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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剧翻拍在 !"#$ 年再成话

题! "天乩之白蛇传说# 和新版

"流星花园 # 本周同一天开播 !

在待拍或待播的序列里 $ 还有

"恶作剧之吻# "将爱情进行到

底 # 等偶像剧 $ 以及 "金粉世

家 # "倚天屠龙记 # 等名家名

作! %回忆杀& 滚滚而来$ 卷起

一阵网络风评 %毁经典&!

然而$ 在分析为何总是 %新

不如旧& 之前$ 有个问题先得厘

清'((谁才堪当 %经典&)

以 "流星花园# 为例$ 它确

乎在记忆里占据一席之地$ 当年

播出时也着实轰动过 ! 但其内

里$ 只是一部青春偶像剧$ 拿的

还是后来满大街的 %霸道总裁&

剧本 ! #% 年前 $ %买下巴黎铁

塔& 的台词会流行$ 不过是该剧

凭一时的视觉风尚* 男团偶像组

合的新鲜度俘获了特定年龄的观

众!这一切置换到互联网时代$置

换到观剧审美在不断提升的今天

的观众面前$%浮夸*尴尬&自然成

为评论的高频词! 编剧大约也知

%霸道总裁&时过境迁$所以在新

版里做了不少调整 + 让 &' %变

穷&$让他们集体当%学霸&! 可治

标不治本$剧中%优等生&的骨子

里还是个动辄就拿外卖糊人一脸

的暴躁狂! 正如一个欠缺文学支

撑* 现实体察的剧本$ 再怎样改

编$充其量只是%带流量的原作&$

与%经典&无关!

它的重启$ 从一开始就显得

动机不纯(((恐怕是商业逻辑在

创作中掌握了优先权$ 只顾预订

关注度* 对接流量$ 却忘了品评

原作本身具备多少一读再读* 看

了又看的价值!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 "为

什么读经典# 一书中写道$ 每读必有新鲜之感者和初读

总会唤起久违的美好回忆者$ 可视为经典! 再扩充些$

能用简单结构表现丰厚内涵的$ 能让观者在外观内省后

生发思考的$ 能在历经多番轮回依然不断影响后来者

的$ 皆为经典!

总之$ 判断经典与否$ 标尺从来不是流量$ 而是大

浪淘沙般的时间和耐心$ 需要公允的读者与睿智的批评

家富于公心的不断精选! 所谓 %毁经典& 也当慎言!

未来路上!将演奏技巧
和职业精神薪火相传

上海乐队学院超过一半毕业生
进入国内职业交响乐团

随着中国本土交响乐团发展势头迅猛! 截至今年! 国内

职业交响乐团已有 !" 多家" 上海乐队学院的 #$ 位 %&$' 级

演奏证书学生于日前毕业! 他们中的六人已考入上海交响乐

团等国内职业交响乐团"

据悉! 乐队学院首届毕业生就业率高达 $&&(# 去年毕

业的第二届学生就业率也达到 )&(" 其中! 有些学生已在

广州交响乐团$ 上海歌剧院$ 上海爱乐乐团$ 杭州爱乐乐

团$ 兰州交响乐团$ 河南交响乐团等职业乐团中! 担任乐队

首席或者声部首席"

为何毕业生如此 %抢手&' 上海乐队学院创办人$ 院长

余隆直言! 学生能有非常多的机会和全球顶级名团并肩排

演! 在这个国际化$ 多元化的办学交流平台! 学到了不少真

本事" %希望你们在未来的职业道路中! 将学到的演奏技

巧$ 团队合作$ 专业精神和艺术追求等薪火相传" 中国交响

乐的未来需要你们! 也需要更多年轻人的加入"& 毕业典礼

上! 余隆如是说"

真本事除了演奏技艺!还有职业精神

乐队学院的学生今夏过得十分充实" 前有学生分批次前

往纽约爱乐乐团$ 悉尼交响乐团$ 新加坡爱乐乐团等职业交

响乐团! 以 %实习乐手& 身份参与乐季演出# 在上海! 他们

又迎来由中国艺术拓展计划支持$ 纽约爱乐长笛首席罗伯

特(兰杰文与上交长笛首席胡喆领衔的长笛艺术节# 日前纽

约爱乐全团来沪参加上海夏季音乐节! 并与学院学生并肩排

练 )天方夜谭* 交响组曲"

乐队学院 %&$' 级毕业生代表$ 小提琴学生于任超表示!

