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奥德赛·外滩故事》演出照。 （上海民族乐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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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民族乐团、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组

委会委约德国作曲家克里斯蒂安·佑斯特创

作的民族音乐会 《上海奥德赛·外滩故事》于

本月启动全国巡演。 6 日晚首站在北京国家

大剧院演出反响热烈。“中国民族管弦乐队正

需要发出属于这个时代的新声音。”佑斯特告

诉记者， 与上海民族乐团携手探索海派民乐

的创新表达，他满怀信心。

在“合唱团”中找寻民乐的完美

委约外国作曲家创作并亲自指挥整台大

型民族管弦乐演出， 对上海民族乐团来说是

首次尝试。 只能“用演奏家展示过的技巧、想

象自己在弹琵琶”对作曲家更是挑战不小，但

双方都期待西方交响的新思维， 能为传统民

乐的继承和发展打开另一维度。

小型乐队相较于大规模综合性乐队或许

更适合民族乐器的特质， 是长久以来业内比

较流行的观点。确实相对来说，不同声调的民

族乐器要在乐队演奏出同一音调有些困难，

一些和声并不如西方管弦乐队稳定。 但佑斯

特表示， 西方作曲家最初也始于为小型乐队

谱曲，乐队的规模逐渐扩大，他们开拓出新的

范式。 “在为中国民族乐队谱曲时，思维要更

灵活，调整寻找脆弱的平衡。 ”

“相比于弦乐，二胡更接近人声。”佑斯特

发现， 作曲和指挥时不能将民族乐器与西洋

乐器视作等同。 “二胡的确有‘弦’，但它不是

小提琴的替代品。 琵琶听起来不像十二弦吉

他，琵琶有自己的魅力。 ”以不同方式处理民

族乐器和西洋乐器的表达， 才是音乐家的职

责。 “二胡无需如小提琴一样响亮，比较它和

小提琴的音域孰宽也没有意义。 如果发挥二

胡的‘人声’特色，二胡就是‘完美的乐器’。 ”

佑斯特将古筝、琵琶、二胡等乐器喻为个

性极强的歌手，总是“跃跃欲试想要独唱”。他

在《上海奥德赛》中为其创作了不少灵感迸发

的独奏：“它们完全胜任，脱颖而出。 ”而要指

挥这些优秀歌手“合唱”，对不少作曲家来说

都是难题。佑斯特认为，秘诀在于正确对待乐

器的“性格”，为它们找到合适的“歌唱”方式，

让乐器的“局限”在“合唱”中化为和谐。

在与上海民族乐团的磨合中， 佑斯特也

发现大多数民族乐器的音调较高， 低音 “基

础”相对薄弱。“就像一直在探讨天堂，人间的

滋味也需要表达。 ”他提议增加一台低音笙，

以及大阮声部， 上海民族乐团团长罗小慈欣

然接受。 “高音穿透力极强的唢呐声部也有所减少，乐曲中只有

高唢、中唢、次中唢、低唢各一只。”罗小慈表示介绍。有别于常规

编制的安排，在优美旋律中连接了“人间”与“天堂”，也为当代中

国民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注入了新的能量。

在海派文化氛围中追寻生命的深层意义

《上海奥德赛》共有《东方韵味》《浦江明珠》《伊甸园之桥》

《中华第一街》和《外滩》五个乐章。为创作这篇大型交响史诗，佑

斯特乘地铁漫游了上海的大街小巷， 也在采风中聆听了大量民

歌、流行乐。但他最终没有采纳外国作曲家“移植”中国民歌片段

的惯常做法，也不愿为作品贴上异域风情的旧标签。 在他眼中，

只有创新的表达方式才配得上这座新旧事物共存、 多元文化相

融的魅力之城。

1997 年，佑斯特第一次来到上海，20 多年后，他为上海日新

月异的面貌和发展成就所震撼。然而真正为他带来灵感的，并非

拔地而起的摩天大厦，而是上海独特的城市氛围与文化气质。为

外滩、南京路等地标撰写单独乐章，不仅出于旅游景点的热度和

知名度，更因为这些地标是上海的“心脏”，具有强大的文化影响

力，孕育了城市的“伟大”。

佑斯特将生命视为一场旅行，“奥德赛” 并非对上海浮光掠

影的浅尝辄止，而是希冀在这片海纳百川的热土，寻找生命的深

意。“就像表现乡村的音乐用牛铃，民歌色彩只是作品的表面。我

更希望通过复杂的律动触及不同文化背景的听众， 表达他们内

心共通的情感。 《上海奥德赛》的第二乐章《浦江明珠》中有许多

史诗般宏大的高光时刻， 但接下来的第三乐章马上归于静美祥

和，甚至带着一些孤独脆弱。这是我想回馈给上海的深沉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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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奇观化刻板印象？

