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最长的集训周期“恶补”过去落下的练功债

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已经在高温下奋战了

近三周。 “这可能是戏曲院团周期最长的夏季集

训。” 上海越剧院院长梁弘钧说这话并非因为自

豪。 针对青年演员系统化有规模的夏季集训， 越

剧院今年刚做到第三期。 一个半月的集训也可以

说是 “补课” ———用在台上 “诗情画意” 的越剧

演员自己的话说， 是该从基础着手下点苦功了。

由于越剧表演更多是抒情的载歌载舞， 基本

功、 开打一向是越剧演员的弱项。 而长三角地区

肥沃的越剧土壤也让演员在舞台上习惯于 “唱熟

戏”， 耽于练功。 各地上演机会不断， 倒也觉不出

“不练功” 有什么危机。 然而近两年， 上越几位越

剧流派创始人、 老艺术家相继离世带来紧迫感 。

当青年演员越来越多地站在了舞台中央时， 他们

准备好了吗？ 从青年演员着手 “补课”， 在梁弘钧

看来正当其时。

原本清秀水灵的 “小宝玉” 王婉娜， 这些天

脸上起了一片痘。 本想调侃是夏日练功上火， 这

个 20 出头的姑娘一本正经地回答： “是因为前段

时间 《红楼梦》 全国巡演 ， 颇有压力 。” 很难想

象， 这个进团不到一年的女小生， 与她的同班同

学挑起了今年 《红楼梦》 全国巡演的大梁。 与 30

多岁的师姐同台竞技， 压力可想而知。 集训一结

束， 他们还要前往昆明、 哈尔滨等地完成新一轮

巡演。 机遇不等人， 舞台不等人， 要想人前显贵,

就得背后遭罪。

既然是“补课”，就要拿出劲头恶补、狠狠补。集

训几大张课程表拉出来， 六周里基本功训练、“以戏

带功”折子戏排练、文化讲座排得满满当当。 越剧院

40 岁以下的演员必须参与其中， 集训课程计入考

勤。基本功有戏校教师一对一辅导，文化讲座则由来

自北京、浙江等地的名家大师举办讲座，内容涵盖戏

曲表演、音乐、理论甚至艺术体操等跨门类课程。

三年下来， 青年演员从最开始的不接受、 不

情愿， 到现在逐渐养成习惯。 昨天上午旦角组的

练功房里，老师潘瑛对着陈敏娟和赵欣瑜耍双头枪

的动作分段纠正， 折腾一番之后， 潘瑛感叹：“（你

们）终于出汗了！ ”两个姑娘腼腆地笑了，这是补课

带来最直观真切的改变。 前两期集训结束，越剧院

还向学员发放调查问卷。 结果显示，“文学赏析”成

了最受期待的内容。这群学员大多是越剧界培育的

第一批本科生，在硬底子功夫基础之上，剧种传承

人全方位的文化素养提升， 既是当代观众的需求，

也是他们这一代对越剧发展的责任所在。

■探访文艺院团高温练功房系列报道·越剧篇

■本报记者 黄启哲

他的半生书艺问道，

折射书籍艺术传承发展
吕敬人书籍设计40年大型作品展举行

本报讯 （记者范昕）从装帧到书籍设计，从中国到世界

舞台，吕敬人的 40 年书籍设计生涯，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

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书籍艺术传承与创新发展的路径和成

就。 昨天，汇集近 350 套、1000 余册作品的“书艺问道———

吕敬人书籍设计 40 年” 大型作品展回到吕敬人的故乡上

海，于刘海粟美术馆揭幕。

“书籍设计， 其实像是以导演的角色编排一出纸上戏

