上的来客》获1963年长影小百花奖

优秀演员奖。 青年报记者 陈宏

[链接] “ 杨排长”梁音去世

“ 心·境”抽象雕塑展示现代风潮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日前，名家艺术研究协会

雕塑专业委员会揭牌仪式暨“ 心·境”

雕塑作品邀请展，在上海艺术区东大

名路1 929艺术空间开幕。本次展览有

来自美国北卡罗纳州州立大学教授、

国际抽象雕塑名家比利·李，中国台湾

著名艺术家萧长正，以及来自全国各

地艺术机构的1 5位中青年雕塑家的

三十几件雕塑作品。展示出中国特有

的现代抽象雕塑作品，再现国内抽象

雕塑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全国几乎所有专业院校雕

塑系均开设了抽象雕塑课程，表明国内

雕塑教育在艺术观念上已不完全局限

于写实造型。在社会层面上，随着抽象

形态的雕塑作品越来越被接受，在公共

艺术层面也多有展示。此次展览由上海

名家艺术研究协会主办，心象艺术、上

海心象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承办，并

得到上海市文联的大力支持。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写惯了新奇的“ 想象作

文”，写平实文字反而成为一件难事。

最近，上海作协旗下的《 略知一二》杂

志举办了第五届“ 想写就写”儿童作文

大赛，要求参赛的孩子重新书写商品说

明书。这的确难倒了一些孩子，因为说

明书是说明文，是多么“ 乏味”的文体

啊！这提醒教育界注意：要重视教孩子

不仅要写“ 漂亮好看”的新概念作文，

还要重视教他们写平实缜密的实用文。

而后者可能对孩子的未来更有用。

提到以“ 改写说明书”为小学生

作文大赛参赛文体的初衷，《 略知一

二》 执行副主编刘运辉说：“ 大人写

的说明书，有很多写得很啰嗦，很呆

板，很无趣。我们希望孩子们拿出创

造力、想象力和幽默感来‘ 嘲笑’这

些说明书，说不定，被重写的说明书

真能成为商家的好文案。”虽然也强

调“ 幽默感”，但说明书就是说明文，

想象力和幽默感都只是外在，其核心

是清晰的逻辑和缜密的叙述，包括对

日常生活的真切关注和性情表达。这

在众多“ 想象作文”大赛的情况下，

这显得尤为与众不同。

虽然从第五届获奖名单揭晓的

结果来看，孩子改写的“ 优秀的说明

书”不少。获得一等奖的是杨浦区控

江二小四年级学生卢岳恒所写的《 小

朋友肠道的清“ 道”夫———小培菲康

的自我介绍》一文，写得不仅准确，而

且有趣生动。但从整体来看，孩子对

于写说明文还是比较陌生的。据记者

所知，现在有的孩子一看写说明文，

就提不起兴趣，认为是“ 小儿科”没

意思，而写出来的说明文也有逻辑混

乱、条理不清楚的问题。

在形形色色“ 想象作文”中长大

的这一代孩子，已经习惯了写像郭敬

明《 幻城》那样的作文。见多识广的他

们想象力是极其丰富的，有的文字也

很漂亮。但有一些作文绚丽之余，追求

一种朦胧感，细看却发现什么也没有。

这种徒有其表而没有其实的空洞文

风，在孩子中很是流行，也应该引起教

育界的关注。因为“ 想象作文”固然重

要，但从某种程度上说，让孩子学会观

察生活，学会正确表达，并且为生活服

务，这才是写作的真谛。这可能对孩子

的影响更大。

连获重要风向标认可

《 鸟人》冲奥后劲十足
青年报记者 张逸麟

本报讯 第21 届美国演员工会奖

北京时间昨天在加利福尼亚州圣殿

礼堂举行了盛大的颁奖典礼，《 鸟

人》 获评“ 今年电影类最佳群戏表

演”。作为奥斯卡重要的风向标，这

次获奖让《 鸟人》在与《 少年时代》

的拉锯战中添上了重要砝码。

演员工会奖是由美国影视演员

协会所颁发的年度奖项，专门针对电

影与电视节目杰出表现而设置。虽然

该奖项自1 995年才设立，但由于该奖

项的评委占奥斯卡评委中比例最大，

近年来获奖结果与奥斯卡表演类奖

项吻合度颇高。

从颁奖季开始后，《 鸟人》与《 少

年时代》在最佳影片的争夺中异常激

烈，包括之前的金球奖在内，《 少年时

代》的风头要压过《 鸟人》一筹，不过

《 鸟人》的后劲非常足，之前奥斯卡

公布提名时，《 鸟人》 获提名的奖项

比《 少年时代》多了3个，可谓扳回一

城。而就在演员工会奖颁奖礼的前一

天，《 鸟人》 还在美国制片人工会奖

中击败《 少年时代》和《 布达佩斯大

饭店》，赢得最佳电影奖。美国制片

人工会奖每年对于“ 小金人”也有着

非常重要的影响。在过去的25届中，

制片人工会奖的最佳电影得主与当

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有1 8次吻合，重合

率达75%。从2007年的《 老无所依》到

去年的《 为奴十二年》，制片人工会

奖的最佳电影更是连续7年捧得小金

人。连续斩获制片人工会奖和演员工

会奖，对于《 鸟人》冲击小金人无疑

是强力的支持。

除了《 鸟人》的获奖外，昨天演

员工会奖电影类的最佳男女主角与

之前的金球奖完全一致，“ 小雀斑”

埃迪·雷德梅恩与朱利安·摩尔分获

影帝影后，而《 爆裂鼓手》的西蒙斯

与《 少年时代》的阿奎特也毫无悬

念地拿下最佳男女配角。此前两年

夺得演员工会奖最佳男女主角的演

员 均 在 随 后 的 奥 斯 卡 奖 上 顺 利 登

顶，演员工会奖的风向标指数可见

一斑。

文化动态

小学生作文比赛改写商品说明书

实用作文和想象作文同样重要

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 冰山上的来客》奏响经典旋律唤醒美好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