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谭盾遇上德彪西，“狂想之夜”得“意”忘“形”
刘雨矽

1918 年的一个春日，法国印象派作

曲家德彪西离开了他所描绘过 的 诗 画

世界。 百年后，作为第 35 届上海之春国

际音乐节原创新作专场 ，作曲家 、指挥

家谭盾日前携上海交响乐团共 同 演 绎

了他与德彪西的四大狂想曲。 两人的作

品交错上演在“狂想之夜”，谭盾的弦乐

对话德彪西的管乐 ，一 “狂 ”一 “想 ”，一

动一静，完成了一场东西方文化跨时空

的互动交融。
《萨克斯狂想曲》创作于1895年，是

德彪西应邀为萨克斯量身定做的一首作

品。 乐曲由钢琴的呢喃低语开篇，点描般

绘制了一层朦胧的虚景。 之后， 弦乐、管
乐、萨克斯相继叠入，螺旋上升、起伏跌

宕。 德彪西曾称萨克斯为“像水一样的乐

器”，确然，其游走迂回的旋律线条，圆润

通透的音色音响，竟让人听出了“水”的感

觉，仿若一不小心便会流逝。 略显遗憾的

是，乐队版本是由后人在德彪西原作钢琴

版本的基础上改编而成，因此，乐曲中部

配器上的欠妥使萨克斯的旋律湮灭在庞

大的乐队音响态势中， 无法捕捉到它的

声线，使听觉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失焦。
开篇的《萨克斯狂想曲》是“狂想之

夜”如歌行板的一个起点，谭盾的小提琴

狂想曲《戏梦人生》则是现实与梦幻的交

织 。 该作首演 于1988年 ， 如 今 旧 梦 新

“绎”， 更像是谭盾对自己创作的阶段性

回顾。 他邀请了曾参与首演的小提琴家

徐惟聆助阵。两人是多年旧友，彼此都怀

揣着那份对音乐的 初 心 ， 所 以 默 契 十

足。 该曲由耳熟能详的“京戏种子”孕育

萌生，随后不断衍生滋长。 中国传统京

戏曲风在重复节奏与游移调性 间 充 斥

的戏剧性张力下 ， 旋律中心被 逐 一 冲

散，分裂的动机在无调性里飘渺。 显然，
在这里小提琴是孤立无援的，中部独奏

段有着掷地有声的透明质感， 我甚至能

感受到它的喘息与呐喊， 这亦是逼近声

音的极限敞开。
下半场上演的德彪西晚年之作 《第

一单簧管狂想曲》，是作曲家自称最满意

的作品之一。 曲目最初是为钢琴和单簧

管而作，1911年单簧管与乐队版本问世。
作品第一部分音色忽明忽暗，轻薄梦幻；
第二部分音色厚重饱满，谐谑幽默，其中

不乏单簧管的炫技。 两部分介于幻想与

诙谐之间，相互制衡。范磊的演奏十分出

彩， 对气息的精密控制轻奏出半透明的

音响色彩。乐队减弱的问，单簧管低声的

答， 听者在无意识中被带入一个空灵的

世界。一部优秀作品在诞生后，也给予了

演奏它的相关乐器更丰富的表现余地和

创新的可能性。
都说纪念德彪西就是纪念音乐现代

性的开始，2018年对谭盾而言，同样也是

值得纪念的。 40年前他考入中央音乐学

院，由此开启专业音乐之旅。二人都是颇

具“海绵”精神特质的作曲家，善于汲取

不同音乐元素并将其运用于自己的创作

当中———加美兰之于德彪西， 京剧之于

谭盾， 他们的作品有着对自然声音的纯

粹想象和热爱。
谭盾取材于 《易经》64卦的大提琴狂

想曲《水火交融》凸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平衡感与对位感在乐曲初始便一目了然，
寓杂多于整一， 形成有艺术性的声音线

