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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广播交响乐团奏响中国原创
本报讯 （记者姜方）作为第 36 届

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参演节目，塞尔维

亚广播交响乐团昨晚在上海东方艺术

中心奏响中国原创新作。演奏曲目均为

上届“上海之春”开幕演出《中华创世神

话原创作品音乐会》中的作品，人们耳

熟能详的中华神话经由南欧乐团的演

绎，幻化成荡气回肠、唯美动人的旋律。

音乐会集结上海音乐家协会主席

许舒亚等五位上海作曲家的作品。 塞

尔维亚广播交响乐团携手歌唱家张

峰 、钢琴家张胜量 （牛牛 ）和上海大学

合唱团， 用交响语汇作为中华神话的

“说书人”———音乐会以许舒亚的《盘古

开天 》为开篇 ，随后徐孟东的 《精卫填

海 》、陈牧声的 《愚公移山 》、叶国辉的

《牛郎织女》和周湘林的《鼎定天下》接

连响起，在“上海之春”的舞台上激荡起

中西音乐交融的绮丽火花。

许舒亚告诉记者， 此前有来自德

国、意大利和塞尔维亚的交响乐团主动

提出想参加本届“上海之春”，最终根据

乐团档期，促成了这次塞尔维亚广播交

响乐团的演出。 “‘上海之春’的国际性

得益于音乐节平台的高端视野和上海

文化码头的聚集效应，助力更多中国作

品从这里走向世界。”许舒亚说，塞尔维

亚乐手在彩排时一丝不苟的态度令中

国作曲家十分感动，该团还有意把这场

音乐会带到塞尔维亚的舞台。

“从前外国乐团来演出时，返场时

大多只会演奏《良宵》《二泉映月》等短

小曲目。”如今徐孟冬欣喜地看到，当代

中国作曲家的交响乐作品越来越多地

被海外乐团演奏。“彩排时，塞尔维亚的

指挥告诉我，作品中的滑音很有中国风

格，通过交响乐这门无国界的语言，外国

音乐家也走近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在执棒音乐会的塞尔维亚指挥家

博洋·苏季奇看来， 五位中国作曲家呈

现出各自不同的创作风格，指挥时也让

他充分感受到中西音乐文化的差异 。

“我在塞尔维亚也执棒过其他中国作

品，很珍惜这次了解当代中国作曲家创

作理念的机会。我认为中国文化非常迷

人———从远古时期的创世神话，到今天

日新月异的发展，莫不如是。 ”

