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20世纪最负盛名的珠宝设计师
之一，法国超现实主义珠宝设计师让·
史隆伯杰认为钻石缺乏人情味，一直避
免用它来彰显财富。在评论钻石给人带
来的一般印象时，他略带揶揄地说：“你
不妨在衣领上别张支票。”但就是这位对
珠宝怀有“偏见”的设计师，在加入蒂
芙尼公司的第一年，就受命为该公司标
志性的蒂芙尼钻石设计一款戒托。史隆
伯杰最终为这颗287.42克拉的传奇钻石
设计了三个款式，其中包括奥黛丽·赫
本在1961年电影《蒂凡尼的早餐》宣传
照中佩戴的“缎带项链”。

在与蒂芙尼公司长达三十余年的合
作历程中，他创造的富有雕塑感、奇思妙
想和异趣丛生的珠宝杰作至今仍跻身全
球最具吸引力和最值得收藏的作品之
列。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王春法在“云
鬓珠翠——弗吉尼亚美术馆藏二十世纪
珍宝艺术展”前言中，评价史隆伯杰既是
著名珠宝设计大师，也是杰出的艺术家，
他“最大程度地从自然界的动植物中获取
设计灵感，以天马行空和超越时代的想象
将自然之美与人工艺术完美地结合在一
起，从而定义了20世纪新的时尚风格”。

从上世纪30年代在巴黎为设计师伊
尔莎·斯奇培尔莉制作服饰珠宝开始，
到上世纪50年代在纽约蒂芙尼珠宝公司
开设自己的私人沙龙，史隆伯杰以其对

动物和植物主题的创造性诠释而声名鹊
起，他的代表作定义了20世纪新的时尚
风格。他设计的烟盒、胸针、项链、手
镯等以造型的精妙赢得名媛淑女的青
睐，更受到弗吉尼亚美术馆的艺术赞助
人瑞秋·兰伯特·梅隆的钟爱。瑞秋·
兰伯特·梅隆 （邦妮·梅隆，1910—
2014）是著名的园艺家与慈善家，也是
弗吉尼亚美术馆的长期赞助人。这次展
览展出的展品，均为史隆伯杰为梅隆夫
人设计或二人合作设计的珠宝艺术品。

传说昆仑山琅玕树上能结宝石，是
神鸟鸾凤的食物。如果仅仅作为个人财
富和身份地位的象征，那么珠宝可能早
已像贵族头衔一样被历史抛弃。正是因
为其本身所凝结的丰富历史、文化内
涵，才使珠宝流传至今而风姿不减。

梅隆夫人和史隆伯杰保持着长达数
十年的友谊和创造性合作，在植物设计
和园艺学方面互相启发，碰撞出灵感的
火花。1945年，两人在史隆伯杰的曼哈
顿分店相遇，那里距离梅隆夫人在上东
区的住宅只有几个街区。从那时起，梅
隆夫人就成为史隆伯杰蒂芙尼私人沙龙
的常客，从那里定制彰显自身品位和想
象力的珠宝。

本次展出的孤品饰物是专为梅隆夫
人设计（或为双方共同设计）的室内陈
列品。其中烛台、盐罐等都是日用品，

但和方尖碑等桌面摆件一样，它们的艺
术价值才是欣赏的重点。这些家居物品
的形式和图案比珠宝作品更具几何特征
和抽象意味。

史隆伯杰也善于从海洋生物中汲取
灵感。1939年，他创作出第一件独立作
品《金鱼》。这是一只金鱼造型的香烟打
火机，鱼眼处以宝石点缀，鱼尾可弯
曲，作为支架使用。这一颇具趣味性的
设计立刻吸引了法兰西和美利坚时尚女
性的目光。

史隆伯杰喜欢在他位于瓜德罗普岛
的热带院落里从事创作。梅隆夫人则醉
心于庭院绿化，要么待在马萨诸塞州科
德角的自家沿海别墅，要么前往加勒比
海安提瓜岛的度假村。本次展出的海洋
主题作品显示出两人都颇为喜爱大自然
和户外活动。