剧。 ”吕敬人告诉记者。 40 年间，他所设计的图书超过 2000

册，斩获包括“世界最美的书”在内的几十项国内外书籍设

计奖项， 其书籍设计的创新观念更是引领了中国书籍设计

界的发展。 早在 1996 年，吕敬人就提出书籍整体设计的概

念，引起业界的激烈讨论。 在他看来，国内长期以来以“装

帧”为主导的理念使书的设计仅停留在封面设计的层面，设

计者缺乏由表及里的用心。而他所推崇的书籍设计理念，包

含装帧、编排设计、编辑设计、信息设计四个层面，尤其需要

从内容出发。

如是书籍设计理念，是吕敬人用实践经验摸索出来的。

吕敬人参与设计的第一本图书，是 1979 年出版的《卓娅与

舒拉的故事》。 此次展览即展出了这件并不成熟的作品。 当

时，吕敬人仅仅为图书手绘了一个封面，画的是卓娅与舒拉

的半身人像。在这一封面中，他坦言想当然地把舒拉的头发

画成了金黄色， 还是日后收到的一封读者来信令他恍然大

悟，这封信提醒他书中曾写过舒拉的头发是棕红色的。随着

参与设计的图书越来越多， 吕敬人对于书籍设计的理解也

越来越深入、系统。比如，他认为书籍设计的良莠不在表象，

而在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整体美； 书籍设计不仅是一个平

面视觉维度上的艺术，还需要把握信息传播的时间、空间和

节奏的语言，注重对五感的调动。

此次展览中的很多作品成为了吕敬人独到设计理念的

鲜活注释。比如曾获“中国最美的书”大奖的《怀袖雅物———

苏州折扇》一书，吕敬人为读者营造了特别的阅读体验。 书

脊设计所选颜色、花色均与书中的古扇相呼应，纸质轻柔，

翻阅起来有清风拂面之感， 书后还附赠一把制作精巧的折

扇，让读者在赏玩书中艺术品之余还获得额外的阅读惊喜。

设计经典作品《朱熹榜书千字文》时，吕敬人则注重将中国

元素创造性地转化为现代人的审美符号。为烘托书法主题，

这本书的封面设计上以点、撇、捺的书法形态作为全书上、

中、下册的符号，别具一格。书籍封函则模仿宋代印刷，以桐

木板反雕千字文，以皮带串联，以如意木扣合，从设计角度

巧妙展现朱熹书法的遒劲、洒脱。

通过定制式展陈空间设计， 此次展览为观众营造出一

种观书、品书、读书的独特环境，呈现中国传统的书香文化

和阅读之美。

■本报记者 黄启哲

文汇辣评 上海国际文学周
聚焦“旅行的意义”
本报讯 （记者许旸 王筱丽）始于 2011 年上海书展·上

海国际文学周在今年走进了第八个年头。 本届上海国际文

学周聚焦“旅行的意义”，将于 8 月 14 日开幕，持续至 8 月

20 日。 在这一周的时间里，文学周将迎来多位中外作家、诗

人、学者，举行包括主论坛、诗歌之夜、新书首发、读者交流、

伦敦图书与荧幕周等在内的共 40 多场活动。

得益于“上海书展”这个国家级书展大平台，更得益于

上海这座充满文学传统和底蕴的国际文化大都市， 上海国

际文学周已成为蜚声海内外的文学嘉年华。 在过去的七年

内， 文学周组委会都会结合当年全球文学趋势和热点策划

相应的主题，包括城市、影像、书评、翻译、东方、莎士比亚、

科幻等关键主题词。

作为中国作家对话世界作家、 中国文学对话世界文学

的现象级活动平台， 前七届上海国际文学周共邀请到了两

百多位中外作家、学者、文化人士齐聚上海，包括莫言、勒克

莱奇奥、V.S.奈保尔、阿列谢耶维奇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就全球性的文学主题发表洞见，分享经验。因为文学周的国