昨晚乐团的返场曲《我的祖国》（选

自电影《上甘岭》）响起，指挥苏季奇令

人意外又惊喜地转过身，一边指挥一边

用中文和全场观众齐声歌唱，将音乐会

推向高潮。

“程家样”的炼成，
堪称新中国美术史上的典型样本

“云霞出海曙———程十发书画作品特展”昨揭幕，集中呈现近120幅作品

昨天于程十发艺术馆揭幕的 “云

霞出海曙———程十发书画作品特展”，

精心遴选借展了近 120 幅程十发书画

作品，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 ，分 “滇南

塞北”“历史人物”“山水树石”“走兽鳞

介”“翎毛花卉”“书法篆刻”六个板块，

揭示程十发绘画语言上较为连贯的递

进，描摹出“程家样”风格形成的轨迹。

程十发的艺术之路， 与时代的脉

搏同频共振， 堪称新中国美术史上的

一个典型样本。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此时此刻重温，意味深长。

减笔而意不减， 将抽象
的笔墨意趣构成具象的现代
中国人物画

“程家样”辨识度最高的是程十发

的人物画。 中国美术史学者汤哲明告

诉记者， 程十发初学绘画其实画的多

是山水， 他从超然物外的山水画转入

表现现实的人物画的历程中， 可以分

明感受到大时代的脉动。 程十发所置

身的新中国成立后的创作环境， 呼唤

着现实主义审美风潮， 新人物画正由

此成为时代的宠儿。

在漫长的艺术生涯中 ，程十发的

人物画并非一成不变。 此次展览的一

组程十发牧童画中 ，就藏着变化的端

倪。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程十发笔下

的牧童有着对于局部的细微呈现 ，比

如画牧童的眼睛 ，用细线勾出 ，眼球

眼白分明，显得天真而美慧 。 而七十

年代以后，程十发笔下的牧童更简也

更趋韵味，笔下牧童的眼睛只剩漆黑

的两点 ，稚拙也更精神 。 减笔 ，可谓

“程家样”风格形成的重要轨迹之一 。

“减笔而意不减，且当减者减 ，不能减

者则不必减 ，笔简而神全 ，此不易求

得之境界 。 ”这是程十发理解的 “减

笔 ”。 同为海派画家的张培成指出 ：

“程十发最早将抽象的笔墨意趣构成

具象现代中国人物画 。 从上世纪 60

年代起，程十发独特的图式就影响着

中国水墨人物画的发展。 ”

“速写稿是程十发人物画创作中

重要的灵感来源和素材积累。 ”程十发

艺术馆副研究馆员陈浩说。 展览特别

展陈了一批程十发的人物速写。 通过

大量速写， 程十发将其擅长的色彩与

线条迅速与对象匹配并日益完善 ，尤

借云南少数民族题材， 真正让自己的

人物画为百姓喜闻乐见。 在他看来，速

写是基本功中之基本功，“速写出笔要

快捷， 还可以直接用毛笔和颜色画速

写，追求一种特殊的效果。 在来不及细

加考虑的情况下抓住对象的主要神

态，放弃一切次要细节，容易产生新的

表现手法和风格。 ”

传统文化作为一种修
养， 支撑着他突破门类藩篱
的艺术创作

学者俞汝捷指出， 程十发不仅重

视诗书画印的融通 ， 而且从人物 、山

水、花鸟到连环画、插图、年画、电影海

报均有所涉猎，且均有不俗表现。 传统

文化作为一种修养， 也在程十发的一

切文字包括楹联、 闲章乃至红学考证

中随时表现出来。

程十发的整体艺术面貌在此次

展览中得到丰富呈现。 程十发为英文

版《儒林外史》配的一幅经典插图 《马

二先生游西湖》，格外引人注目。 这套

插图从 1953 年开始创作 ， 完成于

1955 年，不仅继承明清版画艺术的传

统 ， 也借鉴了拉斐尔前派的某些长

处 ，画中透出一种冷峻 、幽默和略带

夸张的写实精神。这本书曾参加 1959

年莱比锡国际书籍装帧展 ，而程十发

的这套插图也在展览上夺得银质奖 。

此次展出的山水画中 ，既有程十发首

次边疆写生时创作的 《保山易莲池 》，

以淡墨晕法勾临曹知白的仿古之作 ，

也有以古拙苍厚笔法写家乡之景的

《石湖荡铁崖松》《野杉馆图》等 ，以及

《湖山春岚图》《天马印象 》 等少有的

山水手卷囊括。

展览别出心裁地依据程十发画作

题跋，整理出部分题画诗与画语录，折

射出艺术家的文化底蕴与情趣，如“笔

如拜帚费思量，戴嵩画牛吾画羊；写出

边区山一角，墨香渗有野花香。 ”还有

一题跋云“不遭见忌是庸才”，以及“无

法生无法”“不事绳墨”“意到便成 ”等

印章内容， 颇见其于艺术上不求与人

同的创新个性。 此外，程十发画笔下的

《红楼梦》， 凝结着艺术家对红学考证

的探索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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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管乐遇见合唱，《我的祖国》旋律格外高昂
来自长三角的参演团队数创历届之最

