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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自己的要求是 ，写出

对生命的敬畏， 对人性的尊重，

而不是停留在灾难表面。 ”

■本报记者 王筱丽

■本报记者 许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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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黄启哲） 上海沪

剧院打破 “关门排练 ， 隆重开演 ” 的模

式， 把 “排练大戏” 的过程作为普及传统

戏曲的探索新路径 ， 直接推向社区 、 校

园， 走出了专业院团与群众文化结合的新

路子。

“这里好像少了一段嘛！ 不好意思！”

沪剧演员朱俭在 《家·瑞珏》 一段酣畅淋

漓的唱段过后， 觉察出不对， 马上进入状

态补上了一段独白 。 台下的观众笑成一

团， 谅解了他的 “失误”。 这种不分台上

台下的互动， 让观众对一部沪剧的创作过

程有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了解。

据悉， 沪剧 《家·瑞珏》 是为纪念巴

金先生诞辰 115 周年创排的， 正式公演在

大宁剧院 。 创新以 “排练开放日 ” 的模

式， 把一年一度最热闹的开年大戏排练搬

到社区学校， 免费向公众开放， 上海沪剧

院已经坚持三年。 著名沪剧表演艺术家、

上海沪剧院院长茅善玉说， 她不仅希望用

这种方式回馈一年来支持沪剧的忠实戏

迷， 也想把沪剧艺术的大门， 免费向一些

不方便走入剧场的老人、 孩子敞开。 在揭

秘排练现场之余， 茅善玉还向观众介绍了

未来一年的活动日程表， “一个院团的演

出创作规划不是自己拍脑袋想出来的， 借

这个直接面对观众的机会， 也听听观众的

意见”。

热情的互动， 让一场排练 “演” 出了

台上台下的其乐融融， 也 “聊” 出了对于

未来一年的美好期许， 无形中也扩大了沪

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这个活动不只是数

百张免费观摩票在线上平台 “秒杀”， 更

在一些沪语微信群传播转发。 记者在现场

采访了一位从东北来上海工作的 80 后白

领 ， 她带着两岁半的孩子坐了一个小时

车， 从宝山区赶到徐汇区参加这场活动。

一些资深沪剧迷更是提早半个小时就到了

现场。 对这些普通观众来说， 近距离看茅

善玉、 孙徐春、 钱思剑、 吉燕萍、 朱俭、

程臻、 王丽君等沪剧院的名家新秀共同排

练的样子， 让一出沪剧变得格外生动； 而

对院团来说， 这样的走基层不仅是服务群

众， 互动式排练也让一批 90 后、 00 后青

年演员摸爬滚打快速成长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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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寸间凝聚人们对阖家团圆的向往
时隔36年韩美林再次绘制猪年生肖邮票