除常规专业课及重奏排练外! 他们参加了大量的上海交响乐

团乐季演出" 如在指挥工作坊中! 包括上交驻团指挥张洁敏

等老师! 不仅教授学生画图示$ 阅读总谱! 还让他们站在指

挥的位置感受乐队" %学习这些以后! 当我们再回到乐手的

位置上演奏! 有了很不一样的感受"&

据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介绍! 来自乐队学院的三届毕

业生中! 目前已有 $* 人成为上交乐手" 作为乐队学院创始

方之一! 上交向学生传授的不仅是演奏技艺! 也有职业精

神" 因此! 从乐队学院毕业的学生! 在国内外职业交响乐团

中口碑不俗! 他们被认为和乐队及指挥合作顺畅! 能迅速融

入工作氛围$ 调整状态! 并善于进行团队合作"

乐手应为乐团发展出谋划策! 给予观众
发自内心的热情

在毕业典礼上! 纽约爱乐执行董事比尔(托马斯表示!

成功的职业乐团乐手固然需要丰富的演奏经验! 但 %参与

感& 同样不容小觑" %为了乐队的生存与繁荣发展! 每个成

员必须回答以下问题+ 应该演奏哪种类型的音乐' 应该与哪

些艺术家一起工作' 需要安排哪些程序! 来确保可以呈现出

最高的音乐技巧,,&

在比尔看来! 以前的乐手几乎从不把上述问题作为他们

的责任# 也曾有一段时间! 许多乐手认为他们只需露个面$

演奏一下曲目! 就算完成了任务" %然而乐团想走得长远!

必须实现乐手和管理人员之间良好的沟通和对话! 这个观点

已得到全球各地很多评论人的认可"&

%乐手还需要给予观众发自内心的热情"& 比尔寄语乐

队学院的学生! 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 乐手可能会仅仅满

足于发挥出最好的演奏水平 ! 却失去了追求新事物的渴

望" %然而! 你们必须克服这些情绪所带来的影响! 引用

伯恩斯坦所说的话! -我们作为音乐家! 对这个充满动乱

不安的世界所做的回应是+ 让音乐来得更热烈$ 更优美$ 更

投入些吧."&

没有爆炸式的表演!

只用新锐务实的写作为青春立传

以!"后为主的年轻一代作家崭露头角进入文学视野

随着一代文学新人在创作上的求索与

成熟! 近年来! 以 !* 后$ )& 后为代表的青

年作家群体愈发受关注! 成长为日益醒目

的文坛新力量+

新鲜出炉的 )收获* 杂志第四期推出

了年度 %青年作家小说专辑 &! 班宇 $ 郭

爽$ 王苏辛$ 李唐等九位风格鲜明$ 颇具

潜力的年轻作家集中亮相! 平均年龄为 %!

岁! )& 后占了大半#前不久在鲁迅文学院举

行的%)& 后+正在成长的文学力量&研讨会!

多名评论家与十位 )& 后作家围坐畅聊创作

喜忧!并组织一批 +& 后作家与 )& 后新秀面

对面提问互动#)作品*杂志从五年间累计的

%&& 位作者中!精选十位年轻作者!邀请评论

家展开%一对一&点评#清华大学文学创作与

研究中心联手)收获*即将举行%青年作家工

作坊&! 以规模化$ 专题式的定期对话! 勾

勒评析年轻作家群像风格,,

种种迹象表明! 文学圈聚光灯正从多

个角度对焦这批崭露头角的新芽///他们

虽以群体面貌出现! 但终将以个体的姿态

存活并发出声音" 有别于仅贴上年龄标签

的单一归类! 更多的解读! 不再囿于概念

与想象的言说! 而是试图深入理解每位作

家与作品的内核! 以期扫描把握时代进程

中青年写作的精神向度" %相较于一些前

辈作家 -表演性强. 的艺术手法! 年轻一

代作家的鲜明特质恰恰是没有强烈姿态 "

这有点类似 -张牙舞爪的猴子. 和 -沉默

的大象 . 区别 "& 在 )人民文学 * 杂志主

编$ 评论家施战军看来! 不少 )& 后作家的

典型特征是从自我经验出发! 没有一味承

袭或悖反着前一代人经验! 他们的写作更

多源自天性$ 本真的思考! 不是 %非要把

头发揪起来离地三尺&! 而是客观正视并记

述自己的生活! 以及对生活的态度! 拒绝

太多的 %妄念& 和 %拗造型&! 显示出这代

写作者不同的小说美学与思维方式"

没有高调亮相的宣言 ! 低
调寻求突破的小径

)收获 * 一口气推出九位青年作家 !