条。 大提琴演奏家赵静的诠释无可挑剔，
乐思有逻辑性的动态势展开，主旋律接续

中埋伏着组合的音色和隐藏的声音。这首

蕴含哲思的现代性作品可听性却极强。尤

其是结束处，大提琴的持续刮奏、间接让

位，乐队的重心偏移、偏重至失重，极弱的

力度消褪后，迎来强有力的结束。 收梢更

让人感到得其创新无限的内在之“意”，超
其特定技法的外显之“形”。

得“意”忘“形”应属音乐表现形式中

的最高境界———当听众领会了不可名状

的意境， 也就自然忘记了附和在其之上

的某种形式。 四部作品在起承转合之间

以意赋形。 当谭盾遇上德彪西，是一个世

纪后的补白，是一种存在于不同时空中的

声音对话。 这让我想起保罗·策兰的诗作

《苍白声部》：“苍白声部， 从深处剥取，无
言、无物。而它们共用一个名字，你可以坠

落，你可以飞翔，一个世纪的疼痛收获。 ”
（作者系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

荧屏故事“伪现实”都有哪些“四不像”
现实题材电视剧井喷是好事，但部分作品“悬浮”、失真令人频频出戏———

这是荧屏上的风景：《恋爱先生》
《谈判官 》《一路繁花相送 》《老男孩 》
《美好生活》《好久不见》《南方有乔木》
《下一站，别离》《温暖的弦》……今年

开年以来， 各大卫视黄金档当代题材

占据绝对上风。
这是官方网站的统计数据：2018

年一季度共有276部、10939集电视剧

备案公示。 其中当代题材173部、6383
集，占比分别为62.6%和58.35%。

业界有人由此得出结论，2018 年

是国产电视剧“现实题材回归年”。
现实题材井喷是好事。不过，仅从

已播的黄金档剧集来看， 可喜的大趋

势下依然存在个别 “伪现实” 浑水摸

鱼，即便好品相的剧中也有悬浮的“四
不像”拉人出戏。 这就难怪 2018 年三

分之一已过，“爆款”话题剧迟迟未见，
就连收视率平均破 1 都是个不容易完

成的任务。原因简单，失真的现实很难

赢得真诚共鸣。

不像真都市：出则豪车
入有豪宅，这是“小时代”式
的狭隘视角

《温暖的弦》新开播，前四集就走

遍如今都市悬 浮 剧 里 所 有 的 俗 气 套

路：主要人物开篇即从国外来，回国便

是成功人；出则豪车入有豪宅，高端定

制没有重样； 男一号男二号循例都是

只爱女主角的霸道总裁， 女一号女二

号遵从常规一个纯洁无瑕一个心机重

重；为了暗示男女主角有着前尘往事，
一个年纪轻轻靠安眠药度日， 另一个

天天大汗淋漓地午夜有噩梦； 为让观

众从各角度欣赏演员颜值， 女主角打

个趔趄必会以男主角接手后镜头旋转

360 度结束， 男女主角参加社交舞会时

两人一定显得光芒万丈……
如上定律放在《谈判官》或《恋爱专

家 》 里并无不妥 ， 尽管主角们 身 份 变

了。 《谈判官》 里神秘家族的唯一继承

人会一夕落难， 《恋爱专家》 的女一号

也从来不是富家女设定， 但身份差异并

不会影响他们脚底不染尘的生活待遇。
更重要的是， 无论剧中人身处哪行， 他

们在职场上的对话没有行业壁垒， 所有

的精英范儿都靠身上手表背包 明 码 标

价。 剧本所费最大心思， 无非是变着花

样让他们 “四角” 甚至 “五角” 地谈情

说爱。
真都市从来都是万花筒， 当然有香

车华服，但更多的是市井烟火。看不见真

实的人生冷暖， 也不愿表现真正的人心

喜悲，其实都是“小时代”式的狭隘视角，
在电影界已渐走下坡路。 可没想到，“被
物质囚困的青春”“用物质堆砌的生活哲

学”并未遭遇穷途末路，而是在电视剧里

“打开局面”。 在 40 集起步的单调故事

里，为赋新词强说愁，乐此不疲地呈现偶

像剧桥段。

不像真奋斗：“小儿科”的
设定下，成功都是闹着玩的

中国观众爱看欢喜结局，这不假。乐

见好人有好报、付出有回报，这是极其朴

素的人之常情。 但总结一些都市剧里的

成功，“开挂”是关键词，“人生巅峰”攀登

得不费力气。
《好久不见》 从大学毕业的年份讲

起。 开篇，他们的“出厂设置”一穷二白。
全剧过半， 当年蹬着三轮做小买卖的姑

娘成了创业先锋， 曾经挖空心思靠男性博

上位的女生摇身风投行家， 其他几位不是

大佬就是叱咤一方的企业家。后半段“商战”
剧情展开，今天我为你注资一个亿，明天你

收购我 25%股权，土地交易、全球采购，呼风

唤雨全凭台词告知。 虽然剧中这些年轻的

CEO、COO 也会遇到挫折，可即便一夕之间

千金散尽，只消画面一转“多年后”，全体人

员又可拍拍尘土东山再起。 就像孩子们玩

的大富翁游戏，不问过程，只诉结果。
现实生活没有快进键， 真实的成功要

么由无数细节堆叠而成， 要么偶然之中藏

着必然。 国产电视剧常被寄予刻画心灵画

卷的希望 ， 那么就该把经得起推敲的细

节、 掩藏在表象底下的必然剖析给观众，
而不是用几碗心灵鸡汤灌醉自己。

著名编剧高满堂曾呼吁 “国产剧应该

多关注平凡人的生活”。这里的“平凡”不仅

指生活里职业普通、境遇普通的真实的人，
同样指代一步一脚印的平凡奋斗轨迹。

不像真人性： 把无理取闹
错当有个性， 把人性复杂简化
为“亦正亦邪”