即将来临的农历己亥年生肖纪年是猪

年。 新年伊始，国家邮政局发行的生肖邮票

如约而至。 今年的《己亥年》特种邮票，由著

名艺术家韩美林绘制， 这是他时隔 36 年再

次为猪年绘制生肖邮票。

1980 年， 我国开始发行第一轮生肖邮

票，如今已进行到了第四轮。 小小的邮票被

誉为国家名片， 不仅是传播文化的载体，也

见证了人们生活的变迁。虽然如今鲜有人用

笔写信联络，但小小一枚邮票依旧凝聚着人

们对于阖家团圆、美好生活的向往。

完整体现全家福概念

《己亥年》全套邮票以“家”为核心概念，

一套两枚，全套邮票面值 2.40 元，图案名称

分别为：肥猪旺福、五福齐聚。 据悉，《己亥

年》特种邮票延续了生肖邮票一贯的火爆人

气，上海各网点首日的限量邮票在开售当天

上午就被抢购一空。

在“肥猪旺福”中，可以看到肥猪肚藏乾

坤，憨态可掬，以奔跑的动态表现灵动生风

的喜感，象征着正在奔向美好的生活；“五福

齐聚”则是首张完整体现“全家福”概念的生

肖邮票， 两只大猪和三只小猪同时出镜，其

乐融融，寄托了人们对于新春五福临门的美

好愿景。 一静一动、一疏一密、一深一浅，两

枚邮票将生肖的形象特点与家园概念巧妙

结合，带给人们喜气洋洋的新年气氛。 为了

帮助集邮爱好者更方便地辨别邮票真伪，中

国集邮总公司还官方出品了《己亥年》生肖

邮票防伪工艺鉴赏。

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特种邮票是 1983

年第一轮生肖猪的设计者韩美林再度与猪

年结缘，也是他第三次设计生肖邮票。“一枚

小小的邮票只有方寸空间，画面创作乃至用

色都不能太复杂，否则效果就会杂乱无章。”

