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失去中国元素的中国古典舞还是古典舞吗？ 中
国古典舞又应该怎样更好地面向当代？ 这是常常引起
舞蹈界讨论的话题。” 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黄豆豆
说。 他认为， 无论中国古典舞在未来如何发展， 都不
应丢失自己的风格， 并且在学习借鉴戏曲舞蹈的基础
上， 大胆地进行挖掘和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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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出版行业是一个“夕阳

产业”， 特别是当其与如日中天的互

联网行业相比较时。 改革开放 40 年

给中国出版业带来革命性变化和飞

速发展的同时，也让业界感到疑惑与

彷徨。尤其是在当今这个瞬息万变的

时代，游戏、综艺、偶像……当越来越

多事物占据人们眼球时，出版业如何

转型已是时不我待的命题。

数据显示，复旦大学出版硕士专

业学位自设立五年来，毕业生从事出

版行业的不足一半。 尽管如此，也有

一批选择在“夕阳”中奔跑的年轻出

版人，走着平衡文化和市场的勇敢者

道路。 挑战存在的同时，意味着机遇

正在生长。 “出版这个古老的行业在

今天依然充满生机。 ”复旦大学出版

社原社长、资深出版人贺圣遂对出版

人的未来抱有信心，“随着数字技术

的不断发展，年轻人将拥有更多施展

才能的舞台。 ”

技术革新带来机遇，出
版行业需要少年人和少年
心气

在出版行业里，编辑是重要的环

节。目前，有种论调认为“编辑是门正

在消失的艺术”。在近期发行的《出版

是什么》一书中，商务印书馆总经理

于殿利给出回应：“编辑是为新闻出

版而生的，出版因为有编辑而成为出

版， 不因任何技术和工具而有所改

变。 在信息不足的时代需要编辑，在

资讯过量且真假难辨的当下更需要

编辑。”专家指出，新时代的编辑需要

完成三个转型，在内容思想性和导向

的把握上，从被动地承担责任转为主

动自觉的文化担当；从单纯的文字编

辑转型为全媒体编辑；从单纯的编辑

转为生产经营者。

从传统中寻找创新的因子，年轻

的出版人正在发力。毕业于复旦大学

出版硕士专业的千阳，不久前做了本

名叫《破壁书：网络文化关键词》的书。该书是基于北京大学学术

团队所做的网络文化研究，经过长期编辑完成的。从“二次元”到

“应援文化”，书中记录了当下社会最流行和鲜活的网络用语，横

跨动漫、偶像文化等领域。 但因为这些内容，此书的出版几经波

折。 “也许赌上职业生涯做这样一本书很傻，可把好内容‘摆渡’

给读者是出版人的使命。”千阳表示，要成为一个卓越的出版人，

关键在于是否拥有百死不悔的决心。

“这 20 多年来，纸质出版物越来越精致和光彩夺目，在市场

上不仅没有萎缩，反而拥有更令人期待的前景。”贺圣遂指出，进

入数字时代的出版业更注重专业性。相较于以前的印刷时代，计

算机可以帮助出版人做出更美观和更有针对性的书籍。 出版史

上有个著名案例，英国 DK 社打造的科幻图书《星球大战》因人

工错误预估印数， 导致按计划印刷的 1800 万册图书只卖出了

500 万册。 而今天依托互联网大数据的支持，则可以相对准确地

推断目标受众与销售量，也就能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数字出版

时代，从资料收集、编辑方式到宣传营销、流通领域，新技术在出

版产业的方方面面引发着变革， 也为新一代出版人提供了更多

挥洒才能的空间。

学习永无止境，出版人应当兼具知识、热情
和服务精神

选择当出版人，就等于选择了一种终身学习的生活方式。 这

是不少新老出版人的共识。 欧阳婧怡是人民文学出版社青年文学

编辑室的编辑，毕业后就一直在出版社工作。 “身处这个行业四五

年，如果在互联网企业里或许算得上资深，但我现在根本不敢自

称是个资深编辑。 ”这位年轻出版人用“上瘾”来形容做编辑的感

觉，“尽管过程很焦虑，但看到一本书留存下来，很有成就感。 ”