20世纪中期，史隆伯杰开始在为蒂
芙尼设计的作品中融入贝壳图案，甚至使
用真正的贝壳。史隆伯杰将他在斯里兰
卡、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旅行期
间对海洋生物的观察融入作品设计。他
的生意伙伴尼古拉斯·邦加德曾前往加勒
比海上的瓜德罗普岛与他相聚，并对史隆
伯杰的灵感与创意做出过如下描述：“我
们的船在浅滩上漂荡，他伸手入水，拾起
一枚衔着海藻的贝壳。第二天一早，我就
在他的工作室里看到了已绘成的草图。

这间工作室内的每一件作品都饱含他独
一无二的真知灼见与奇思妙想，充满了动
态美，有时甚至真的可以动起来，许多作
品都将贵金属、珍贵的宝石与来自海洋的
有机材质融为一体。”

在史隆伯杰的手中，一只看似平凡无
奇的水母也能摇身一变，幻化为绚丽夺目
的月亮石和钻石生灵，在蓝宝石触须的点
缀下栩栩如生。在他眼中即便是那些最
易被忽略、平凡无奇的普通生物也能破茧
成蝶，化平庸为神奇。他曾经说，希望可
以捕捉宇宙中的不规则事物。从他设计
的这些美轮美奂的珠宝作品中，确实能够
看到他将普通的自然形体转化为绝美的
艺术珍宝的想象力和才华。

让·史隆伯杰：用珠宝雕刻自然
本报记者 王珺

电影 《妈阁是座城》 还没上
映，已经被炒得沸沸扬扬，该片以
赌城“妈阁”（澳门） 为背景，讲
述赌场内女叠码仔和三个男赌徒之
间的故事。近日，电影编剧、小说
原著作者严歌苓在京与读者见面，
导演李少红作为特约嘉宾到场，一
起向大家讲述《妈阁是座城》背后
的故事，探讨书籍与电影中女性情
感故事的表达。

与之前的《归来》《芳华》不
同，这次严歌苓选择了一个读者

“耳熟不能详”的特殊题材——赌
场里的规则与情感。“赌”似乎是
香港类型片的专利，男性角色在赌
场上赢得巨额财富成为传奇，或者
输掉身家性命。区别于传统的男性
视角，这个故事的主角梅晓鸥是一
个女叠码仔 （博彩中介工作人
员），而导演李少红向来以关注女
性命运、擅长在女性视角下侧面写
时代著称。三个女人一台戏，严歌
苓说：“女导演、女作者、女叠码
仔是一个理想的组合，以女人的观
察和叙述去还原男人之间不见硝烟
的战场，会更加有味道。”

白百何突破以往形象，在影片
中扮演在赌场看尽沉浮的单亲妈妈

梅晓鸥，游走于赌场内外、靠追债
讨生活、周旋于三个男性角色之
间：实力雄厚的地产大鳄段凯文
（吴刚饰）、赌瘾缠身的艺术家史其
澜 （黄觉饰）、争夺儿子的前夫卢
晋桐 （耿乐饰）。在妈阁这座大迷
城里，容纳了各种人性、浓缩了百
样人生，就像一个大实验场，上演
的是无数的悲剧故事，其过程电光
石火、血肉横飞，结局就像战后的
废墟、一片狼藉。

“我原先以为，人之所以成为
赌徒是因为穷；穷红了眼什么都不
怕，什么都敢赌，因为没什么可输
的。但我现在听到的故事中都是阔
人，都是掌握了大致的致富规律、
经历了一定的致富必然的人。这样
的人竟会舍弃必然，随偶然去摆
布，放弃规律和科学的可重复性，
听信无序和所谓的天命，实在令人
失望。”严歌苓坦言，听过太多赌
徒的故事，让她产生了很多疑问，

