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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开
设了一个名为“观念的剧场”的项目，
根据官网的介绍，这个项目“希望戏剧
空间再次成为质疑和批评世界及其表
象的地方”。安东尼·维泰兹（An-
toine Vitez）在《观念的剧场》一书
中写道：“这始终是我想在舞台上给
予的：展示思想的暴力力量。”《戏剧
颂》（阿 兰 · 巴 迪 欧/著 蓝 江/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主体，就来
自第 67届阿维尼翁戏剧节的“观念
的剧场”环节，它是法国哲学家、戏
剧实践者阿兰·巴迪欧与尼古拉斯·
张的一场公开对话。

可以说，《戏剧颂》的本质是一
部戏剧档案。本书的主体部分是“对
话录”，它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了对
话的内容，而这场对话的发生也如一
场 “表演”，它遵循着线性的时
间，不加停顿，稍纵即逝，充满着偶
然的灵光，毫无重复的可能。在这场

“表演”中，“演员”是哲学家与主持
人，或者说，是两种主体性思维。因
此，这场关于戏剧的对话也被戏剧这
一形式所内化，正如巴迪欧在本书第
二章“戏剧与哲学”中所提到的那
样：“没有任何一个讨论戏剧或反对
戏剧的东西能真正逃离戏剧本身。”

在巴迪欧看来，戏剧是最完整的
艺术，是“发明出来的吸纳矛盾的最
伟大的机制”。

戏剧起源于古希腊的酒神祭祀。
在酒神节中，古希腊人对酒神狄俄尼
索斯的颂歌则被称为“酒神颂”，因此，
将这部对话录命名为“颂”，既有出于
现代语义的考量——对戏剧的赞颂，
也有对戏剧神圣起源的致敬。这场对
谈的对话性，也重返了古希腊戏剧中
的一个重要概念：“agon”——辩论，它
原是古希腊喜剧诗人就社会与政治议
题所展开的观念交锋。可以说，从“戏
剧颂”这一名称出发，这部对话录的形式与内容之间产生了一种微
妙的互文：对话录与对话性，当代观念与哲学传统，以及都带有明
确的政治目的。而从这一互文出发，《戏剧颂》的六个章节彼此缀
连，从而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一整体以巴迪欧的哲学思想为
底色，辩证法哲学、主体理论以及事件哲学的概念贯穿其中。

“观念的剧场”这一项目设立的初衷，意在重新建立剧场讨论
现实世界的职能。戏剧在古希腊以公民义务的形态出现，它天然
地被吸纳在政治的范畴中，天然地使得每一位戏剧观众成为民主
政治的参与者，戏剧的政治性及其反映、批判世界的功能是与生俱
来的。文艺复兴之后，以布瓦洛的《诗艺》为代表的“古典主义”戏
剧弱化了戏剧的政治批判，启蒙主义时期开始蔚然成风的市民戏
剧又将戏剧往另一个方向推进，最终，戏剧逐渐成为僵化了的政治
工具以及市民的娱乐。19世纪末20年代初，伴随着欧洲各国集体
的革命浪潮，戏剧作为一种古老的观念承载场所，开始重新找回其
表现、质疑、批判社会的价值，现代性在戏剧中找到了栖身的位
置。而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也即所谓后现代主义滥觞的时刻开
始，人类逐渐被图像所包围，工业信息化社会将一切事物碎片化，
堆叠出一个充满幻象的景观社会，消费主义大行其道，戏剧再次走
下神坛，开始拥抱娱乐，拥抱工业化生产。这也是为什么巴迪欧认
为我们与戏剧的关系是“绝对政治”的，因为此时此刻，人类身处在
一个丧失严肃讨论、追名逐利的时代里，所谓观念“已经消失得无
影无踪”，急需一件武器来引导人类重新认识自己的存在，在深度
的虚无主义中寻回真理。

在此，我们意识到巴迪欧的戏剧观实际是寓于他的政治哲学
之中的。巴迪欧是一位典型的左派知识分子，他十分清晰地认识
到剧场作为公共场所的性质，也十分坚定地要求戏剧能够如革命
一般承担起时代的责任。在这里，巴迪欧的事件和主体哲学贯穿
其中，他认为，戏剧中每一次表演无疑都是事件性的，将现实生活
中潜藏的可能性、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带到观众面前。事件的发生
意味着真实的例外的到来，它强有力地冲击了既定秩序，激发出人
的强烈主体性。戏剧不论以什么方式出现（模仿或是叙述，或是更
多元的后戏剧手法），它当今的使命，都是在对混乱世界的再现之
中，“照亮我们生存方式和历史处境”，让观众意识到自己正身处一
个真实的混乱世界，使他们获得掌控生命甚至把握社会与世界的
主体性，看到生活中各种立场以及更多的可能性。