优秀的出版人才兼具扎实的知识储备、 对工作的投入和热

忱，以及为他人服务的精神。 古今中外，流传着不少出版人的佳

话。如巴金将其编辑出版工作视为“个人生命的开花结果”，他在

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的 14 年时间里，怀着满腔热忱为国家和民

族的文化积累作贡献；“文化昆仑” 钱锺书曾称赞其责任编辑周

振甫“小叩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良朋嘉惠，并志简端”；被誉

为“天才的编辑”的麦克斯·珀金斯则造就了海明威、菲茨杰拉

德、沃尔夫等人的文学成就和巨大名声。当今天的我们谈论出版

时，这些前辈的赤子之心、专业素养和服务精神依然掷地有声。

“我们的出版业需要更多‘正规军’，这比以往时候都显得更

迫切。”在日前举行的复旦出版专业教学研究论坛上，贺圣遂说。

他认为，只要对出版行业始终怀以敬畏之心，能真正立足当下出

版好书，那么“月亮与六便士”出版人终究都会拥有的。 以前，不

少国内出版人并未接受过专业的出版教育， 大多通过实践总结

出版规律。 现如今，包括复旦大学等院校开设了出版专业，致力

于培养具有良好理论基础， 拥有广阔文化视野和敏锐市场判断

力，同时熟悉出版业务环节的专门人才。 业界普遍认为，数字技

术对出版业发展带来很多新变化， 若出版人能在相关前沿领域

接受学术训练，或将更容易在实战中把“硬仗”打赢。也有学者指

出，中国的出版专业教育目前依然面临不少挑战，还需通过各方

努力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学科的发展。

谭盾：用音乐诉说武侠世界里的“四把剑”

2018 中国（上海）国际乐器展览会开幕

“大提琴 、 小提琴和钢琴 ， 分别代表

《卧虎藏龙》 《英雄》 《夜宴》 中的三把剑。

而钢琴 、 小提琴和大提琴三重奏 《复活 》，

不仅融汇了上面三把剑， 还以音乐诉说我自

己的心剑 。 ” 昨天 ， “音乐武侠·浪漫天

涯———谭盾 ‘武侠’ 系列作品跨界对话与首

发式” 在 2018 中国 （上海） 国际乐器展览

会举行。 作曲家、 指挥家谭盾面对在座数百

位观众， 与央视 “名嘴” 白岩松对谈他笔下

音乐中的武侠世界。

谭盾为 《卧虎藏龙》 《英雄》 《夜宴》

这三部中国电影而作的配乐， 在国内外音乐

界和乐迷心中颇具影响力。 几年前， 谭盾在

上海街头跑步时， 路遇一位 “粉丝” 琴童，

小女孩认出作曲家后表示 “很想演奏 《卧虎

藏龙》 的音乐， 却怎么也找不到乐谱”。 从

那时起 ， 谭盾就把乐谱出版事宜放在了心

上。 这一次， 由上海音乐出版社首发的 “武

侠” 系列乐谱作品一共有四部， 包括小提琴

奏鸣曲 《英雄》、 大提琴奏鸣曲 《卧虎藏龙》

和钢琴奏鸣曲 《夜宴》， 以及融汇上述三部

作品精华， 并将其升华至崭新境界的钢琴、

小提琴和大提琴三重奏 《复活》。

当谭盾为电影 《卧虎藏龙》 配乐后， 大

提琴家马友友曾指出配乐中关于剑、爱情、武

侠、水与火的主题动机十分动人，并建议谭盾

将这些音乐 “密码 ”写成连续性的 “武侠 ”系

列。受到马友友的启发，谭盾的武侠音乐世界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完成李安导演的《卧虎

