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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5 日，国家艺术基金
2016年度资助项目、跨界融合戏
剧《杜丽娘与朱丽叶》在北京外国
语大学首演。该剧由北京外国语大
学艺术研究院承办，中国戏曲学院
表演系协办。

杜丽娘和柳梦梅爱得深沉，朱
丽叶和罗密欧爱得炽热。400多年
前，中国的戏台上唱着 《牡丹
亭》，而西方的话剧舞台上正上演
着《罗密欧与朱丽叶》。400余年
后的今天，汤显祖、莎士比亚笔下
的杜丽娘、朱丽叶在同一个舞台上
出现，东方昆曲与西方歌舞相互交
织。中、西艺术表现形式上的差
异，加之爱情观、生命观上的不

同，使这部初次展现在人们眼前的
跨界融合剧极具张力。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彭龙介
绍，本次在国家艺术基金支持下排
演的这出跨界融合剧是北外全面开
展艺术类通识教育的试点工程，也
是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积极承担

“把世界介绍给中国”“把中国介绍
给世界”重要使命的一次尝试，期
望借此进一步探索传统文化艺术对
外传播的科学模式，用艺术促进中
国与世界的对话。

《杜丽娘与朱丽叶》 采用昆
曲、现代舞和话剧讲述爱情和命运
的故事。昆曲是静的艺术，注重形
体身段，也重唱功，昆曲演员一颦

一笑、一个回眸、一声低吟、婉转
的唱段和优美的身段描摹出的是内
心深处的细腻情感。现代舞是动的
艺术，动作直接、大胆，配合默契
的舞蹈演员将内心的喜怒哀乐用肢
体动作展现在观众眼前。话剧是生
活的艺术，用最为情感充沛的方式
将生活搬上舞台。全剧用音乐将几
种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串联起来，
相融相生，并且配以书法和国画为
背景，再加上变幻的灯光，营造出
唯美且符合剧情变化的舞台效果，
令人耳目一新。

剧中，杜丽娘和柳梦梅在梦中
相会，春意盎然。浅粉色的帔一脱
一穿，台上展现的是唯美，台下却

是演员无数次的练习。
朱丽叶与罗密欧跳双人舞，融

为一体，她仿佛长成了他身体的一
部分。观众惊叹于舞者的技艺，却
不一定知道这高度契合的动作背后
的汗水和友谊。

当莎士比亚拉着小提琴缓缓走
出，朱丽叶反手拉住莎翁的琴弓，
在琴弦上拉出一个响亮的音色，此
刻时光凝住，朱丽叶好似抓住了这
位剧作家的笔杆，想要改写自己的
命运。

故事结尾，编剧采用后设手
法，以剧中人自我观看的视角，跳
出剧本既定角色，重新进行自我检
视。罗密欧与杜丽娘重新解释各自

的爱情经验，并试图对原始的命运
提出质疑与修正。他们在不断诘问
自身的过程中，澄清了两种戏剧文
化的特质，让观众在观剧之余引发
更深层次的思考。

该剧总导演、京剧表演艺术
家、北京外国语大学艺术研究院院
长孙萍拥有丰富的对外文化交流传
播经验。她表示，创作“跨界戏”
首先是要提取东西方不同戏剧种类
中带有共通性的“形式因子”，并
将其融合。这种融合不仅仅是舞台
动作上的交融，更是情感和理性层
面的对话；不能只是简单粗暴的混
搭，而应该力求突显舞台效果的和
谐美感。

跨界融合剧《杜丽娘与朱丽叶》

用艺术促进中国与世界的对话
本报记者 黄金鲁克

⦾戏剧时间

正如提及京味儿文化，绕不过
老舍先生和他的鸿篇巨著《四世同
堂》，陈忠实与他荣获茅盾文学奖的
名作《白鹿原》，业已成为关中文化
甚至陕西文化的代名词。与《四世
同堂》仅有两版同名电视剧和一版
同名话剧不同的是，小说《白鹿原》
继2001年被西安市第一秦腔剧院
排成同名现代秦腔戏上演之后，十
余年间已被改编为话剧、电影、电视
剧、舞剧、歌剧等多种艺术样式。

小说《白鹿原》成为知名文学IP
（知识产权）被频频改编，不代表比
起《四世同堂》的难改，它更容易“上
手”。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扛鼎之
作，小说《白鹿原》以关中平原上素
有“仁义村”之称的白鹿村为背景，
细细描绘白、鹿两大家族祖孙三代
的恩怨情仇，映照中国近半个世纪
的历史变迁。因人物支线繁多、时
间跨度久远，同时风格古朴、内容厚