巴迪欧斩钉截铁地将自己定义为一个冷静的、不带一丝偏见
的观众，他要求观众能够脱离戏剧表面所展示的幻觉，从沉浸式
的享受中跳脱出来，与人物角色进行无意识的沟通，让思想在舞
台与观众席之间流通。

戏剧是一种包容万千的艺术形式，它本身处在一种真实与幻
觉的悖论之间，又包容了我们所发现和体验到的悖论与矛盾，一方
面，戏剧在舞台上再现了现实生活的真实，另一方面，戏剧亦承载
了更深层次的观念。在第三章《在舞蹈与电影之间》中，巴迪欧详
细阐述了戏剧的特殊性，它处在舞蹈和电影之间，展现了“观念
的内在性与超越性之间的张力”。在他看来，舞蹈是身体的内在
性，舞蹈直接强调了人类身体的存在，并且向观众展示身体的无
限可能性；而电影则充斥着图像，图像可以完全脱离人类而自发
存在，不必求助于人本身便可以永久留存，观念由此被图像固定
下来，超越了人类的生存。而戏剧将观念作用于演员的身体，身
体成为一种媒介，它使观念在一场事件性的表演中得到再现，再
作用于更广泛的观众。

巴迪欧的戏剧观体现了一个哲学家在当今世界中明晰的责任
感。他清楚地捕捉到了时代的异化病症，并且求助于一个最强大的
艺术形式来试图唤起人们的理性。尤其要指出的是，虽然在众人看
来，巴迪欧是一位极为激进的左派，但罕见的，在戏剧方面，他保持
了一定程度的谨慎。他敏感地捕捉到了当今蔚为大观的后戏剧作
品正以一种侵略性的姿态，拆除着政治与戏剧、生活与戏剧之间的
界限，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和表演艺术之间的边界被渐渐打破，而这
种趋势将会一往无前地威胁到戏剧的再现形式，从而威胁到戏剧的
存在。同时，他也一再强调戏剧与政治之间的分明泾渭，认为戏剧
虽然拥有“政治的维度”，但绝不能“简化为政治架构”，也就是成为
僵死的政治宣言。巴迪欧仍然坚持戏剧需要拥有特定的风格，需要
文本，需要人物形象的建构。我们当然可以认为巴迪欧的姿态保
守，但我们也可以认为，他想保卫戏剧“这一濒临灭绝的艺术”，一方
面是为了从当前景观世界中抢救回戏剧作为公共讨论阵地的地位，
另一方面，也要为不可预见的未来留存戏剧那伟大的力量。

（作者系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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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可以说是人类最初的母语。它
先于语言而生，诞生于最天然的心跳、身
体运动的节律、胸腔与喉管的震动、原始
的情感和万物之间流淌的声音。一个民
族可能没有文字，但绝不会没有音乐，而
音乐正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与风貌的记
录者和反映者。音乐如一条鲜活的血脉，
源源不断地为民族的根系输送养分。

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们失落了太多的
记忆，而当那些被一代代传唱甚至历经千
百年不衰的乐曲歌谣响起，一些模糊难
辨、遥远难追的习俗传统、风土人情、文化
面孔乃至自然风貌，便会被重新唤醒，变
得鲜活而清晰。可是，如果这些古老的歌
谣面临岌岌可危的失传境况，这些天籁般
的乐音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们的耳朵又能
期待些什么？

在这样的追问中，“瑞鸣音乐”创始
人叶云川决定“从我做起”，以一个普通
音乐人的力量，聚合更多的力量，让古
老的乐曲歌谣得以传承。2019年，在经
历16年民族音乐与世界文化的融合探索
后，“瑞鸣音乐”发起“中国音乐地图”
计划，并得到国家艺术基金资助。这一
民族音乐的“抢救”行动用地图的方
式，尝试对中国音乐进行一次系统性的
整理和表达，这种音乐地理的表达探
索，旨在带领人们在地图索引中畅游中
国音乐时空，借由一首首乐曲，叩启地
域风情，跟随音乐溯洄于久远的历史河
床，寻找民族最初的记忆。