际性、专业性和公众性，上海国际文学周在中外作家、学者、

出版人和媒体人中产生了越来越广泛的国际影响。

经过这些年的深耕细作， 上海国际文学周已经生长成

一棵大树，成为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学盛会。越来越多平

等、深入、专业的文学对话在此出现，越来越多的国际文学

合作由此产生。 在本届活动上，上海国际文学周将与“伦敦

书展·伦敦图书与荧幕周”签署合作协议，未来三来间双方

将互派作家参加上海书展和伦敦书展活动， 为中英两国作

家提供跨文化交流平台，也为中国文学和作家“走出去”搭

桥铺路。

今年文学周的主题为“旅行的意义”。 放眼人类的发展

史，人类对自身的理解正是基于对周遭的环境的观察。从古

至今，从西方的希罗多德到马可·波罗，从中国的徐霞客到

李白，无数文人墨客在旅行中得到了对于生活的感悟。在旅

行中感悟文学，在旅行中感悟生活，继续认识“旅行”这个主

题词，并更新其意义，是本届上海国际文学周的期待。

出席 2018 上海国际文学周的中外嘉宾包括瑞典文学

院院士皮特·恩格伦，莫桑比克诗人、小说家米亚·科托、墨

西哥作家阿尔瓦罗·恩里克、智利小说家保丽娜·弗洛雷斯、

波兰作家伊莎贝拉·卡鲁塔、 英国作家、 编辑凯瑟琳·莫里

斯、法国作家卡特琳·普兰、爱尔兰作家伊萨姆巴尔德·威尔

金森、日本作家吉井忍、李敬泽、何建明、阎晶明、许子东、孟

繁华、 叶兆言等。 本届上海国际文学周由上海市新闻出版

局、上海市作家协会、虹口区委宣传部联合主办，虹口区文

化局、建投书局、思南公馆、作家书店、SMG 艺术人文频道

等联合协办。

明星什么时候起“不能批评”了？
黄启哲

某人气偶像几天前出的一首新歌火了。

倒不是因为旋律好听 、 歌词深刻 ， 而是因

为歌曲通篇都在 “控诉”， 把网友的批评调

侃 说 成 无 端 恶 意 攻 击 ， 引 发 不 少 人 反

感———明星什么时候起禁不起批评了？

这得从网络热转的一系列 “无修干音”

视频说起 。 所谓 “无修干音 ” 就是掐掉歌

手现场演唱视频中的伴奏只留人声 ， 以此

检验比较歌手的唱功 ， 玛利亚·凯丽 、 陈

奕迅等歌手都有相关视频 。 而这位偶像脱

离了录音室修音和复杂的编曲 “包装 ” 之

后 ， 气息不稳 、 多处走音的问题暴露无

遗 ， 被网友调侃为 “车祸现场 ”。 好巧不

巧 ， 偶像在最近一档网络综艺担任评委

时 ， 却对选手的现场演唱多有挑剔 ， 有些

难以服众 。 于是网友把他给别人的 “批

评 ” 与他自己的现场表现一一对照 ， 没有

一项是达标的 ， 这着实引发不少网友议论

并纷纷转发。

面对网友的质疑 ， 这位偶像的第一反

应不是反思自己的业务能力 ， 而是 “又动

了谁的奶酪”， 认为但凡批评他的都是 “竞

争对手派来的”， 讽刺网友 “到处都有红眼

病有色眼镜 ， 想要热度想靠骂我红到爆 ”，

但凡不是夸赞自己歌好人红的 ， 一概定义

为 “水军 ”， 甚至是 “傀儡 ” “魔鬼 ”。 一

首歌似乎还意犹未尽 ， 他还借用某社交平

台官方力量， 一条条搜寻批评自己的内容，

透过平台管理员发出私信声称对方 “侵犯

了自己的名誉权”， 警告对方删除， 但这些

网友的评论内容 ， 不过是希望青年艺人能

够谦虚， 不要把自己看得过高。

在这些流量明星这里 ， 艺人与大众的

关系正在颠倒 。 空有颜值 ， 没有过硬技能

作品的他们 ， 凭借公司包装快速走红 ， 享

受粉丝经济带来的流量红利 。 长期沉溺在

宣传通稿的溢美之词和粉丝的 “顶礼膜拜”