是时候重新打量非洲英语文学了

超50个国家和地区中，仅16国作品有较多中文翻译，非洲文学研究版图仍存不少盲点

谈起非洲文学， 不少人脑海中跳出的，

多是诺贝尔文学奖“热门选手”、肯尼亚作家

恩古吉·瓦·提安哥，或是南非作家库切等寥

寥几位大咖……目前非洲超过 50 个国家和

地区中， 仅有 16 国文学作品有较多中文翻

译， 而对非洲英语文学的研究， 又往往集

中于几位诺奖得主作品， 非洲文学版图仍

存诸多盲点。

日前， 中国首届非洲英语文学专题研

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 近百名外国文

学专家齐聚。 有学者谈到， 自 20 世纪中期

起， 非洲文学的价值逐渐为世界认可， 国

外学者建立起颇为丰富完善的研究体系 。

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国内的非洲文

学尤其是非洲英语文学研究尚显零散初浅，

并未充分进入学界视野。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提醒， 未来的非洲

文学研究， 应避免跟风西方话题体系， 从

更广的维度去观察 “真实多元的非洲”。

非洲书写不应简化成旅游指
南中异国情调的想象

前不久， 莫桑比克作家米亚·科托亮相

上海，他的代表作小说《母狮的忏悔》中译本

近期亮相国内。说起自己的故土，米亚·科托

非常反感将非洲视为 “奇观大陆”， 或是简

化成旅游指南 、 流行文化中对非洲充满

异国情调的想象 。 身为葡萄牙裔莫桑比

克公民，他认识自己的国土的方式，是走过

许多村落，并向当地人学习看待世界万物的

方法。 《母狮的忏悔》极力避免让写作陷入

非洲单一的刻板印象和异国风情中， 而是

借助书写狮子的威胁， 隐喻非洲当地女性

几百年来所受的父权制度的袭击。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非洲英语文学亟

需重新打量。 “英语文学在相当一段时间

里被看作是英美文学， 非洲基本被视为文

学的不毛之地。 其实， 非洲文学有它独特

的文化蕴含和美学表征， 具有重要研究价

值和借鉴意义。”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朱振武

说， 在非洲这块拥有 3000 多万平方公里、

人口约 12 亿的大陆发生的文学现象显然不

容忽视， 但非洲英语文学研究应避免跟风

西方话语和套用文学理论， 而要从本土视

角出发， 以期为中国文学提供启示。

恰如米亚·科托所说， 人们对非洲有不

同的刻板印象， 其中第一个刻板印象就是

只有 “一个” 非洲。 其实， 非洲由众多不

同国家、 种族、 语言和文化组成———非洲

具有的种族和生物多样性， 在世界其他地

方很难找到， 比如光是莫桑比克就有近 30

种不同的语言共存。“当你否认这种多样性，

就是以一种过于简单化的方式来认知非

洲。”学者陆建德的建议是，捕捉非洲的多样

性和复杂性，既要关注殖民历史对非洲的影

响， 也不应把殖民前的非洲想象成和平世

界。 在他看来， 非洲处于非常混杂的状态，

面临着诸多挑战， 非洲文学研究者既要将

非洲的丰富性呈现出来， 也要看到非洲的

问题， 不要做非洲中心主义者。

研究非洲文学不能光看，还
要倾听

多数的古典非洲文学都是口述的， 包

括神话、 故事、 谜语、 谚语和格言等， 若

使用殖民语言写作， 根本无法表达非洲民

族和部落民间那种特有的丰富与情感。 因

此， 江西省社科院傅修延教授谈到， 不能

以西方惯用的视觉理论看待非洲文学， 而

要关注非洲的听觉传统， “这样才能有助

于感受到非洲文学的本质 ， 那种热烈的 、

绚烂的、 澎湃的独特性， ‘听’ 出非洲文

学中直接而亲切的表达”。

在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王宁看来， 研究

非洲文学不能只关注英语和法语， 还要对

当地语言有所了解， 对即将消失的语言给

予关注。 非洲的口头文学极为宝贵， 这一

部分也须纳入世界文学研究范畴中， 还原

非洲文学的本来面貌。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

授谢天振谈到， “外国文学研究在国内逐

渐发展到新的阶段， 即跳出国别、 语种的

界限， 以世界文学的眼光做研究， 而非洲

英语文学研究正需打破原有局限。”