2021年8月16日被叶云川看作“中国
音乐地图”一个阶段的完成，在过去的两年
半时间中，瑞鸣团队深入全国15个省份，拾
取当地最原汁原味也最弥足珍贵的声音，与
580位民间音乐人一起，运用200余种乐器，
以国际级制作要求和水准录制了1056首音
乐和1000余个视频，出版了6张黑胶“中国
音乐地图”的系列专辑。

什么是中国音乐
五千年文化，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

五十六个民族，数百种民族乐器，近千种
戏曲剧种，构成了太过庞大而丰富的音乐
体系，要回答什么是中国音乐，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

从2019年开始，瑞鸣团队在制作人、
音乐总监叶云川的带领下，在录音大师李
大康的指导下，走过全国十余个省份，在
各地寻找音乐厅、剧院等场地，运用世界
级录音设备，以极高的采样频率，录制下
民间音乐人细微的情感、呼吸和演奏演唱
时的心跳。实地录制历时近 90天，参与
采录的民间音乐人约580人，参与录制的
演唱、演奏者中，有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诸如罗凤学、张顺英、边巴扎西
等，也有常年巡回世界演出的民乐艺术家
赵家珍、郭雅志等。涵盖汉族、蒙古族、藏
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壮族、白族、彝
族、朝鲜族等近40个民族，精心录制音乐
1056首，涉猎西安鼓乐、江南丝竹、智化
寺京音乐等百余流派的精选民族音乐曲
目，包含传统音乐名曲如《昭君出塞》《出
水莲》《高山流水》等，也有如《格萨尔王
传》《江格尔》《玛纳斯》等少数民族音乐史
诗。体裁涉及少数民族宫廷音乐、山歌、
牧歌、渔歌、劳动号子、戏曲、说唱、器乐独

奏合奏等多种形式；使用传统乐器多达
213种，采集文字资料近30万字。

发起“中国音乐地图”计划，其实就是
试图回答“什么是中国音乐”这个问题。

在叶云川看来，对外国人讲什么是中
国音乐有点儿像哲学问题，很难回答，“所
以我想用一个系统、用音乐地图的形式去
告诉世界：这是中国音乐，你可以从省、民
族、地区、风格当中去认识它、了解它”。

他更想通过“中国音乐地图”带领国
人“用音乐找回民族的记忆，从母语中寻
找生命的缘起”。他认为，在所有的文化
形态中，音乐是最难篡改的，所以它能最
真实地记录一个时代的声音。他说：“我
录的《西安鼓乐》，应该是这次录音中有传
承记载距今时间最长的，据说是‘安史之
乱’中从宫廷逃出的乐师传下来的，保存
到现在几乎是原初的状态。当1000多年
前的音乐响起的时候，那种端庄、雍容的
气质就出来了，你就相当于听到了那个时
代的声音！”

叶云川很在意“从母语中寻找生命的
缘起”，因为语言一旦扁平化，独特多样的
文化也就消失了。语言不只是工具，语言
背后有着每个民族每个地区的遗传密码。

“我们本着对历史、对文化最基本的尊
重，用影像、文字、图片，立体地将古老音乐
所表达的文化风貌记录下来，就是为了去
留存一些必然消失的东西，这也是我们做

‘中国音乐地图’的重要动机。”叶云川说。

记录最传统的声音中国
音乐制作人叶云川，2003年创立音乐

品牌“瑞鸣音乐”。在品牌成立后的这些年
里，让中国民族音乐最大化地“跨界”，与世
界音乐充分“融合”，进而走向世界，是叶云
川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放牛时用笛子吹出
来的旋律，在音乐厅里演奏肯定会觉得单
薄，这时就需要以民族乐器为骨干，用世界
上不同风格的音乐作补充，以和谐为前提，
以融合来呈现中国音乐的色彩和性格。”在
他看来，丰满而立体地呈现民族音乐特征
是时代赋予中国音乐人的责任。