藏龙》的配乐后，导演张艺谋来找我为《英雄》

配乐，我反复确认了《英雄》中的元素包括武

侠、爱情、女性，而且是个悲剧，才答应他。”从

《卧虎藏龙》到《英雄》再到冯小刚导演的《夜

宴》，谭盾在配乐里赋予了大提琴、小提琴和

钢琴丰富的意味。在三部奏鸣曲里，大提琴对

应《卧虎藏龙》中的青冥剑，意味着对自由的

执着；小提琴对应《英雄》中的天下剑，象征无

私无畏的大爱；而钢琴对应《夜宴》的复仇剑，

注入了尼采的强力意志。

钢琴、 小提琴和大提琴三重奏 《复活》，

则把上面三部电影中的音乐和人物串联了起

来 ， 以复调展开演奏主题 。 “《卧虎藏龙 》

中的玉娇龙， 《英雄》 中的如月和 《夜宴》

中的婉后， 眼见着梦想、希望与爱悉数破灭。

而在《复活》中，我希望用一把心剑，把破灭的

一切再次召唤回我们身边。 ”谭盾为创作“武

侠”系列走过了 12 年的岁月。“我认为中国武

侠与音乐是相通的。武侠里有琴心剑胆，音乐

里有大音希声；武侠里有形断意不断，音乐里

有余音缭绕、 此处无声胜有声。” 值得一提

的是 ， 作品还融入了中国古琴名曲 《广陵

散 》 的元素 。 在谭盾眼中 ， 嵇康的古琴曲

《广陵散》 堪称中国最早的武侠音乐， 其中

囊括了中国武侠哲学中的精华。 和不少当代

中国人一样， 谭盾也有着一个永不褪色的侠

客梦， “我心中武侠的真谛在于义和情之间

的权衡。 我希望以音乐的形式， 把自己内心

这些属于武侠的密码串联起来。”

■本报记者 姜方

为期四天的 2018 中国 （上海） 国际
乐器展览会昨天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开
幕。 行业统计报告显示， 去年我国乐器行
业累计主营业务收入 374.94 亿元 ， 同
比增长 3.64%。 随着乐器行业的蓬勃发
展， 今年乐器展规模再创新高。 比利时、

保加利亚、 捷克、 法国等 31 个国家和地
区的逾 2200 家中外企业携新品集中展
示， 吸引了大批音乐爱好者驻足。 本届中
国 （上海 ） 国际乐器展览会总面积达到
13.8 万平方米， 来自世界各地的乐器制
造商、 经销商、 艺术家、 演奏家、 音乐师
生及广大音乐爱好者齐聚一堂。

相关链接

■本报记者 姜方

黄豆豆：盖派“鹰展翅”，
我要在舞蹈中好好亮一亮

与谷好好合作剑舞《精忠词》，融入对中国古典舞“学师”戏曲的思考———

许多年以前，当舞蹈家黄豆豆与昆剧表

演艺术家谷好好还就读于温州少儿艺术学

校时，他们都怀有各自远大的艺术梦想———

“长大后我要做一名武生演员。” 黄豆

豆说。

“我以后要成为一名舞蹈家。” 谷好好

说。

他们约好了梦想成真后要一起完成一

档好看的节目，然而多年以后，两个人却各

自成为了对方想要的身份。日前在上海音乐

厅黄豆豆和谷好好所表演的剑舞《精忠词》，

给予了他们“梦想成真”的机会———黄豆豆

手持短穗单剑，以中国舞的方式舞出了一段

“串翻身”，与其斜线站立的是他儿时的师姐

谷好好，她手持长穗双剑，以戏曲武戏的方

式同样来了一段精彩的“串翻身”。两人越舞

越激烈， 合着古琴的音色与密集的鼓点，各

自手上飞溅起漂亮的剑花，像极了张艺谋电

影《英雄》中隐世的武林高手，伴着古琴空灵

的音色身姿轻巧地穿梭于山水松竹之间，别

有一番气韵。

古琴奏至两分半左右，谷好好亮出“金

鸡独立”的造型，黄豆豆见势略一停顿，灵光

乍现，顺势将单腿半蹲站立，动力腿盘在主

力腿的膝盖之上，双手扶剑向腰间一挂，“对

舞”出一个盖派武戏中经典的“鹰展翅”。

“‘鹰展翅’ 是盖派武戏的经典造型之

一，雄健洒脱，但对演员的平衡和稳定性要

求很高。 这个动作在平时的训练中，是‘耗’