之中 ， 久而久之 ， 唱歌走音 、 演戏面瘫这

些统统被 “选择性忽视”， 迅速膨胀， 容不

下一点点不同的声音。 节目里镜头给少了，

要发声明警告节目组 ； 观众对其表现不满

意， 轻则微博 “挂人” 发动粉丝对其人身攻

击， 重则举报封号。

一旦批评舆论形成声势， 这些流量明星

首先想到的不是从自己身上找问题， 提升唱

功演技， 而是声称自己是 “弱势群体”， 把大

众的关切批评当作是网络暴力， 甚至 “亲自

下场” 煽动粉丝对批评自己的人发动言论攻

击， 不惜动用公众平台制造寒蝉效应。 这样

的明星， 不必说专业水准不足， 更有失艺德。

恐怕 ， 他们早已忘记了满足大众的需

求， 才是文艺安身立命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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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蕾足尖的中国故事：为时代舞之蹈之
第六届上海国际芭蕾舞比赛期间，国内多家芭蕾舞团“掌门人”聚焦舞剧创作———

“21 世纪芭蕾艺术在中国！ ”这是去年中

央芭蕾舞团携原创舞剧《鹤魂》亮相德国汉堡

芭蕾艺术节后，当地主流媒体给出的评价。而

刚成立不过六年的重庆芭蕾舞团， 去年带着

原创舞剧《追寻香格里拉》在西班牙巡演，演

出还没结束， 剧院经理已经预约下一次的演

出。 讲述中国故事的中国芭蕾正在赢得世界

的注目礼。

不过，惊喜的背后也有尴尬。国际知名度

颇高、海外订单接到手软的上海芭蕾舞团，时

至今日到欧洲演出， 观众对中国芭蕾经典仍

了解不多， 对于近些年的原创作品更是知之

甚少。

可见， 如何用芭蕾这样的国际语汇讲述

中国故事，不只是为“文化走出去”寻求更明

晰的“中国标识”，同样也是回应时代需求，展

现当代中国之面貌。中央芭蕾舞团团长、艺术

总监冯英说：“进入 21 世纪，中国芭蕾不仅要

讲述中国故事， 更进一步还要把目光放在当

今时代， 探索用国际语汇表达当代中国人的

人文思考与精神情感。 ”

用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鲜活
故事回应时代

来自西方的芭蕾艺术， 从1959年中央芭

蕾舞团成立算起的近60年间， 在中国生根发

芽，开出无数绚丽的花朵。 半个世纪以来，先

后有上海芭蕾舞团、香港芭蕾舞团、辽宁芭蕾

舞团等十家芭蕾舞团成立， 其中最年轻的兰

州芭蕾舞团成立五年。 每一个舞团在演绎古

典芭蕾同时 ， 都不约而同地有着同一个使

命———用讲述中国故事探索中国芭蕾发展之

路。

冯英认为，《红色娘子军》与《白毛女》确

立了“中国芭蕾”的方向和根基。 回看这两部

作品诞生时期，芭蕾在中国尚处于萌芽时期，

普通百姓对于芭蕾更是一无所知。 之所以甫

一问世就能深入人心，引发情感共鸣，不仅是

在探索如何用芭蕾语汇讲述中国故事， 同时

也是在讲述那个时代中国发生的故事。

接续这样的传统，2014 年辽宁芭蕾舞团

将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八女投江”革命故事搬

上舞台。 最开始有人反对，芭蕾演员扛上枪，

是不是失去了芭蕾的柔美显得有些生硬？ 辽

宁芭蕾舞团团长、 艺术总监曲滋娇不这么认

为， 谁说革命故事只能用写实的影视画面展

现，诗情画意同样能够展现悲壮与崇高，传递

革命先烈不屈不挠的精神。 主创还将颇有地

域特色的东北秧歌和朝鲜族舞蹈“阿里郎”加

入其中，探索民族元素在芭蕾之中的融合。这

部作品先后获得“文华大奖”和“五个一工程”