网络歌曲当道，听者需要什么音乐
人就提供什么的时代，叶云川觉得这是
一种“降维”，他将引领新的民族音乐风
潮、带领听众感受民族音乐的魅力作为
自己的使命。

在 2007年发行的《藏密》专辑中，乐
曲以藏族传统音乐为素材，以多种音乐要
素为载体并通过专业的音乐技法，整合于
当代音乐的创作理念当中。“民族音乐被
改编之后，音乐属性仍然是藏区音乐，但
是文化的延展性却完全不同了。当它跳
脱出原生的纯朴质感，你就会发现它是具
有世界性的。”叶云川如此理解音乐的民
族性和世界性。

作为享誉国际的著名音乐人，叶云川
制作的音乐曾获“中国金唱片奖”“中华优
秀出版奖”“全球音乐奖”“美国独立音乐

大奖”“华语音乐传媒大奖”等国内外180
余个奖项及提名。在不断尝试跨界和跨
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叶云川也在不断思
考：中国音乐到底是什么？

“觉得自己是蜗牛，一直往上爬就对
了。”叶云川从小就是一个喜欢“琢磨事
儿”的孩子，在同伴们爬树、玩水的时候，
他常一个人在院子里捏泥巴，因为泥巴可
以被无限塑造，有非常多的可能性。成为
音乐人的叶云川依然爱从“根”上想问题：
如果不去探究你是谁，你将不知道要到哪
里去。因此，“探寻”成为“中国音乐地图”
的哲学基础。

中国的民间音乐大多以乐谱和文字
的方式留存，有限的音频和视频也多在田
野和大山间录制，由于条件所限，很难以
高品质的方式呈现细微质感。在“中国音
乐地图”的录制中，叶云川每次都会租用
当地最好的音乐厅和剧场、录音室，在良
好的声学环境中，用最专业的设备去记录
那些原生态的民间音乐，用高采样频率
还原演奏 （演唱） 者每一个微妙的声音
和呼吸，以达到“原汁原味”的完美呈
现。一曲纯净质朴的《火塘边的歌》再
现了云南彝族的火塘文化：“那个长年不
熄昼夜燃烧的火塘/那是彝人心头家的象
征/新生儿在火塘边被取名/听着祖先的
传说咿呀学语/宾朋聚集在火塘边欢饮达
旦/老人守候在火塘边唱着古老的歌将薪
火传递⋯⋯”古老的传说，部族的历史，日
子的辛酸与甘甜，心头的欢喜与思念，都
依偎着火塘被传唱⋯⋯藏族的鹰笛，蒙古
族的潮尔，音色纯美的马头琴，声音苍凉
的胡笳⋯⋯播放“中国音乐地图”中的任
何一张，都能从淳朴的乐音中听到人类文
明远古的回声，都能感受到“用世界级的
水准录制最传统的声音”并非虚言。

让原本土壤里的东西尽可能地保持
原有的纯粹性，将“中国音乐地图”带到全
国各地；继续做中国音乐与世界音乐的融
合，以开放的心态带着瑞鸣中国音乐的理
念、素材和当地音乐进行融合、碰撞——
这是“瑞鸣音乐”如今的两个主要工作内
容。叶云川透露，过去的三年只是项目完
成的第一步，未来十年还将带领团队继续
到更多地区录制，完善更多地区的音乐艺
术种类，以有限的能力、无限的努力，最大
限度地记录那些即将消失的民族之声。

地图对标的风貌 旋律触达的基石
——“中国音乐地图”：用音乐找回民族的记忆

缇妮

坚持用“蓬勃、正大、刚健、醇雅”的山
水精神为时代明德立传，是画家洪潮秉承
的创作理念。

洪潮是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创作院
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研究员，
文化部艺术发展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
大学培训学院工作室导师暨指导教授，
清华大学美院培训学院山水画高研班主
讲导师。一直以来，洪潮在他的山水画
高研班授课时，常常向学生们提及一个重
要概念——“山水精神”，这也是洪潮多次
深入太行山写生，面对壁立千仞、浑穆峻
拔的自然之境，和革命先辈豪迈的民族气
节所感悟的结晶。在他看来，中国山水画
发展到现代，表现出来的就应是一种“蓬
勃、正大、刚健、醇雅”的审美体验，这就是