出来的，吃功夫。”黄豆豆说，“但在目前的中

国舞蹈界，这个舞姿估摸有十几年没人在舞

台上做过了，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动作太传

统了，而且还容易失误。 而排练时我却突然

想起了‘鹰展翅’，要感谢谷好好的出招，给

了我瞬间的灵感和火花。 ”

这一支剑舞 《精忠词 》， 是 《大雅清

音———上海昆剧团跨界系列音乐会》中的压

轴节目。 8 分多钟的剑舞，俩人排练了无数

遍，光是“气息板眼”就磨合了三天多。 从小

在戏班子后台长大的黄豆豆，已经不是第一

次过这把“武戏瘾”了。 他坦言，梨园文化为

中国古典舞提供了深厚的艺术养分，当“中

国古典舞‘融合’武戏神采，浓浓的中国风便

舞得更出彩了。 ”

中国古典舞的许多身段韵
律、造型技巧，都得益于戏曲文化

“在一些专业的舞蹈大赛中，技术技巧

的竞赛环节甚至能够成为古典舞演员比拼

的一个亮点环节。 ”黄豆豆说。 的确，中国古

典舞中的许多身段韵律、造型技巧，都是在

吸收与借鉴戏曲舞蹈、武戏打斗、刀枪把子

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同时也结合了武术、

体操、杂技的一部分元素进行了发展，如翻

身、飞脚、旋子、扫堂、探海转、乌龙绞柱、串

小翻……中国古典舞中高难度的技术技巧

是观众们有目共睹的。

作品《醉鼓》堪称黄豆豆的代表作，高难

度的体态造型与技巧接连迭起。而这些高难

度的技巧动作中，有很多是在传统戏曲武戏

和武术醉拳的基础上提炼发展而来的。如起

式的“踹腿倒立”接一串“小翻挂直体”，如鲤

鱼跃龙门般腾空而起， 又如他所做的地面

“抢脸前桥”，桌上的“扫堂探海”变形转，连

续原地“走丝翻身”，急速“点步翻身”等等，

以及结束时，抱鼓“横飞燕落变身板腰”等动

作与技巧， 都有着非常高的难度与惊险性。

“《醉鼓》把中国传统舞蹈和戏曲武戏、武术

醉拳的元素融合在一起”， 黄豆豆说，“可以

说，戏曲舞蹈、传统武术等中国传统艺术中

的动作造型，对中国古典舞舞蹈语汇的构建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

在舞蹈表演中融入大量武戏元素，对于

黄豆豆来说并不陌生。 对于他来说，将中国

古典舞与戏曲武戏融合，并且本着严谨的态

度适当创新，得益于从小发芽的梨园梦。“我

小时候就想成为一名武生演员，而舞剧《粉

墨春秋》正是我们全体剧组探索、致敬梨园

艺术的一部舞蹈作品。 ”黄豆豆说，“一部舞

剧《粉墨春秋》，我为此准备了 18 年。邢时苗

导演率剧组诚意邀请了盖叫天先生嫡孙张

善麟大师为我们传授武戏入门，全体演员都

经受了武戏的入门训练：从最基础的架山膀

开始到走圆场、迈台步，亮相、髯口水袖、刀

枪棍棒，再到出手等等，完全先按武戏的要

求学，学好之后再根据舞蹈的需要去演绎编

排。 我把自己在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身韵

课’里学到的要领，全都毫无保留地融入到

这一人物的塑造中。 ”