有学者提醒， 人们有时觉得书面语更

有力量、 更发达、 更现代， 而口语似乎是

低等的、原始的。 这种偏见会削弱对非洲英

语文学极具听觉色彩特质的理解。不少非洲

本土作家 ，并不认可 “书写高于口语 ”的秩

序，在他们看来，口语是解释神秘世界的唯

一途径，比如，“你只能用感受和意象———而

不是非常客观的语言来解释梦境， 因为梦

会从客观的逻辑中溜走”。

或许， 视觉和听觉倾向正对应了两种

文学语言， 一是具有功能性的， 还有一种

是梦的语言 。 而非洲文学里的斑斓梦境 ，

还有待学界更深入的探寻。

文化

他用苍劲之音让历史风云飞入百姓生活
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昨逝世，享年84岁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

独特的沙哑嗓音，加上特别的咬字、音调和

气势， 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的声音，

成了很多人的童年记忆。 而收音机、 出租

车里传出的 “且听下回分解”， 又勾起多少

人日夜守候的期盼。

昨天， 这位从艺六十多年的说书先生

单田芳， 在中日友好医院因病去逝， 享年

84 岁。 从 1954 年走上评书舞台开始 ， 他

表演录制了包括 《白眉大侠》 《三侠五义》

在内的 100 多部 、 15000 余集广播 、 电视

评书作品。 “凡有井水处， 皆听单田芳”，

他让评书飞入寻常百姓的耳朵， 甚至令听

书成为几代人的生活方式。

通俗而不庸俗： 千军万马、

人生百态全在嬉笑怒骂间

单田芳生于 1934 年 12 月 17 日。 他的

家庭可以说是十足的 “曲艺世家”： 母亲王

香桂是当年有名的西河大鼓演员， 父亲是

弦师， 大伯和三叔则分别是西河大鼓和评

书演员。 单田芳在 《言归正传———单田芳

说单田芳》 回忆母亲曾有一句话， “鼓槌

一响， 黄金万两”， 足见当年曲艺在北方民

间的受欢迎程度。

耳濡目染之下， 长到七八岁的单田芳

已掌握一些传统书目。 弱冠之年， 他正式

走上舞台， 随后成为鞍山曲艺团一员， 旋

即成名。 然而几经坎坷， 他的名字， 直至

改革开放后重返舞台， 才真正进入广大观

众视野。 那一年， 他 44 岁。

曾有人说，他说的书有“古意”。 这不仅

来自于书目题材。 在评书擅长的历史题材

中，单田芳曾有《大唐惊雷》《明末遗恨》《说

岳后传》多部书目深入人心。 他的“古意”还

来自能将渊博的历史积累化为最通俗直白、

引人入胜的故事。 评书作为民间曲艺样式，

表演者多文化水平不高。少年时代立志摆脱

“下九流”偏见的他，成了当年为数不多拥有

大学文凭的评书艺人。

可他有学问却不卖弄。 他说的书语言

直白， 朗朗上口， 便于普通百姓理解。 文

艺评论家孙郁曾有评价， 单田芳说书 “通

俗而不庸俗 ， 广博而不浅薄 ， 有时苍凉 、

悲苦， 但善意绵绵， 如日光流泻， 有大爱

的喷吐”。

他说的书也有 “侠义”， 他用 《三侠五

义》 《白眉大侠》 构造的武侠世界有 “侠

之大者 ， 为国为民 ” 的大情怀 ， 说的是

“不能报国安天下， 枉称男儿大丈夫”。 也

有日常生活里滚过的民间智慧。 由他播讲

的传统书目 《三侠剑》 曾言： “酒是穿肠

毒药， 色是刮骨钢刀， 财是惹祸根苗， 气

是雷烟火炮。” 没有文辞矫饰， 道理讲得直

白透彻， 读来有脆口， 一度广为流传， 成

为当代的 “醒世恒言”。

晚年的单田芳， 倡导 “红色评书”。 带

着一个朴实的愿望———应当说说新中国来

之不易， 他创作了讲述开国元勋戎马一生

的 《贺龙传奇》， 有了农家出身的一代名将

《许世友》， 有了纪念抗日战争的 《九一八

风云》。 “说书唱戏劝人方， 三条大道走中

央， 善恶到头终有报， 人间正道是沧桑。”

单田芳笃信说书人嘴里跑过千军万马、 话

中藏着人生百态， 嬉笑怒骂最终是要劝人

向善。 2012 年， 单田芳获得中国曲艺牡丹

奖 “终身成就奖”。

适应时代变迁：几代人从收
音机、电视机一直追听到网络

进入新的时代， 过去街头巷尾的茶馆

没了踪影， 传统曲艺面临观众欣赏习惯和

审美旨趣的变化。 或许是受母亲一代曲艺

人的影响， 单田芳主动适应， 把说书的场

地从茶馆， 搬到了电台、 电视台。

场地变了， 表演方式和内容也得跟着

变 。 他曾有分析 ： “茶馆说书有随意性 ，

随便动弹动弹 ， 说点车轱辘话 ， 说完一

段抽根烟 ， 都没关系 。 电台没有观众 ，

要求简洁明快 。 而上电视说书的要求更

严格。”