重，饱含民族记忆。这部近50万字
的小说被改编成其他艺术门类时，
创作者很难抓取游走于字里行间的
筋骨，难以用有限的时长展现原著
精髓。王全安执导的电影《白鹿
原》，把书中与多位男性有过情感纠
葛的田小娥变为绝对主角，试图以
她一次次露骨的“情变”浓缩呈现原
著风貌，却给没有读过小说的观众
造成“陈忠实擅写情色”的误会。

小说版权一旦售出，便与作者
再无干系。陈忠实大概深谙此理，
对于包括电影版在内的众多改编版
本，他几乎没有公开发表过意见。
他数度表示支持以及赞赏的改编
版，只有陕西人艺版《白鹿原》。

该剧与林兆华执导的北京人艺
版《白鹿原》共用孟冰的剧本，但并
未因“兄弟剧院”的版本珠玉在前而
自乱阵脚，相反，大量运用充满浓郁
陕西风味的元素，使得舞台成为一

片能让原作充分展示魅力的适宜土
壤。无论是满台地道的陕西方言，
还是体现关中文化精魂的民居、牌
楼、窑洞、祠堂等舞台布景，抑或雄
浑精当却并不喧宾夺主的配乐，都
一再地拉近观众与故事发生地的距
离。就像国家话剧院制作，田沁鑫
编剧、导演的话剧《四世同堂》，
将老舍先生笔端的北平胡同化为一
道流动的风情画卷，不断引领观众
将视线投注到不同的表演区域。

在故事的结构和逻辑上，该剧
与话剧《四世同堂》亦是异曲同
工。小说《四世同堂》里，老舍先
生将一条沦陷了的北平小胡同当作
一个小细胞，通过对它的细致解剖
来看国家和民族在八年抗战中的命
运。鉴于小说字数逾80万，田沁
鑫创作剧本时为了不被众多细节和
线索牵绊，特别注意把握原作整体
气韵。陕西人艺版《白鹿原》也是

在保持原著主干上下功夫。该剧从
书中抽取的两条线索，互为表里互
相影响。一条围绕白、鹿两家，旧
社会的父辈们因土地明争暗斗、新
时代的子女们对于权势几番较量，
这一过程中，父权地位渐渐不保。
而带头向父权提出宣战的，正是第
二条线上的田小娥。

陕西特色的另一代表华阴老
腔，剧中亦有直抵人心的处理。小
说《白鹿原》之所以能先有秦腔戏
版，是因它自身就像感人肺腑的老
腔。林兆华创排北京人艺版《白鹿
原》时加入老腔，也是因为看到了
老腔与陈忠实笔下文字在神韵上的
相通，才让它在剧中“高亢亮
嗓”。陕西人艺版《白鹿原》对老
腔的使用，异常克制，以若有若
无勾连塬上众人被“祠堂”倾轧
的命运。比如田小娥的尸骨被焚
烧、镇于塔下时，一群彩蝶翩然

飞舞，一口老腔哀婉滑过，全场
观众屏息回味。

如果说陕西方言的贯穿、逻辑
结构的清晰以及华阴老腔的妙用，
让不少陕西籍的观众深有共鸣，
这版《白鹿原》巧借的古希腊悲
剧中的歌队 （古希腊戏剧中，悲
剧的产生往往由歌队催发，而叙
事、抒情以及教化功能，亦由歌队
参与完成），则引领台下不论来自
何方的观众，都能与原作的血脉产
生联结。

陕西人艺版《白鹿原》开场，
是白嘉轩与鹿子霖“换地”一场
戏。小说里白嘉轩梦见寒雪天气鹿
家土地里长出一株绿叶小蓟，找到
可以参破天机的姐夫朱先生“指点
迷津”，想到“发家致富”的方
法。换地迁坟的原因被他视为秘密
深藏于心，即使母亲愤怒责骂，他
仍然不动声色。可是在舞台上，这
个秘密却被清一色着装的村民公开
谈论，观众深知此种“昭告天
下”，是面向台下说出“白嘉轩心
里的秘密”，代入体味的是白嘉轩
的伪装与暗爽。