很容易让人联想起 #)!+ 年 )收获* 第五期

的 %先锋作品专号 &! 将余华 $ 苏童 $ 格

非$ 马原$ 孙甘露等一批当时的青年作家

集体推向文学舞台 " ,& 多年来 ! )收获 *

每隔数年都会推出 %青年作家小说专辑&!

不少当今知名作家作品都曾陆续入选"

在 )收获* 杂志主编程永新的观察中!

由于所处时代环境不同! 青年作家可能不

再具有上世纪 !& 年代余华$ 苏童$ 格非那

批年轻人一上来就 %爆炸式& 的新奇力量!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 %差 & 在了哪儿 "

%文学教育的普及! 加上文化市场的繁荣!

青年写作者数量不少! 竞争也激烈! 寻求

突破的难度很大" 他们没有炮制出什么掷

地有声$ 吸人眼球的宣言! 却用探索的热

情和澄澈! 去完成着 -文学即人学. 的追

求" 从语言表达上看! 他们是新锐的 ! 但

骨子里是务实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 评论界口中的

%客观& %务实&! 予人青年作家 %低调出

场& 的整体印象! 他们在小说题材和表现

手法上 ! 并没有一味求怪求变 ! 或急于

%剑走偏锋&! 而是平实呈现出普通人的生

活起伏///已有的生活常规对年轻作者不

断造成 %碰壁&! 新生事物形态的发展又冲

击着他们剖解自我$ 看待世界的视角 " 比

如! 班宇的短篇小说 )逍遥游* 塑造的女

青年许玲玲出身贫门而罹患重病! 在遭遇

爱人$ 亲朋的多重背叛下! 被悲凉与恐惧

缠身! 作品专注于一人一事! 将普通人的

命运悲剧展现得淋漓尽致" 而王苏辛和李

唐的新小说! 都落地于少年人的孤独 ! 前

者 )所有动画片的结局* 令人一窥工业社

会的荒芜精神世界! 后者 )菜市场里的老

虎* 则表现成长中永恒的痛苦///对爱与

背叛的学习和理解"

这种对生活 %几近原生态质感 & 的书

写! 在军旅作家新星董夏青青笔下体现得

尤为明显" 无论是她的新作 )黑拜* 以我

国边境线前沿阵地的对峙为背景! 透视当

代年轻军人的生态与心态! 还是首部小说

集 )科恰里特山下* 专心叙述边疆基层官

兵的粗砺! 作品里的风物人物! 无不显露

出雕刻般的冷静与克制! 鲜少戏剧化故事

情节! 更像是生活的片断甚至碎片! 为人

性添上苍茫辽远的底色" %单位有任务进

山区了! 网络信号极差! 我回市里给你发

资料"& 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 董夏青青自

觉或不自觉地远离了喧闹! 多次沉潜新疆

边防连队的日子充分糅进她的小说中 !

%我与官兵同吃同住! 三言两语的判断会遮

蔽他们十年五载的生活! 作家不能把自己

的声音安在小说角色嘴上" 我更倾向于在

大量现实素材的基础上! 让人物们自己行

动说话! 完成自己的纸上人生"&

从"见小我#到"见众生$!保
持对生活经验的反省与更新

但即便是最平凡的日常点滴 ! 要写出

饱满的张力! 仍考验着青年作家对他者的

体察与同理心"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

心执行主任张清华谈到! %写自己的那点

事 ! 相对容易 ! 但描摹观察他者的生活 !

书写更广阔复杂的社会时代是难的 "& 他

说! 青年作家不要仅仅满足于从世俗经验

到世俗经验的 %拍照式& 写作! 而是学习

跃出客观经验本身! 进一步提炼发酵 ! 拓

展出更开阔的书写空间" 对此! 作家 $ 编

辑刘汀也有同感! 他期待年轻一代跳出小

我! 不局限于个人经验和情感! 在宏大叙

事上有所突破"

)& 后作家庞羽直言! 关于同辈人的故

事已经写了很多! 然而关于母亲那一辈却

知之甚少" 于是她尝试在第一个中篇小说

)吾本良善* 中构思塑造了一位不育妇女!