优秀作品。

在央芭最近几年的创作中， 现实题材作

品不止一部。 舞剧《敦煌》没有把敦煌莫高窟

上丰富的飞天壁画作为表现主体， 而是让敦

煌第一代文物保护工作者常书鸿成为故事的

主角， 展现敦煌人执着守望千年历史的奉献

精神。 2015 年中央芭蕾舞团又将这位护鹤英

雄徐秀娟的故事搬上舞台， 用芭蕾语汇展现

人与鹤的难舍情缘。此外，天津芭蕾舞团选择

刘誉的谍战小说 《锋刃》 改编舞剧 《海河红

帆》，重庆芭蕾舞团则用青年画家丹青为追求

内心宁静前往香格里拉的故事， 谱写出舞剧

《追寻香格里拉》。

中国芭蕾语汇正为国际舞坛
吹来一股新风

如果说过去中国芭蕾是在不断为世界舞

台输送顶尖人才， 用演绎西方经典展示过硬

水准，那么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一部部原创舞

剧正为国际舞坛吹来一股新风———作为古典

艺术、西方艺术的芭蕾，同样可以在中国不断

发展，甚至与中国文化元素相结合，形成独特

的艺术语汇，焕发出新的时代生命力。 400 年

的芭蕾发展历程中， 陆续形成了意大利、法

国、丹麦、俄罗斯、美国等不同学派，任何一个

学派都和自身民族性格紧密结合。 有学者认

为，中国芭蕾不过 60 年，于新的时代机遇里，

孕育“中国学派”正当其时———中国芭蕾的表

现力更强，在与民族舞、戏曲、武术的融合中，

语汇更为丰富，而演员的表现力更细腻、更富

韵律。如何进一步发展这样的特色，就需要用

原创作品去探索实践。

上海芭蕾舞团团长辛丽丽回忆，《花样年

华》首次让芭蕾舞演员穿上旗袍，氤氲其中的

海派文化元素，让法国业界感慨“中国芭蕾如

同中国瓷器一样精致”。《追寻香格里拉》里的

水袖与芭蕾语汇的结合， 让见识过马林斯基

剧院芭蕾舞团的西班牙观众流连———经典固

然值得反复咀嚼， 然而结合古老东方文化的

语汇创新同样能够赢得关注和掌声。 好的中

国故事，不仅能接通中国观众的心灵频率，同

样也能抵达海外观众的心灵深处。 曲滋娇带

着《八女投江》来到俄罗斯。 同样有着战争记

忆的俄罗斯观众为其中的英雄情结所感染。

辛丽丽感慨：“如果说过去只顾摸着石头

过河，现在在探索道路上，我们的眼睛看得到

对岸了。 ”这个对岸，是坚定走中国芭蕾自己

的道路，是用西方语汇讲述中国故事，是回应

时代、回应观众不断提升的审美需求。

上海首次举办书法册页评选
本报讯 （记者李婷）“周慧珺杯”上海市中青年册页书

法大赛作品展昨天在上海文艺会堂拉开帷幕。 这是上海首

次举办书法册页评选，共收到来稿作品 400 余件，经过评委

认真、严谨的初评与复评，最终有 35 名作者获奖、108 名作

者入展。

册页是书法作品中比较独特的形制， 一般字号不大，

字数较多， 这种 “长篇幅 ” 的特征给书法作品带来了更

多的审美表达， 令观者 “移页换景”， 细细品味。 当然 ，

这也对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需要其在方寸之间施展

出十八般才艺。 每一开都是独立的， 又是统一的 ， 作者

必须从题材内容 、 章法造型和笔墨运用等方面精心设

计， 以达到作品既能保有丰富性又能保持连续性的艺术

效果。

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周慧珺书法艺术馆馆长李

静介绍， 与挂轴追求整体视觉冲击不同， 册页讲究的是细

微处。 她以此次获得一等奖的 《日常琐记》 为例， 该作品

的形式取自颜真卿的 《祭侄文稿》， 整体风格显得随意自

如， 布局做到了 “疏处可使走马,密处不使透风”， 做旧的

纸张更是给作品增添了古旧的美感。

荨辽宁芭蕾舞团创排的原创芭蕾舞剧《八女投江》。

▲重庆芭蕾舞团创排的原创芭蕾舞剧《追寻香格里拉》。

（均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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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越剧院夏季集训为青年演员设置了艺术体操课程。 （上海越剧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