其后，这种对古希腊悲剧中的
歌队古典意义上的借鉴在剧中随处
可见。青砖门楼推拉挪移建构的种
种空间里，村民数次集体亮相，推
进剧情发展，合议人物命运。小说
中的线索或人物被裁选调整依旧不
脱本色，充当连缀作用的“群口”
功不可没。而歌队在特定场景中的
出现，则深化了悲剧主旨。田小娥
在舞台左下区域的草垛成功引诱白
孝文时，正在台上右上区域看大戏
的村民以诡异的动作集体看向草垛
方向，预示两人的结合必将带来一
场毁灭。

与歌队的整齐相对应的，是剧
中所有演员均贡献出了高水准的表
演。不像北京人艺版会聚濮存昕、
郭达、宋丹丹等一众明星演员，陕西
人艺版的演员均没有很高的知名
度，可是舞台上老中青三代演员有
模有样个个出彩，演绎了一出浓郁
关中味儿的《白鹿原》。

那就是关中的滋味儿
——陕西人艺原汁原味演绎话剧《白鹿原》

梅生

“没什么追求”的张威
自称是上世纪80年代“最
正常的那种孩子”，喜欢在
上课偷偷看小说，喜欢金庸
和黄易，不喜欢严肃作家。
在成为网络作家之前，他有
过许多职业：做过网站、开过
餐馆、做过汽车装饰。那时
候没人想到，他会成为屏幕
背后炙手可热的百万写手唐
家三少。

“并不是所有的网络作
家都能拿到七位数。”唐家
三少如是说。2016年的网
络作家榜显示，他的年收入
在人民币1亿元以上。

一旦创意成型，依托互
联网与移动互联网背景的明
星IP（知识产权）孵化项目
就能很快将产品以漫画、电
影、电视剧、游戏、周边等

“泛娱乐”衍生产品的形式
传播出去，充分挖掘和实现
创意者的创意价值。

这也许是文创从业者最
好的时代：互联网资本布局

“泛娱乐”生态投下亿级补
贴，鼓励高质量的网络文学
创作。比如，起点中文网对
低收入作者设有鼓励性质的
保障制度，如果作者的收入
达不到最低标准，就适当补
足，相当于低保，鼓励作者
写作。

3月26日，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所属中国经济年鉴
社联合腾讯社会研究中心在
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
了一份名为《创意者经济：

“互联网+文创”的新时
代》的研究报告，全面深入
地分析了中国“互联网+文
创”的社会认同、产业生态
和政策体系，报告首次提出

“创意者经济”概念。
网络文学、网络音乐、

网络游戏，这些最先被互联

网颠覆的产业在“互联网+
文创”的发展中走出了一条
与众不同的道路。不同于传
统意义上的“渠道＋内
容”，也不仅是新技术革命
下产业的转型、升级与拓
展，这条在互联网与移动互
联网背景下中国自生的文创
产业道路，被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课题组黄斌等人称之
为“创意者经济”。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6年上半年，文化及相关
产业企业营收达到3.6万亿
元，其中以“互联网+”为主要
形式的文化信息传播服务业
规模以上企业营收达到2502
亿元，同比增长19.7%，是文
化及相关产业10个行业中
增长最快的。

报告称，网络文学和网
络漫画几乎是中国独有的文
创产业形式。网络文学大有
超越传统文学创作之势。从
创作群体规模上看，中国作
家协会会员仅有万余人，但
仅在阅文平台上写作的网络
文学作者就超过400万。

另外，报告也指出，目
前中国“互联网+文创”的
产业模式面临着原创数量与
质量不对等的问题。“互联
网+文创”产业模式正处于
起步发展阶段，决定了中国
目前不足以培养一个具有较
高鉴赏能力的消费市场，从
而无法给原创以正确的反
馈。中国在很多文创行业中
并没有建立起符合产业规律
的现代产业体系，有好创意
也拍不出好作品，仅一味地
对热门 IP过度激励，这些
都阻碍了高质量原创，导致
市场繁荣并没有相应提升原
创的核心竞争力。此外还有

“互联网+文创”避不开的
盗版问题。

《创意者经济：“互联网+文创”的新时代》研究报告发布

中国进入
“创意者经济”新时代

本报记者 赵秀红

本报讯 （记者 董鲁皖
龙） 日前，围绕“艺术与跨
界，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
这一主题，国际时尚摄影师
及视觉艺术家陈漫在清华大
学艺术博物馆发表了演讲。

陈漫通过展示个人摄影
作品，阐述了如何从哲学和
文化元素的角度进行艺术创
造。在她看来，生长在中国
的我们时刻都在进行传统文
化的再创造。“作为在北京
胡同中长大的孩子，看着古