这个场景，观众实在太熟悉：第一集，
男女主人公海外偶遇，因误会不欢而散，可
回国后发现冤家路窄。于是，故事就在欢喜

冤家的模式中曲折向前。 这个套路里一般

还得加上主角特别的性格： 女主角明明知

书达理又有正义感， 偏偏初遇男主角时会

将无理取闹发挥到极致；男主角总是“有故

事”的人，而且往往游走于社会边缘。
与今年一众现实题材相比 ， 《老 男

孩》 足够真诚， 但也足够平庸。 最大败笔

就在前两集。 澳大利亚的阳光底下， 女一

号以搭错车的方式偶遇男一号， 如此巧合

本已太过生硬 。 没想到自己迷糊闯下的

祸， 女主角却嚷嚷着直把责任推给对方，
幼稚病与狂躁症一起发作， 与她此后表现

的种种正直善良大相径庭。
《南方有乔木》 优缺点都异常突

出。 优点是该剧开拓了国产剧对于无

人机研究这一领域的新视野。 缺点之

一是“剧情不够回忆凑”，40 多集若脱

掉闪回水分， 干货顶多撑 10 集。 更

大的毛病是从原胎小说里带来， 男主

角有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曾混成了所

谓大姐大的身边人。 但移植到大众化

的电视剧中， 如此脱离现实的设定太

过突兀。 人性当然是复杂的， 但其复

杂性可以是一向讲原则的慈父为了孩

子循私情， 也可以是豪爽之人因胜负

心太重而斤斤计较， 甚至可以是某一

瞬间对于不该发生爱情的人微微一动

心……总之， 人性复杂并不需要简单

粗暴地把当事人置于社会边缘。

不像真面容：被滤镜批处
理的画面， 少了几分生活的
粗粝

最后，也许是对好剧吹毛求疵，却
是许多剧集的集体病症。

打开《下一站，别离》，好演技的于

和伟驾驭冷嘲或热讽， 一出 “人间喜

剧”直捣中年人内心的情感困境。但好

剧却有几分奇怪观感。剧中，几乎所有

人、所有背景都是被“美图秀秀”批处

理过的产物。 男演员一个个肤白粉唇

全方位无毛孔， 本就天生丽质的女演

员直接白亮到与背景融成了一体。 至

于医院、公车、街景等，也都在统一滤

镜下被渲染成了糖果色。
用滤镜取代自然美， 用美颜覆盖

真面孔，曾是古装玄幻剧用滥的画风。
那些流量明星追求上镜无死角、 脸蛋

无瑕疵， 结果却把电视剧拍成了平面

美妆图，毁了真实感。
可不知何时起， 一些现实题材剧

也染上了颜值依赖症。 主打“纯爱”的
《一路繁花相送》里，男主角的出场自

带柔光光晕。而甩不掉偶像包袱的《南
方有乔木》，男女主角是否在场，直接

影响到这帧画面要加几层滤镜， 以至

于一部剧同一人会呈现出两种肤色。
被“一键美颜”的剧集里，草木春

色天光流转常常消失不见， 冬天一律

白茫茫，夏季一片“阿宝色”。肤色失真

看似小事， 但随着一棵棵行道树在路

边站出了塑料感，生活的粗粝，便在这

一层又一层的滤镜里大打折扣。

《神话中国之洪荒时代》应邀参加爱丁堡国际艺术节
原创淮剧通过现代演绎，表现中华创世神话的意蕴

本报讯 （见习记者王筱丽）作为第

一部“走出去”的“创世神话”原创作品，
淮剧《神话中国之洪荒时代》将于今年8
月21至27日应邀赴英参演爱丁堡国际艺

术节演出四场， 双方已于日前签订演出

协议。
该剧5月1日晚在沪首演。全剧由《补

天》《精卫》《息壤悲歌》《望夫石》 四折组

成，全长90分钟，以“水”为线，既相对独

立，又互相关联，展现了华夏民族从诞生

到逐渐掌握自己命运的伟大过程， 从中

折射出深种在中华民族血液中的大爱、
坚韧。 扎根传统又不失现代意识的舞台

呈现，得到了观众的认可。一位法国观众

留言：传统的和现代的混合,让我们感到

惊喜。 特别是在服装和音乐的表现上相

当有水平。 我们感觉像发现了一件美丽

饰品，感到很愉快。 舞蹈、形体以及灯光

的结合是相当壮观的。 对于热爱中国文

化的外国人来说， 错过这样的演出会很

遗憾。