陷入要拥有儿子的臆想中不能自拔作出一

系列疯狂举动" %我没写过这种题材 ! 一

写就是一年半" 全部推翻重写了四遍 ! 每

一遍都仅仅保留几个名字! 大大小小改动

几十次" 喝遍了咖啡馆的咖啡! 有时夜里

还睡不着! 想着小说! 就像抱着一颗洁白

搏动的蛋 " 作品主人公有时抓着我的手 !

想叙几口家常# 有时又躲着我! 生怕我看

清她的窟窿,,& 另一位 )& 后作家王苏辛

自省过! 五年多前她写短篇 )袁万岁*! 主

人公无比渴望摆脱上一辈人的影响! 以极

端情绪发泄不满! %回过头看! 我会觉得

非常不必要 ! 这样的叙事处理是稚嫩的 !

未经反省的生活不值得书写" 如果太依靠

直觉而没有直觉背后的反思! 直接经验的

单薄是不可避免的! 更为深邃的逻辑思辨

还有待成长$ 心智有待成熟"&

跳出小我回溯处理更繁杂庞大的代际

故事! 对不少青年作家来说无疑是个挑战!

但他们也在摸索实践" 以 )& 后作家王占黑

为例 ! 她将笔触探入工人新村 $ 老弄堂 !

写棋牌室常客$ 卖水果的小老板$ 做早点

的$ 开五金铺的师傅等! 把眼光从自己和

自己这一代身上移开! 学着理解和致敬前

辈" %社区是持续饱和且不断溢出的容器!

每个人存在关联! 彼此参与或见证" 写着

写着! 我走出了一种较为狭窄的生命经验!

去寻求当代社会中普遍的状况和民生联

系///每个小区都有这样的人 ! 每个城市

都有这样的社区! 它们或许彼此能互为当

代城市丛林的样本"&

一双#长靴$展示出的百老汇实力

一部题材罕见$ 班底并无耀眼明

星的音乐剧! 为何让观众爆发出热情

的欢呼和鼓掌'百老汇原版音乐剧)长

靴皇后*从上海开启了中国巡演!观众

的反应让业内思考音乐剧的各种发展

可能"昨天!记者跟随主创团队走进上

汽(上海文化广场后台!揭开了这部今

年夏天演出票房%黑马&的幕后秘密"

前晚首演开场前最后五分钟!人

群鱼涌而入!填满的观众席里闪烁着不

少耀眼的红色上装"原来)长靴皇后*此

前就在上海街头地标多次%快闪&!呼应

该剧主角红色长靴时尚元素的观众!真

的纷纷%如约而至&到场"开场前以及中

场休息时!%穿上&布景板中的%长靴&合

影并晒图的观众!排起来长龙" 这一波

新潮的操作!也让许多年轻观众跃跃欲

试!主动在社交网络%打卡&晒票" %)长

靴皇后*把中国首演选在了上海!选对

了"&中方制作人$华人梦想公司总经理

田元看到这一幕欣慰地说"

业内公认! 上海有全国最为成熟

的音乐剧市场! 而且上海的观众眼界

高! 眼光 %辣&" 首演之前! 田元也

曾对 )长靴皇后 * 市场前景十分忐

忑" 这部有奥利弗奖$ 托尼奖以及格

莱美最佳音乐剧专辑等大奖背书的佳

作! 毕竟 %&#, 年才首登百老汇舞台!

除了铁杆音乐剧迷! 大多普通观众几

乎都未曾听说" 首演结束时全场观众

起立鼓掌! 才彻底打消了她的隐忧"

经过上海观众的检验! 也给该剧

的全国巡演市场前景服了定心丸" 不

仅 )长靴皇后*! )猫* )吉屋出租*

等剧目近年来都经历了观众群从时尚

一族到合家欢观演的升级扩容" 其背

后是中国演艺市场的蓬勃发展 ! !&

后$ )& 后甚至 && 后中成长起来的观

众在 %挑剔& 中期待更多优秀作品引

爆观演热情"