建筑，感受曾经发生的故
事，体会一树一瓦一砖，从
传统文化元素角度探索理解
并进行艺术创作是很自然的
过程。”陈漫说。

据悉，清华文创讲座
是由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
展研究院与清华校友总会
文创专业委员会主办、搭
建的交流平台，旨在带动
人 们 关 注 文 化 、 关 注 创
意、关注人文，传播文创
领域的前沿思想。

陈漫做客清华文创讲座
演绎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

⦾现场

3月29日，被誉为陈忠实先生
最满意版本的话剧《白鹿原》在北京
保利剧院首演。陕西人民艺术剧院
近五十位演员在舞台上操着地道的
陕西方言，用黄土地的魂演绎着白
鹿原上的人情冷暖、风雨变迁。演
出结束，每个观众都领到一个滋味
地道的肉夹馍。为了让观众获得更
加深刻的观剧体验，演出运营方北
京九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除了别具
匠心地设置品尝肉夹馍环节，还在
剧院前厅专门布置了《白鹿原》合影
留言墙，邀请观众阅读座位上的一
封家书、在《白鹿原》主题明信片上
留下感言、参与给陈忠实先生与《白
鹿原》留言的纪念活动等等。在这
活色“声”香的体验中，观众被这场
用心的演出深深打动。据介绍，从
现在起至6月 17日，该剧还将在
太原、郑州、广州、深圳、上海、苏州
等地展开巡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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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邀贤达 共筑梦想

2017年高薪诚聘教师公告
珠海容闳学校位于广东省珠海市，毗

邻港澳，环境优美。学校创建于2003年，
是由大型国有企业珠海华发集团投资兴建
的一所国有民办学校。

学校现辖容闳小学、容闳书院 （初
中）两个校区。学校总占地面积9万多平方
米，建筑面积8万多平方米，总投资4亿多
元，学生近2500人，专任教师200余人，教
辅后勤人员200余人。

一、招聘岗位及要求
（一） 教育专家型人才
包括国学教育、课程建设、心理教育等方

面的专家型人才，要求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突
出的研究成果。

（二） 优秀学科教师
1.小学普通班：数学、心理等各学科优秀

教师。
2. 小学国际班：语文、数学、英语、音

乐、美术等专业教师。
3.初中普通班：各学科优秀教师。
应届毕业生要求全日制重点本科以上学

历，专业对口。
在职教师一般要求三年以上教学经验，

40 周岁以下，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专业对口
或相关，有相应教师资格证书，获得过市级以
上荣誉称号或奖励。特别优秀者，个别条件可
以适当放宽。

小学国际班专任教师，还必须有熟练的英
语听说能力。

（三） 外籍教师
1.中小学普通班：英语口语。
2. 小学国际班：英语、数学、科学、音

乐、美术、体育等专任教师。
3.初中国际班：数学、英语专任教师。
要求英语母语国家的外教，有国际教学资

质和教学经验，能胜任班主任者优先。
（四） 教辅人员
主要招聘电视编辑、设备管理、网络管理

等专业技术人员，以及校医、餐饮营养师、宣
传干事、外事管理、办公文员等岗位储备人员。

一般要求本科学历，40 周岁以下，有相
关任职资质和工作经验。

（五） 生活老师
大专以上文化，45 周岁以下，能够住校

值班。
二、相关待遇

（一） 提供珠三角地区同岗位一流的工资
福利和退休待遇，学科教师税前年薪总额 12
万-35 万元；教辅岗位 8 万-15 万元；外籍教
师待遇优于中方教师；专家级人才待遇面议。

（二） 按国家规定享受五险一金，符合条
件者办理人事关系调动、户口迁移，并享受与
公办学校同等的退休待遇。

（三） 学校提供免费工作餐、校服、通勤
车，单位廉租公寓，子女可优惠入读本校。

（四） 按照国家规定享受带薪双休日、寒
暑假、节假日、产假等。

三、应聘办法
（一） 网申报名：4 月 30 日截止。在“珠

海容闳学校”官方网站首页的“教师招聘通
道”在线填写“应聘人员基本信息”。

注：此为唯一有效报名方式，请务必真
实、完整、详细填写。

（二） 面试通知：学校将在 5 月 10 日前电
话或短信通知入围者参加面试。

（三） 面试安排：5 月中旬，以面试通知
为准。

四、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广东省珠海市南屏镇丰华路

容闳书院人事办公室
邮 编：519060
学校网址：www.rhschool.cn
应急邮箱：zhrhzp@163.com
联系电话：郑老师 0756-8936070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