“赌性是不是我们民族的先天弱
点？我们是不是被动惯了？理性和
规律总是让王者权贵颠覆，那就不
如把自己交给未知和侥幸，以被动
制被动，反而有了点儿主动——这
种宿命观是不是积淀在我们民族的

集体潜意识里？”
接下去的两年，她一有时间就

去澳门赌场，学习赌博方法，体会
赌博心理，采访赌客和赌场经纪
人，终于得到足够的细节来丰满故
事和人物。“所以赌我是学会了，
怎么翻牌，怎么弄一些技巧性的东
西，而且这种赌的技术用到小说
里，因为它会帮到小说人物心理的
变化、心理活动，我觉得付出了四
万多元钱的学费还是值得的。”

都说生活比小说更精彩，而严
歌苓在你不知其所以然处下笔，将
耳听为虚化作精准的肖像素描和行
为写真，将人性的谜底推入深度的
心理演绎。作为目光犀利的人性观
察者，严歌苓表达了对同代人的深
刻忧虑：当代物质欲望高度释放
后，我们人归根结底将靠什么存在
下去？她像张爱玲一样洞悉一切，
把事物看进“骨头里”，但她不会
躲避、疏离，而是像萧红般去贴近
这多难的人间，用自己心灵的温度
拥抱这些卑微的自然造物。在《妈
阁是座城》的最后，严歌苓通过梅
晓鸥和史其澜的故事告诉读者：人
性里的那一点微光，终将成为我们
的救赎和信仰。

严歌苓携《妈阁是座城》归来
本报记者 却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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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时间

这几个月，中国儿童艺术
剧院的走廊上总飘着从排练厅
弥散的活络油味儿。导演毛尔
南知道，这是新偶戏·儿童剧
《叶限姑娘》剧组的演员们为了
把偶更灵活地操练起来，所下
的“手腕功夫”。该剧的形体设
计刘美池见证了演员们在木偶
操作和情感表达上的成长。“在
排练的间隙，我常常看见演员
们下意识地把偶放在自己身上
或抱在怀里，有时从某个角度
看过去神态都惊人地相似。”她
认为这从侧面反映了演员在不
断与偶的磨合过程中建立起了
与它的情感，使台上的“人偶
合一”成为可能。

该剧导演毛尔南认为，木
偶会给人带来一种向往却力所
不能及的美好。在谈到《叶限
姑娘》为何选用木偶方式进行
呈现时，他说：“尽管木偶脸上
没有一颦一笑，但你却能从其
动作发现它的情感变化，从它
没有表情的脸上体会最细腻的
情感，这时偶的特点就体现出
来了。在技术达到一定水准
后，艺术赋予了它新的生命，
从而形成两个艺术作品：木偶本
身和用偶表演的作品。因此我
们要用‘新偶戏’的方式做一台
满足现代孩子审美，同时呈现偶
的精髓的作品。”

为了让剧中的木偶灵活精
致，中国儿艺邀请中央戏剧学
院偶剧系副主任、国际木偶联
会会员胡万峰担任该剧的总体
视觉设计。据他介绍，叶限的
故事发源于广西壮族地区，因
此，此次设计在中国传统文化
中选取壮族铜鼓与花山岩画为
创作灵感。这部作品之所以被
称为“新偶戏”，是因为主创和
演员在不断探索一种能够在地
面自由行走、在空中自由行
动、在舞台上不受调度局限的

偶。“偶的每个关节都很灵活，
它的运动方式不仅要符合人体
的运动学，还要符合舞台假定
性原则下木偶的运动规律。每
个偶连脚踝、手指都要有它的
韵律感和节奏感。我一直坚信
本民族的创作者才能创作出本
民族文化中的独特韵味，《叶限
姑娘》正是在努力寻找中国儿
艺创排木偶戏的独特呈现方
式。”他说。

“剧院的每一部新创剧目都
是一次有目的的艺术实践。”中
国儿艺院长尹晓东表示，这部
戏取材于唐代笔记小说《酉阳
杂俎》中的《叶限》篇，名曰
新偶戏，就是希望把一个古老
的故事讲出新意来。