韩美林这样谈到邮票的创作构思。 1983 年，

韩美林首次执笔设计邮票，让一只圆滚滚的

小花猪昂首阔步地走进了《癸亥年》生肖邮

票。 2017 年，韩美林再次设计了《丁酉年》鸡

年特种邮票。

十二生肖记载时代记忆

邮票有国家名片的美誉，而生肖邮票则

是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媒介。 1980 年，

由黄永玉创作、邵柏林设计，面值八分的《庚

申年》 猴票开启了中国生肖邮票的发行大

门，之后每年的 1 月 5 日也成为集邮爱好者

抢购生肖邮票不能错过的日子。

1992 年， 生肖邮票增至一套两枚 ，在

“中国邮政 ” 的基础上 ， 票面加印英文

“CHINA”；2012 年 ，壬辰龙票成为 “爆款 ”，

这只“刚猛而有力、威严而自信的龙”引起了

热烈讨论；2016 年，黄永玉在丙申年再度设

计猴票，拉开了第四轮生肖邮票的帷幕……

作为中国邮票中最受欢迎的一种， 走过近

40 年的生肖邮票记载了时代变迁， 陪伴一

代又一代人辞旧迎新。

“与绘画相比，邮票更是代表了国家形

象、承载了民族的历史文化，中国邮票要有

中国味，邮票设计要突出民族性，同时也要

走向世界。”如同韩美林说的那样，生肖邮票

诞生以来凭借生动的形象渐渐成为中国传

统文化的又一载体。 与此同时，剪纸、书法、

篆刻等中国传统艺术与生肖形象相结合，浓

缩在一枚邮票中，也被更多人所了解。

除了我国之外，很多国家和地区也有发

行生肖邮票的习惯。 自 1993 年美国成为亚

洲地区以外最早发行生肖邮票的国家之后，

越来越多国家加入了发行生肖邮票的队伍，

比如匈牙利在发行了狗年生肖票后在今年

也发行了猪年生肖邮票。 各异的生肖形象，

不同的艺术形式，不变的是对于新年和未来

的深深期许。

这一次，
《哈姆雷特》离生活更近

全新译本更贴近现代表达

本报讯 （记者童薇菁） 由胡军、 濮存昕、 卢芳领衔主演

的话剧 《哈姆雷特》 将于 16、 17 日在上海大剧院上演。 此版

《哈姆雷特》 采用由李健鸣所译的全新译本， 在保留文学性的

基础上， 力求还原莎剧的本真。 上海是该剧继去年 11 月北京

首演后的第二站。 昨天， 主创团队邀请知名作家王安忆， 共同

分享了他们的创作经验及心目中的 “哈姆雷特”。

“生存还是毁灭， 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默然忍受命

运暴虐的毒箭， 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 《哈姆

雷特》 是莎士比亚最负盛名、 最为人所熟知的戏剧作品。 400

年来， 《哈姆雷特》 的故事常演常新。 王安忆认为， 莎士比亚

的伟大之处在于， 他的戏剧写作为欧洲小说的发展提供了一个

文学母本， 其作品的一大特征就是世俗化， “‘王的故事’ 放

在平民生活的场景里也可以表现”。 历史上， 自朱生豪始， 梁

实秋、 卞之琳、 许渊冲等相继翻译过 《哈姆雷特》， 其中尤以

上世纪 30 年代朱生豪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完成的翻译最为深

入人心。 “朱生豪的翻译是最 ‘文艺腔’ 的， 可以发现， 越到

后面翻译越生活化， 和今天人们说话表达的方式相贴近。” 王

安忆认为， 从中国不同时代的译本中可以看到白话文的发展过

程， 翻译家逐渐放弃凝练、 抽象的词语， 展现莎文中人物丰富

的内心细节， 有了更通俗化的表达。

如果了解青年莎士比亚的创作背景以及创作所服务的对

象， 就能更深入地发掘莎翁作品 “世俗化” 的一面。 伊丽莎白

时代的英国， 看戏就是老百姓茶余饭后的消遣， 三教九流都喜

欢进剧场看戏， 市井气息浓厚。 作为剧团的写手， 通常是上午

写作， 晚上就要演出。

“舞台的语言，一定不是书面语，观众一听立马要能给出反

应，就像是抛绣球，演员‘抛出去’又要能‘接回来’。 ”李健鸣认

为，搬演国外名剧，不能让译本把导演、演员“吓倒了”，“一旦发

现舞台上‘对话’停顿了，一定是译者犯错误了”。

作为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 “莎剧舞台本翻译计划” 在中

国落地的第三部作品， 在翻译及舞台创作过程中， 中国艺术家

们和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共同分享创作经验。 该剧由著名戏

剧导演李六乙执导， 瑞士籍德国设计师迈克尔·西蒙担任舞美

设计， 并特邀中国香港知名美术指导、 服装造型设计师张叔平

担任服装造型设计。

李健鸣、 王安忆认为， 在莎士比亚的所有作品里， 《哈姆

雷特》 很难排得 “好看”， 它不像 《麦克白》 那样充满了紧张

的戏剧成分， 但一定是最有意义的。 莎士比亚给了这个角色最

多的台词， 从他的口中传递了对人性、 对丹麦社会政治、 对世

界的种种看法。 李健鸣认为， “生存还是毁灭” 虽是流传最广

的台词， 但 《哈姆雷特》 中经典的台词还有很多， 值得观众和

读者进一步地认识和发现。 他说： “我年轻时也一度迷恋先锋

派， 但后来发现只有经典才能给我不断的充实感。”