本报讯 （记者

姜方 ）“中华号角—

2019 上海之春国际

音乐节管乐艺术节

暨 ‘中华杯 ’ 中国

第 13 届优秀管乐团

队展演 ” 将于 4 月

30 日至 5 月 4 日举行 。 据悉 ， 今年有

来自英国、 日本、 马来西亚以及国内的

近 140 支管乐团队参演 ， 其中包括 48

支来自长三角 11 个城市的管乐团队 ，

创下历届数量之最， 旨在促进长三角区

域管乐文化交流。

据 2019 管乐艺术节组委会介绍，本

届活动涵盖管乐节开幕式、惠民演出、各

省市优秀管乐团队展演等板块。 今年艺

术节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为主线，通过节目编排和内容创新传

承红色文化。在 5 月 1 日晚举行的“爱我

中华”管乐节开幕式将上演“当管乐遇见

合唱”， 近千名乐手、700 名合唱演员将

演绎 《我的祖国》《歌唱祖国》《我和我的

祖国》等精品力作，唱响时代主旋律。

今年的参演团队中， 苏格兰风笛小

道军乐舞蹈表演团颇引人关注。 这支团

队每年都会在享誉世界的英国皇家爱丁

堡军乐节上亮相， 团中不仅包括风笛手

和鼓手，还有小提琴和舞蹈演员。本届管

乐节期间， 苏格兰风笛小道军乐舞蹈表

演团将参加在杨浦滨江举行的中外管乐

团队滨江巡游， 以充满苏格兰风情的音

舞带来视听盛宴。此外，参演团队还将走

进上海国际时尚中心、 安徒生童话乐园

等杨浦新晋旅游地标， 让市民一边欣赏

管乐艺术， 一边体验杨浦的旅游文化和

历史文脉。

值得一提的是， 本届管乐节进一步

深化“互联网+文化 ”模式 ，加强与哔哩

哔哩等媒体合作，通过深入挖掘管乐节

背后的人物和故事，吸引更多年轻受众

关注。

文化

盲与不盲，一道由眼及心的选择题

印度悬疑佳作《调音师》收获好评

由斯里兰姆·拉格万执导 ， 阿尤斯

曼·库拉纳、塔布等人主演的《调音师》已

经登陆院线一周有余，虽然没有猛烈的宣

传攻势，但电影凭借扎实的剧本和演员精

彩的演绎让观众收获了意外的惊喜。影片

自去年 10 月在印度本土公映后， 不仅摘

得 IMDb 年度十佳印度片榜首，还拿下有

着“印度奥斯卡”之称的印度电影观众奖

的多座大奖。在印度现实主义题材影片的

热度逐渐退烧之际，《调音师》让中国观众

看到了印度片的另一道风景。

轻松与刺激并重 ，揭示人
性的复杂与软弱

《 调 音 师 》 的 印 度 原 名 为

“Andhadhun”， 有 “激烈、 放纵的盲调”