据上海淮剧团团长龚孝雄介绍，作

为落实 “中华创世神话工程” 创排的新

剧，《神话中国之洪荒时代》 以观众熟悉

的神话故事为蓝本组合创排， 力求通过

淮剧的现代演绎， 表现从盘古开天辟地

到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中所蕴含的中华

民族精神。 如何将戏曲的舞台呈现与现

代的表现方式相结合， 使年轻观众更容

易接受《神话中国之洪荒时代》，为此主

创们花费了不少心思。 无论是跨界的音

乐编曲还是时尚的视觉传达， 都营造了

“既传统又现代”的效果。比如，《望夫石》
中的男女隔空和声， 小戏间的华阴老腔

串联，埙、琵琶、水琴等大量民族乐器的

使用传递出了专属于中国的现代旋律。
据悉， 除了赴爱丁堡国际艺术节之

外，《神话中国之洪荒时代》 上海校园巡

演也在筹备之中。

“致敬国旗国歌 传承红色基因”升旗仪式举行
本报讯 （记者姜

方 ） “致 敬 国 旗 国 歌

传 承 红 色 基 因 ”———
上海市中小学生爱国

主义教育主题升旗仪

式昨天上午在杨浦区

国歌纪念广场举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

乐团、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乐团、中国

武警部队卫士军乐团三支乐团组成了联

合礼仪乐团，共同奏响雄壮的《义勇军进

行曲》。
早上九点整， 武警上海总队执勤四

支队十中队国旗班的战士们迈着整齐有

力的步伐， 护卫鲜艳的五星红旗步入现

场。 随着一声令下，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在场的学生、 市民纷纷向徐徐上升的国

旗行注目礼。随后，在场的少先队员聆听

了诗朗诵《永远的国歌》，并在国旗下庄

严宣誓，重温入队誓言。
仪式结束后， 市民和学生参观了毗

邻国歌纪念广场的国歌展示馆。 建筑面

积 1450 平方米的国歌展示馆分为上下

两层，通过实物陈列、场景再现、多媒体

互动等手法， 全面展示了 《义勇军进行

曲》从《风云儿女》主题曲到成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歌的历程。 2015 年，国歌展

示馆入选第二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
遗址名录。

“现实题材回归年”思考·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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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凤：从影40余年写就银幕美丽史诗
去年曾获上海国际电影节华语电影终身成就奖

一代传奇女星王丹凤昨天凌晨逝

世，享年94岁。 从影40余年、奉献了50
多个银幕形象， 她把自己最后一次公

开露面留给了 去 年 的 上 海 国 际 电 影

节，获颁华语电影终身成就奖，全场掌

声响起，饱含着观众对“美丽”电影的

热爱， 更有几代电影人对于艺术的一

片温暖初心。为向王丹凤致敬，定于今

年6月举行的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将在 “向大师致敬” 单元中公益放映

《护士日记》2K修复版。
从周璇的时代走来， 风靡一时的

绝代女伶数之不尽， 但能像王丹凤美

丽一生不褪色的少之又少。“50年代最

漂亮的女演员”在半个世纪后，为何仍

有那么多影迷难以忘怀？

“以前说一个女孩子好
看，就说她长得有一点像王
丹凤”