话剧 《哈姆雷特》 剧照。

■除了我国之外，越来越多国家加入
了发行生肖邮票的队伍。 各异的生肖形

象 ，不同的艺术形式 ，不变
的是对于新年的深深期许。

▲今年的《己亥年》特种邮票。

▲韩美林绘制的 1983 年邮票。

▲美国发行的羊年邮票。

▲新西兰发行的龙年邮票。

荨法国

发行的虎年

邮票。

《一斗阁笔记》 莫言
首发于《上海文学》2019年第一期

12篇短小说， 依然是写家乡

高密，古代传说交织童年记忆，穿

插了形形色色的乡间人物故事。

新年开卷，名作家献上第一个故事

全国著名文学期刊纷纷在2019年首期推出名家新作，王蒙、莫言、

冯骥才、迟子建、叶兆言、阿来等一批著名作家的作品集中亮相

2019 年开年， 作家们献给新年的第一

个故事有哪些？ 记者获悉， 多位名家的新

作集中亮相 《人民文学》 《收获》 《当代》

《十月》 等纯文学期刊， 对时代做出文学的

呼应。

其中尤其亮眼的是， 冯骥才时隔多年

重返 “小说现场”， 以一段跨国恋情探讨中

西文化碰撞， 独特的津味书写再续 “怪世

奇谈”； 老将王蒙、 莫言、 刘庆邦、 迟子建

笔耕不辍 ， 纷纷带来最新短篇小说 ， 令

“短” 的美学得到更多面向的创作实践； 叶

兆言、 阿来则转向真实的历史和时代事件，

打造了创作脉络中的不容忽视的标志性代

表作， 拓宽了中国故事书写的维度。

这些故事并不惮 “剧透”， 文学依然展

现了极具弹性的阐释空间。

沉淀近30年再度出手 ，

延续冯式津味

“有朋友问我是不是重返文坛、 迎来

创作的 ‘第二次浪潮’？ 我能肯定的是， 我

正重返小说。” 近 15 万字长篇小说 《单筒

望远镜》， 在 77 岁作家冯骥才心中孕育了

30 年 。 小说首发于今年第一期 《当代 》，

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单行本。 故事发

生在 19 世纪津门地区 ， 1862 年之后 ， 天

津建立英法租界， 成为历史上中西文化碰

撞的前沿。 于是， 一段跨国恋情， 沉醉于

悲怆的历史河流中 ， 小人物的爱恨情仇 ，

演绎着那个时代中西文化历史碰撞下的命

运悲剧， 并在更深层次反映了两种文明相

互的误读、 猜疑、 隔阂。 作为小说中最重

要的意象， 单筒望远镜意味着 “使用它只

能用一只眼， 有选择地看对方”， 变身 150

多年前文化对视的绝妙象征———世界是单

向的， 文化是放大的， 现实就在眼前， 却

遥远得不可思议。

继 《神鞭》 《三寸金莲》 《阴阳八卦》

后， 《单筒望远镜》 是 “怪世奇谈” 系列

的一部新作 ， 也是酝酿时间最长的一部 。

行云流水般的叙述中， 冯骥才多向度全景

式书写了天津地域的历史文化、 风土人情、

群体人格， 延续了冯式独特的津味， 将斑

驳历史再次拉入记忆中， 百年多前的天津

风貌跃然纸上 。 冯骥才说 ： “在历史上 ，

天津地处中西文化碰撞的前沿。 那个时代

天津城市空间分成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

一个老城、 一个租界， 使这个城市的历史、

形态、 生活文化， 与中国其它任何城市都

不同。”

《当代》 杂志副主编杨新岚将 《单筒

望远镜》 形容为 “一部有着强烈命运感的

小说”， “从一个人到一座城再到一个国，

百年前的静美和惨烈以文学的方式导入我

们的文化记忆。 在剧烈的冲突当中， 作品

承继了孙犁荷花淀派的风格 ， 写出了美 ，

更写出了残酷。” 上世纪 90 年代初， 冯骥

才投入大量精力从事文化遗产保护。 “20

多年来， 文化遗产抢救虽中止了文学创作，

反过来于我却是无形的积淀与充实。 我虚

构的人物一直在我心里成长， 加上这么多

年对历史的思考、 对文化的认知累积， 现

在写起来挺有底气的。”