除了传承戏曲中的动作技巧以外， 一

代代舞蹈名师也借由古典舞， 建立了具有

武戏气质的舞台角色形象，如舞剧《小刀会》

中的刘丽川、独舞《醉剑》中的张玉照、乃至

黄豆豆在 《秦俑魂》 中的角色塑造， 即便

是表现民间艺人的《醉鼓》中都渗透着戏曲

舞蹈中武生“漂”“帅”“脆”的表演美学特征。

“对于向戏曲艺术的学习借鉴我们一直在

做， 但在学习借鉴的同时， 如何更好地进

行舞蹈化的发展和创新还远远不够。” 黄豆

豆说。

中国古典舞不仅学习和继承了大量戏

曲舞蹈的技巧动作，而且还学习与继承了戏

曲舞蹈表演中“以目传情”的表演方式。中国

古典舞肢体动作表演中常常强调需要高度

配合眼神的“张”“弛”“聚”“放”“收”“含”“亮

相”，这些聚焦眼神运用的表情方式与特点，

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于戏曲舞蹈的相关精髓。

“相对于西方芭蕾舞与现代舞， 中国古典舞

以目传情的面部表演特点尤为突出。虽然较

于戏曲的面部表情来说，中国古典舞的面部

表情要简约得多，但是戏曲中手眼身法步的

统一运用，对中国古典舞的表演方式有着重

要的影响。 ”黄豆豆说，“如今一些中国古典

舞演员在表演时，不重视或不善于充分运用

面部表情来传情达意、塑造人物，从而使其

舞台表演大打折扣、黯然失色。 ”

当代表演的语境中，中国古
典舞如何突围

舞蹈艺术需要不断创新，中国古典舞也

不例外。 尤其在互联网时代，各种新潮艺术

层出不穷、夺人耳目，不得不承认，中国古典

舞作品往往游走于圈内人，普及程度不容乐

观。中国古典舞该如何坚守住自身的文化品

味，并在争取观众上“突围”？ “相对而言，中

国古典舞的内涵比较深刻，许多作品与中国

古典的诗词歌赋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对观

众的综合艺术修养要求比较高。这就意味着

中国古典舞在观众中的影响力还需要大大

地加强。 ”黄豆豆也在思考。

中国古典舞又应该怎样更好地面向当

代？ 这是常常引起舞蹈界讨论的话题。 一方

面是新元素的融入使其更符合现代人的审

美惯性 ；另一方面 ，在不断求新 、求变的同

时，有可能造成原本的传统舞蹈元素的大量

流失。 黄豆豆说，失去中国元素的中国古典

舞还是古典舞吗？ “如果彻底用现代观念来

演绎古典舞， 有可能使中国古典舞变了味

儿，那就太得不偿失了。 我们传承中国古典

舞，首先要搞清楚自己舞种的文化根源在哪

里，创新的前提是继承，继承是深扎大地的

树根，创新是树枝尖头发出的新芽。 ”

如何更好地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

基， 以壮大丰富中国古典舞的文化内涵和

美学魅力， 成为了当下中国古典舞发展的

重要方向。 回想经典的古典舞剧目，如《黄

河 》《长城 》《木兰归 》《醉鼓 》《踏歌 》《秦俑

魂》《扇舞丹青》《爱莲说》等，都是植根在传

统中国元素的深入挖掘中形成的，因此剧目

中特别含有引人入胜的中国气质。 “我们常

说‘取长补短’，我从不反对吸收其他舞种的

优点以丰富中国古典舞自身。 但关键是，我

们不能一味地、盲目的照抄照搬，以至于到

最后把自己的文化之根忽略了。”黄豆豆说，

“中国古典舞具有很强的文化生命力， 我相

信只要我们能够植根于博大精深、传承数千

年的中国文化，那么中国古典舞必将迎来新

的发展格局。 ”

■本报记者 李硕

荩 谭盾为电影《卧虎藏龙》配乐后，马

友友建议谭盾将其中的音乐“密码”写成连

续性的“武侠”系列。 图为电影《卧虎藏龙》

剧照。

▲ 黄 豆 豆

（左） 曾随盖

派大师张善

麟先生 ， 学

习戏曲猴戏

入门。

荩 黄 豆 豆

（右） 与谷好

好表演剑舞

《精忠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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