1924年出生，王丹凤原名王玉凤。
上海影坛熠熠生辉的明星多如许，周

璇、袁美云、胡蝶、阮玲玉、陈云裳……
照片挂满了她的房间。 邻居影星舒丽

娟知道她爱电影，就将她带到片场，推
荐给导演朱石麟。一见面，朱石麟就慧

眼相中，与她签订片约。
朱石麟将她名字改名 “丹凤”：出

自《诗经·大雅》中的“丹凤朝阳”，寓意

贤才赶上良机。 果然，她的处女作《新
渔光曲》 就一鸣惊人。 王人美珠玉在

前，王丹凤也毫不失色，以出水芙蓉的

清新打动了观众。
以前说一个女孩子好看， 就说她

长得有一点像王丹凤。 在上海一众争

奇斗艳的女星中，王丹凤独树一帜：美
丽摄人的容光之下，不失朴素本性。她
从不以明星自居。 以“小周璇”之名驰

誉影坛后， 也依然一部接一部地专心

拍戏：《落花恨》《春》《秋》《三朵花》《合
家欢》《两代女性》……

美而不自 知 ， 几 乎 与 花 边 新 闻 绝

缘，王丹凤因此格外得到媒体和观众的

尊重。

拍《护士日记》，她到瑞金
医院学打针、学护理

1948年，王丹凤与胡蝶合作《锦绣天

堂》 而前往香港。 《瑶池鸳鸯》《琼楼恨》
《方帽子》等作品一出，事业再上巅峰，影
迷遍布东南亚。本可以继续风光，但怀着

对新生活的向往， 她决定返乡与身在上

海的柳和清完婚。
王丹凤曾撰文回忆， 自己婚后不打

算继续演戏。旧社会“戏子”地位很低，她
本意在家相夫教子。 在身边人的鼓励下，
才重新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找了一份工作。

复出后，她也内心忐忑。演过那么多

电影，直到话剧《雷雨》，她才第一次学习

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 王丹

凤有张在大银幕上放光的脸， 但更难的

是把一切放下， 演一个朴素真实的平民

女子。拍《护士日记》，她到瑞金医院学打

针、学护理，与护士交朋友。 演《女理发

师》，她去沪上最有名的南京美发店找

女师傅学手艺。下农村拍戏时，戴着草

帽下地亲手翻土；在内蒙古拍雪景，王
丹凤就住在荒凉偏僻、连屋顶都没有

的房间里，日日夜夜在没膝大雪中艰

难跋涉……1961年，王丹凤与赵丹、白
杨、张瑞芳、上官云珠、孙道临、秦怡等

22人成为“新中国人民演员”，也就是

影迷所说的“二十二大电影明星”。 她

的一段段经历，也在电影圈传为佳话。
最后一次演出，是在《玉色蝴蝶》

中，从少女演到老年。 回溯一生，王丹

凤从16岁演到了60岁。 电影是一门缺

憾的艺术， 她却创造了几乎不可能的

奇迹。

落叶归根，与丈夫柳和
清深居简出，享受两人的晚
晴岁月

从银幕隐退后， 王丹凤还活跃在

社会舞台上。
在香港筹办功德林素菜馆， 忙得

不可开交时， 有人请她为失学儿童筹

款。 王丹凤暂停了手头所有的事，打

“飞的”参加系列义演，演出极为成功，
而王丹凤谢绝酬劳，分文未取。或许正

是因为这份胸怀， 她演过的每一个女

子，才善良得格外真实动人。
王丹凤晚年归于上海， 在陕南村

的家中闭门谢客， 与丈夫柳和清深居

简出，享受两人的晚晴岁月。最后一次

公开露面，是去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
她在电影节上获颁上海国际电影节华

语电影终身成就奖， 满头银丝的她只

有言简意赅的两句话：“感谢上海国际

电影节。 祝华语电影越办越好”。 影迷

们为她魂牵梦萦， 而王丹凤对自己家

乡故土，有着更深的眷念。
上海见证了她的纯真童年、 青春

岁月，走过艰苦风光，也终究成为了她

的归宿。她一步步的来时路，不仅留下

了名伶的温柔倩影， 更留下了几代电

影人传承不改的温暖初心。

■本报记者 吴钰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上海市重大文艺创作项目进行时

一代传奇女星王丹凤昨天凌晨逝世，享年94岁。 （资料照片）

即便“霸道总裁”身份有跌宕起伏，但他的上下求索不重要，谈恋爱才是“伪现实”的正经事。 图为《谈判官》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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