昨天在剧场后台! 记者看到 )长

靴皇后* #* 个迥异的场景布置$ #&&

多双道具皮鞋 $ ,& 多双长靴以及 *

条 %流水线& 传送带! 展示出百老汇

高超工业水准和惊人的丰富细节" 比

如! 在模拟制鞋厂常见的 %穿孔机&

旁! 甚至准备了剧情中并不出现但现

实中工人常用的耳塞" 为保证 %原汁

原味&! 外方剧组用+ 个 -& 尺集装箱

货柜 ! 耗时 + 周才把全部道具运到

上海" 而百老汇的技术团队只用两天

时间!就把全部舞台装置包括地板组

装完毕" 演出中光影的每一次变化$

观众的每一次欢呼!都离不开他们高

效的配合 " %产业发展的核心是人 !

巡演中我们也安排了中方人员参与

技术岗位" &主办方负责人说!)长靴

皇后*的引进不单是为了赚取票房 !

巡演的同时也在培养上海自己的演

出技术团队!在未来音乐剧的制作中

对标国际一流"

百老汇原版音乐剧 "长靴皇后# 从上海开启了中国巡演$ 观众的反应让业内思考音乐剧的各种发展

可能! 图为 "长靴皇后# 演出剧照!

! 由于所处时代环境不同!

眼下青年作家可能不再具有上

世纪 !& 年代余华"苏童"格非那

批年轻人一上来就爆炸般的新

奇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

差在了哪儿#他们没有炮制出什

么掷地有声" 吸人眼球的宣言!

却用探索的热情和澄澈!去完成

着$文学即人学%的追求

! 从语言表达上看!他们是

新锐的!但骨子里是务实的# 相

较于一些前辈作家表演性强!不

少 )& 后的写作从个人经验出

发!能正视自己的生活!源自天

真!相对客观!没有太多妄念和

拗造型姿态

! 写自己的那点事相对容

易!但描摹观察他者的生活!书写

更广阔复杂的社会时代是难的#

如果太依靠直觉而没有直觉背后

的反思! 直接经验的单薄是不可

避免的! 更为深邃的逻辑思辨还

有待成长&心智有待成熟

王占黑!我的写作从童年模糊的弄堂"河岸记忆中走出
来之后#就一头扎进了这个独立于$乡村%和$都市%之外的半
新不旧的空间& 它来自小城市平民所创造的熟人社会& 它的
容量是庞大的'存在感却不相符地异常低下& 我希望给予它
真实(细致且平视的呈现'大约就是沈从文所说的$贴着写%&

王苏辛! 我们这一代' 很多人的精神世界是在互联网
的影响中确立和重建的& 各种领域的信息没有界限地冲进
来' 形成别扭的声音' 形成影响力' 也形成干扰& 每一条
信息都清晰' 但它们组合在一起却变得含混& 人无法只跟
随内心的一个声音前行' 他只能在不同的信息中辨认' 辨
认他信任的正确或不正确' 如何确立自我' 推翻自我& 而
写作最大的考验' 在于如何把这样不同状态下的个体' 复
合成一个个坚固的形象&

李唐! 如今许多标榜 $接地气% 的小说其实是 $接地
皮%' 只是在生活的表面趴着' 并没有真正深入下去& 如果
把我曾经生活过( 而现在已经消逝的现实' 与我的幻想结
合在一起' 会发生何种奇妙的化学反应呢) 说不定我可以
找到一种新的可能性&

庞羽! $大象% 是我们的文学理想' 目前我们 !" 后还
是一群 $小象%& 刚出生时' 我们睁眼( 走路( 使用自己的
象鼻子 ' 一切都看上去挺容易的 ' 每一次成长都是惊喜 &

而到了后来 ' 我们变成了成年象 ' 该如何走 ' 走向哪里 )

这是我们必须去思考的& 这个时代给了 !" 后很多机会' 我
们要知道自己的不足' 知道行走的方向&

大头马!小说就是历史& 或者说'小说的世界应当和历史
的世界一样'完整(全息(自洽& 而小说家的任务'首先***他
比历史学家多一步'是建立这个世界+当然'这个第一步已经
很难,-其次'他需要像侦探或是数据科学家一样'在这个世
界里找出那些有意义的部分'建立一个模型'但是'他不能给
出任何结果***他只是展示数据的相关性'至于从这些相关
性中得出什么结果'这有赖于读者自己完成& %许旸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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