精悍篇幅里筑造人间百
态， 探索小说极简美学

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多家文学刊物推

出了 “短小说专辑” “短篇一组” 等专栏，

让人们再次领略短篇的魅力。 其中， 王蒙、

莫言、 迟子建、 刘庆邦等作家都推出了中

短篇小说新作。

年过八旬的王蒙 “花开两枝” ———今

年第一期 《人民文学》 《上海文学》 分别

首发了他的 5 万字中篇小说 《生死恋》 和

短篇 《地中海幻想曲》 （又一章）， 主题都

是爱情。

《生死恋》 的时空从北京胡同的院子

辗转到世界多地， 连着革命年代、 建设时

期、 改革开放的中国。 “情感和血脉、 空

间和时间的温软、 冷硬， 全都攸关生命本

该有的悲喜忧欢。 可是道理说出轻巧， 真

真切切发生在人物和他们之间的过程， 在

《生死恋》 貌似轻快的语调之下， 回旋着沉

郁顿挫、 无法释怀的人生咏叹。” 《人民文

学》 主编施战军如是评价。

《地中海幻想曲》 （又一章） 洋溢着

生机勃勃的气息， 既有世道沧桑， 更有强

烈的生命活力。 小说女主角隋意如有显赫

的家世、 学历、 荣誉等， 却在谈婚论嫁上

屡屡触礁， 小说以意识流写法讲述了她登

上地中海幻想曲号邮轮后的旅行经历。 读

者在短小精悍的故事篇幅里， 仿佛跟随 40

岁的她遍览人生沿途风景， 令人感叹王蒙

笔力之老辣精准。

着迷于短小说美学的还有莫言， 他的

《一斗阁笔记》 首发于 《上海文学》 今年第

一期， 含 12 篇短小说， 最短的 200 多字，

长的不过 400 来字 ， 依然是写家乡高密 ，

古代传说交织童年记忆， 穿插了形形色色

的乡间人物故事。 这 12 则故事让人联想起

《聊斋》《阅微草堂笔记》，却又完全不同于古

人，而是当代作家对家乡，对土地，对世俗人

性的描画。 《上海文学》 杂志社社长赵丽宏

说， 短篇小说如何写得精短耐读， 以极简

篇幅叙述故事塑造人物， 并给读者联想和

启迪， 对作家提出了极大挑战。

刘庆邦最新短篇 《到外面去睡》 首发

于 《江南》今年第一期，小说写了一段别样

的青春记忆，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几个

乡村青年，通过离开家、夜里到外面去睡的

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独立、叛逆以及对摆脱

管束的渴望。那些曾被时代和环境禁锢的青

春心灵，在广阔无垠的幕天席地中，尽情释

放自我，挥洒年轻多余的精力， 以此寄托对

外面世界与自由的强烈向往。

以文学的方式为一座城
市立传， 为时代留影

在中国作家中， 叶兆言不是唯一一个，

却是许多读者公认写南京最多也颇具特色

的当代作家。 近年来，他的文学雄心就是写

一部非虚构长篇《南京传》，现已完稿，预计

今年内出版单行本 ， 而书中章节 《应天

府———〈南京传〉之大明王朝》首发于《花城》

今年第 1 期，能让读者们先睹为快。

有着 2500 多年建城史的南京， 市井里

巷尽染六朝烟水气，引得无数后人歌而咏之

争而写之。“显然要描述南京历史，展现南京

文化，给这座悠久的城市树碑立传，并非易

事。 ”这一次，叶兆言不仅仅是一个小说家，

更是在历史故纸堆中浸泡多年的考据者，从

岁月长河中打捞线索，寻找那些被忽略遮蔽

的细节。

同样酝酿多年文学果实的，还有作家阿

来。 继 2008 年长篇小说《空山》后，阿来 20

多万字长篇新作 《云中记》 首发于 《十月》

2019 年第一期， 单行本将由北京十月文艺

出版社推出。 小说将文学聚光灯投向 11 年

前的汶川大地震，一座遭遇地震行将消失的

村庄，一片山林、草地、河流和寄居其上的生

灵，山外世界的活力和喧嚣，交织成意义纷

呈的多声部回响。“重大现实题材并不好写。

云中， 是汶川地震中一个消失村子的名字，

也是小说故事的发生地。 我对自己的要求

是，写出对生命的敬畏，对人性的尊重，而不

是停留在灾难表面。 ”

关于 《云中记 》， 阿来坦言这部作品

“献给地震中失去宝贵生命的人们， 献给消

失的村庄， 献给抗震救灾中的英雄们。” 阿

来说， 当年地震发生后， 他曾多次自驾去

受灾现场， “面对巨大的创痛， 我说不出

什么话来 ， 说什么也表达不了我的心情 。

那时我觉得只有莫扎特 《安魂曲》 适合我

的心情 ， 用车载 CD 在现场一遍遍播放 。

《云中记》 也是在这首庄重悲悯的吟唱陪伴

下写就的。”

“十年前，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悲剧，

阿来曾声称不能轻易触碰， 这种态度证明

了作家对生命价值和创作的虔诚敬畏。” 北

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评价， 阿

来并非在事情发生的当下仅凭一腔热血投

入写作， 而是经过长久的沉淀， 从天灾思

考书写创伤的修复、 灵魂的抚慰， 终于找

到了独特的切入口和表达方式， 体现了文

学的高贵与有尊严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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