目前正在中国儿艺假日经
典小剧场上演的 《叶限姑娘》
讲述了一个名叫叶限的小女孩
在逆境中仍心怀善良，最终收
获幸福的故事。作为一个“灰
姑娘”类型的故事，《叶限姑
娘》包含了许多耳熟能详的经
典情节，如在父亲病重不治身
亡后，成为孤儿的叶限受到继
母和姐姐的虐待；因叶限救了
神奇的小鱼，小鱼为叶限变出
了鞋子和华服，助叶限参加国
王举办的洞节；国王通过鞋子
认出了曾经救过自己的叶限，
并娶其为妻等。

不同于传统的“灰姑娘”
故事将主人公的幸福归因于美
貌和神力，《叶限姑娘》更关注
主人公内在的善良和乐于助人
的品质。“我们最终把故事的结
尾定位在：叶限向着远方走
去，她的朋友小鱼相随左右，
溅起点点水花。这个结尾接受
起来或许稍显沉重，但打破

‘公主梦’，让小观众体悟到自
己才是自己的终极支撑，对当
今时代的儿童来说，或许更有
价值。”该剧编剧孙梦竹说。

《叶限姑娘》
“新偶戏”讲述老故事

缇妮

⦾资讯

本报讯 汇聚国内11家博
物馆馆藏文物精品的“海宇会
同——元代瓷器文化展”目前
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

展览以元代瓷器为主体，
以元代瓷器的历史、文化、科
技、审美价值为主线，反映了
元朝时期人们的生活习惯、物
质文化、艺术创作特点和这一
时期社会变革、民族融合、中外
互通的历史盛景。在展出的以
元代瓷器为主的96件文物精品
中，不仅有景德镇珠山风景麓遗

址、元大都遗址、镇江市京口闸
遗址等出土的佳器，也有各地博
物馆收藏的传世珍品，还包含了

“辽宁绥中三道岗沉船”“福建平
潭大练岛沉船”“西沙群岛石屿
二号沉船”等水下考古工作的丰
硕成果。展览还配合元代瓷器
展示，增加了清光绪本《岛夷志
略》、张成款剔红人物圆漆盒、僧
帽形带柄铜壶等其他类别文物，
力求全面还原蒙元时期中外文
化交流盛景和物质文化风貌。

（问水）

“海宇会同——元代瓷器文化展”正在展出

⦾现场

今年清华美院学生毕业
展的海报由衣食住行4个醒
目的图形组成。芒种节气当
天，2019 届本科生毕业展
开幕。263名本科毕业生的
600余件 （套） 作品分别在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美术
学院A、B展厅与社会各界
见面。

这些作品从日常生活、
经济、人类情感、科技发展
等诸多角度进行了深入思
考，运用新媒体等多元创作
方式，或侧重于新功能、新
科技、新材料的应用，或钟
情于艺术表现形式的探索与
创新，充分显示了毕业生们
的社会担当、个性与才华。

清华美院党委书记马赛
认为，海报上衣食住行的图
形与学院标志相呼应，是国
计民生的象征，也是学院人
才培养的目标与方向。此次
展出的作品既反映了学生们
对艺术、设计本体的理解与
思考，也是他们对当下社会
变革、社会问题的勇敢回应。

毕业季是收获知识的季
节，更是收获成长的季节。
高校艺术专业学生的艺术创
造力与审美是如何由稚嫩到
逐步成熟的？从本版精选的
毕业展作品中或可捕捉些许
踪迹。

——编者

衣食住行主题下的艺术表达

“身为内蒙古贫困地区的孩子，想去国外读书
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很感谢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
海外研修文艺人才培养计划给我这个机会。”

近日，作为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五名赴美留学
被资助的学生之一，学成归来的呼和图拉嘎与其他
四名幸运伙伴一起，在中国文艺家之家报告厅参加
了“我从草原来”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资助内蒙古
贫困牧区青少年赴美国肯塔基大学艺术学院学习成
果汇报会。