这没有观众的评书， 他一说就是四十

年。 一天录制通常从清晨四点开始， 一杯

清茶 ， 少时备课 。 十点结束 ， 醒木一拍 ，

三集总长一小时左右的内容一气呵成。 到

了下午 ， 再继续准备第二天的录制内容 。

一万多集的长篇书目， 都是这么一个人的

周而复始 。 “全国四百多家电台 ， 都有

‘单田芳书场’， 每天超过一亿听众。” 听众

的需求成了他的责任所在， 评书就这样成

了他的生活本身。

说书的方式变了， 可是艺术的根还在

生活。 要让百姓喜闻乐见， 最终还要从老

百姓的嘴里找答案。 为创作义和团打败法

国侵略军的 《廊坊大捷 》， 他走访廊坊多

地， 采访有记忆的老人， 结合查阅的文史

资料与地方志专家意见。 历时小半年的采

风与准备， 就是致力于让民间记忆的鲜活

细节与真实历史事件与时代背景相糅合。

他的书直至今日， 仍有大批拥趸。 单

田芳的官方账号在喜马拉雅 FM 有超过

127 万的粉丝， 485 集的 《乱世枭雄》 总播

放量高达 4.72 亿次。 如今京剧昆曲在年轻

人中备受追捧 ， 相声评书也有回暖之意 。

繁忙的工作学习结束后， 睡前听评书、 听

相声已成为很多年轻人的生活习惯。 遗憾

的是 ， 翻看网络平台上热播的评书艺人 ，

仍不外乎单田芳、 袁阔成、 田连元这一代

老艺人。

由单田芳这一代说书人开掘的广阔评

书市场， 有待更多曲艺新人翻土、 深耕。

奏响冼星海作品的丝路之声

哈萨克斯坦国家爱乐乐团昨在沪献演

本报讯 （记者姜方）国家艺术基金传播推广交流资助项目

“丝路星海———冼星海音乐作品巡演” 昨登台上海保利大剧院。

哈萨克斯坦国家爱乐乐团上演了 《中国狂想曲》《阿曼盖尔达》

《牧歌》《满江红》等曲目，上世纪 40 年代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写

就这些作品。时隔 70 多年后，这位曾在上海音专（上海音乐学院

前身）求学的作曲家的音乐，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回归沪上，带来

振聋发聩的丝路之声。

从悠悠驼铃声到抗战中的怒吼，再到今天的“一带一路”倡

议，2000 多年来中哈两国在丝路上遥望相守，又彼此牵系。 在古

丝绸之路上的重镇阿拉木图，有一条“冼星海大道”。 上世纪 40

年代初，冼星海辗转来到阿拉木图，结识哈萨克音乐家拜卡达莫

夫。 两人志同道合，拜卡达莫夫给了冼星海精神上极大的鼓舞。

这一时期，冼星海经常去听各种音乐会，邀请哈萨克音乐家演奏

民歌，努力汲取当地民族音乐养分。 他以自己敏捷的乐思，将许

多哈萨克民歌改编成小提琴曲和钢琴曲。

1944 年 1 月，冼星海来到哈萨克斯坦库斯坦奈。 他曾在《我

学习音乐的经过》一书中描述当时艰苦的生活。同年 12 月，冼星

海开始患病。 但从次年 1 月底至 2 月中旬， 病中仍坚持完成了

《中国狂想曲》的钢琴部分。 1945 年 10 月 30 日，冼星海病逝于

莫斯科，终年 40 岁。 1998 年，阿拉木图市命名了“冼星海大道”

和“拜卡达莫夫大道”，以纪念两位杰出音乐家的患难友谊，同时

激励中哈两国人民世代友好。

据悉，“丝路星海———冼星海音乐作品巡演”来华前，已在哈

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在内的多站奏响。成立至今已有 82 年的哈萨

克斯坦国家爱乐乐团， 一直致力于推动哈萨克斯坦音乐的不断

进步。 上海音乐会中，那些曾在商路、驼队、绿洲响起的音符，穿

越丝路后回荡在中国的舞台上空，激荡人心。

醒木一敲， 千军万马呼啸而过； 折扇清摇， 纵论古今闲话人生。 单田芳的评书表演艺术， 把历史与时代以通俗语言生动演绎，

成为几代人的声音。 图/视觉中国

梅丽尔·斯特里普等知名演员主演的电影 《走出非洲》，

讲述了发生在肯尼亚广袤土地上的悲欢离合。

（资料图片）

一些非洲作家的作品慢

慢进入中国读者视野。 自上

而下分别为 《母狮的忏悔 》

《一粒麦种》《大河两岸》《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