“山水精神”的内核，同时也应该是画家展
现出来的气度品质。

中国山水画是一种审美极为综合的艺
术品类，技法、布局、气韵、格调缺一不可，
同时它更是一种“人”的艺术，作者的文化
底蕴、思想境界、道德水准都是考量的标
准。《礼记》曰“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就是
说单纯磨炼技艺本身或许可以达到很高的
水平，却极难达到一种至上的境界。若想
进入至上之境，艺术家须在其技艺达到一
定高度时，以内在的思想品格完善自己。

欣赏洪潮的画作，让你感受极深的是

中国古典艺术备加推崇的“意境”。“意”，是
画家对周遭事物的主观认知，也就是古人
说的“心源”；“境”，是画家要面对、取材的
情景，也就是“造化”。画家的创作就是将

“造化”与“心源”的结合。艺术家追求所描
绘的世界与自己的思想合为一体，在自然
山水中述说生命的感悟、理想与希望。

有人说艺术家首先要是一个思想
家，不光要有敏感的心灵、锐利的眼
光，同时还要具有透彻的思想。多年的
艺术实践让洪潮对名山大川、一草一木
的感知越发敏锐，也收获了深刻的哲学

思考——“在尊重客观自然世界的同
时，更重主体心灵的抒发和情感的表
达，在观物的同时，又要观我，在创作
实践中，既要有形，又要有神”。

在洪潮看来，山水写生并不是机械地
去临写眼前的景物，而是要将景物的内在
精神抓住，也就是李可染先生说的“所要
者魂”，即要将“眼中丘壑”转为“胸中丘
壑”，从精神层面去探寻山水背后的人文
精神。基于这种艺术理念，洪潮的作品多
构图奇崛，用色大胆，水墨淋漓，其画风，
从龚贤、黄宾虹、李可染、贾又福一路传
承，着重墨色，这“墨”并不黑，墨分五色，
层次鲜明，粗中有细。笔墨流淌之下，透
出的是创作者对于山川自然的艺术把握。

历经数千年，中国画发展到今天早已
不再是文人闲暇时的消遣，而是肩负着崇
高的文化使命。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需
要能反映它风貌的精品力作。洪潮山水
画追求“蓬勃、正大、刚健、醇雅”和“正大
之美”，其中体现的就是一种深沉的文化
自信，也是艺术映射时代精神、反映人民
心声的必然。“飘逸不可以废沉雄，疏散不
可以无气骨。文骨靡弱，时势衰颓之征
也。”这是潘天寿先生读《文心雕龙》时的
眉批，揭示了文化和社会发展以及国势强
弱之间的关系。当今盛世，以“大笔墨、大
气象”为外在，以“蓬勃、正大、刚健、醇雅”

为内涵的新时代山水精神，应成为主流文
化导向，为这个伟大的时代明德立传是画
家肩上崇高的责任。

在洪潮看来，老一辈的山水画家在创
作时，无时无刻不把祖国、民族、人民置于
心中，除了精纯的笔墨，他们的爱国情怀
和“中国精神”更是值得学习的。新中国
成立后，人民建设新中国的火热之情感染
着新一代的画家，李可染、傅抱石、石鲁等
山水画家的作品中涌现出大量讴歌山河
新貌的优秀作品。红旗渠、大型水利工
程、“两弹一星”等也成为中国画的新题
材，让中国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内涵
和思想高度，真正做到了用山水画“为祖
国山河树碑立传”。在教学过程中，洪潮
时常告诉学员们，作为画家一定要有使命
感，因为艺术是感情的流露，是创作者人
格的表现；笔墨技巧，只不过是表达感情
的手段，从事艺术工作必须注意培养自己
良好的风骨和节操，如果只是徒研技巧，
必然即落下乘，成为“匠画”。他始终坚
信，艺术家要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不为利益所驱，耐得住寂寞，不媚俗、不欺
世，自觉抵制文化乱象，坚持以主旋律传
递正能量，展现以爱国主义为脉络的“中
国精神”。正因为如此，他多次参加国际
及全国性重大美术展览，并获联合国世界
和平美术大展金奖等多项大奖。

每幅艺术作品都应该是特定时代的
烙印，它既是对大自然的一种无限崇尚，
也是对民族奋进精神的讴歌，这是艺术家
的责任和应有的创作态度。只有那些深
刻读懂时代精神的艺术家，才能在其作品
中传递时代的声音、启迪人们的思考，从
而走向更为广阔的创作空间。

洪潮：为祖国山河树碑立传
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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