2014年，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启动了海外研
修文艺人才培养计划，该计划由时任中国文学艺术
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姜昆倡导发起。在汇报会
现场，姜昆动情地讲述了资助的整个过程：2015
年，来自内蒙古贫困地区草原的呼和图拉嘎、喾日
瓦、耐吉拉、宝日格勒、王乌日乐五名农牧民后
代，因为具有极高的艺术天赋和学习能力，被美国
肯塔基大学艺术学院录取，然而因为他们家境贫
困，无法继续圆梦。姜昆得知此事后，立刻去内蒙
古了解情况，最后决定通过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海
外研修文艺人才培养计划资助他们完成学业，这也
是培养计划首批资助的学生。“启动此次海外研修
文艺人才培养计划，通过社会爱心人士的捐助资助
有艺术天赋的孩子们，这不仅是一个人的人生梦
想，也是中国文化艺术界的共同梦想。我觉得在帮
助孩子们圆梦的时候，自己心中的梦也实现了。”

五名学生表示，他们将扎根基层，做一颗“种
子”，实现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梦想。

文学艺术基金

圆贫困学子梦
本报记者 梁杰

⦾艺事

▲《夜阑·华灯十里》
绘画系 何凝枫

指导教师 崔彦伟

近日，全国首部以诗人海
子及其诗歌意向为原型的舞台
剧《孩子》，在南京大学黑匣子
剧场成功上演，引发热议。

为纪念海子去世三十周年
创排的话剧 《孩子》，由 《青
春》杂志社、南京大学中国新
文学研究中心新诗研究所联合
出品，南京大学2017级戏剧与
影视学硕士张承瑶担任导演，
朱晶晶担任编剧，剧组班底主
要由南京大学各院系的学生戏
剧表演爱好者组成，另有来自
南京农业大学、南京戏剧学校
的学生演员参与。《青春》杂志
执行主编李樯表示，之所以出
资支持《孩子》的出品，一是
因为海子的诗学影响仍有着巨
大学术价值和青年读者基础，
二是因为《青春》杂志是一本
面向年轻读者的纯文学期刊，
2019年更将读者、作者群调整
向高校校园，杂志社应当鼓励
年轻学子不同形式的文学表达
和艺术创新。

《孩子》的创作灵感来源于
海子的《亚洲铜》《夜月》《打
钟》《五月的麦地》《太阳和野

花》《黑夜的献诗》《我，以及
其他的证人》《西藏》《桃花开
放》等经典诗歌篇目，讲述的
是麦村的孩子从原始的村庄出
发，离家远行，踏上征服太阳
之旅的故事。在旅途中，孩子
在经历各种磨难的同时，也收
获了稻村少年的友谊，对月亮
少女的爱情幻灭，最后独自漂
流到太阳城门前并幻化为报信
人的模样，以转身离去作为尾
声。结局开放多解，意味深
长，留下诸多阐释空间。

参演学子们凭借纯真悠扬
的想象、曲折多解的情节、高
度凝练的意象、如诗如梦的布
景及鲜活灵动的表演，完成了
一场对海子诗歌互文式的舞台
演绎。南京大学文学院戏剧影
视文学教授、《戏剧与影视评
论》主编吕效平对该剧的舞美
设计、导演构思、演员表演等
方面给予高度肯定：“舞台设计
好！导演想象力好！小红马现
场演奏好！女主好，男主最
好，男、女主好在那么放松、
自然，因毫无专业表演的‘污
染’而清纯至极。”

高校学子演绎舞台剧《孩子》
苏牧

▲《同学系列》雕塑系 何杰 指导教师 冯崇利

▲《风景区的小型度假酒店环境设计》
环境艺术设计系 钱瑾瑜

指导教师 苏 丹

▼《陌生化》
染织服装艺术设计系

任若溪
指导教师 贾玺增

▲《怪奇人类图鉴》 雕塑系 王圣麟
指导教师 赵萌

⦾图赏

石上鸟（胸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