的含义。 如同片名一般， 《调音师》 不

像大多悬疑片那般紧张， 更多的是在轻

快氛围中穿插大量反转和刺激情节， 140

多分钟的观影时间也因此显得并不冗长。

改编自 2010 年的法国短片， 《调音

师》 的主人公钢琴家阿卡什为寻找灵感

和谋求生活便利而假扮盲人， 还因此结

识了女友苏菲。 当他应影星普拉莫之邀

来到其家中为女主人西米带去惊喜演出

时， 却意外目睹了西米和情夫曼诺拉错

手杀害普拉莫的过程， 在成为凶案现场

的目击证人后， 阿卡什遭遇了一系列出

其不意的事故和威胁。

盲与不盲， 是阿卡什面临的一道必

答选择题。 当在警察局发现曼诺拉实为

警察局长后， 一心想要报案的阿卡什硬

生生地将实情咽回肚中， 甚至在撞见西

米灭口邻居太太后， 他也始终没有露出

那双藏在黑色墨镜下的清澈眼睛。

然而， 再精湛的表演总会露出马脚，

阿卡什为自我保全所签下的证词也换不

来恶人的宽容， 中计吃下西米递过含有

毒药的食物后， 他眼角膜受到损伤， 变

成了一个 “真正的” 盲人。 此刻， 失去

了光明的阿卡什彻底沦为弱势群体， 原

想报复西米的他险些被曼诺拉在寓所杀

害， 转身又落入器官贩子的圈套中。

电影结尾， 镜头转向两年后已经在

心心念念的欧洲继续着音乐梦想的阿卡

什， 他向偶遇的苏菲缓缓讲述这段可怕

的遭遇， 却刻意隐瞒了故事最后自己与

黑市医生夺取西米器官和眼角膜的合谋。

告别了苏菲， 依旧戴着黑色墨镜的

阿卡什精准地用拐杖打走了挡道的易拉

罐， 善与恶， 阿卡什在这两个选项之间

终究已经难以做出抉择。 就如他幻想中

那只替他谋杀了西米的盲兔一样， 一眼

紧闭， 一眼混沌， 看不见世界也看不清

自己。

歌舞 、现实主义 、惊悚悬
疑，“多面手” 印度电影不再只
有阿米尔·汗

《印度合伙人》 《神秘巨星》 《嗝

嗝老师》 《起跑线》 ……2018 年， 印度

电影在国内银幕登场格外频繁， 在 2017

年 《摔跤吧！ 爸爸》 豪取近 13 亿元， 取

得票房口碑双丰收后 ， “宝莱坞制造 ”

的影片在一些影迷心中似乎成为了一项

品质保证。

去年一年， 印度电影在本土和海外

的表现都值得一提， 国内票房收益达到

1237 亿印度卢比 （约合人民币 120 亿

元）， 也历史性地诞生了十部海外票房突

破 1000 万美元的影片。

如果说 《三傻大闹宝莱坞》 《贫民

窟的百万富翁》 里的 “歌舞升平” 是印

度或是印度题材电影留给中国观众的最

初印象， 那么聚焦女性权益、 揭示社会

矛盾则是如今影迷最为熟悉的剧本。 但

女性意识的觉醒并不是印度电影的全部，

近年来， 宝莱坞的触手也越来多地伸向

更宽泛的题材领域， 并取得不错的结果。

除了 《调音师》 外， IMDb 评选出的

2018 十佳印度影片中包括惊悚片 《恶

魔》、 剧情片 《心甘情愿》 《兰伽斯塔拉

姆恩仇录》、 印度传奇演员桑杰·达特传

记片 《一代巨星桑杰君》 等。 2017 年该

榜单的首位则由刑侦题材影片 《迷魂枭

雄》 摘得。

提起印度电影， 演员阿米尔·汗是一

个绕不开的角色 ， 从 《地球上的星星 》

《三傻大闹宝莱坞 》 到 《我的个神啊 》

《摔跤吧！ 爸爸》 《神秘巨星》， 无论是

为角色高强度增重减重， 还是身体力行

地揭示社会矛盾， 这位被 《时代》 杂志

称作 “国家的良心” 的演员无可替代地

成为了一位标杆性人物 。 然而 ， 阿米

尔·汗并不会是印度电影的唯一代名词，

巨星的光芒也不足以照亮每部影片。 在

《摔跤吧！ 爸爸》 达到票房顶峰后， 打对

折的 《神秘巨星 》 、 不足 7000 万元的

《印度暴徒》 都让人看见同质性影片和单

一演员吸引力的日渐式微。

下月， 改编自真实案件， 由已故宝

莱坞著名女演员希里黛玉主演的 《一个

母亲的复仇》 将登陆国内银幕， 而随着

一众印度新生代演员包括 《调音师》 主

演阿尤斯曼·库拉纳 、 《一代巨星桑杰

君》 中的兰比尔·卡普尔、 《兰伽斯塔拉

姆恩仇录》 男主角拉姆·查兰·特哈等人

的崭露头角， 相信 《调音师》 给中国观

众带来的惊喜不会只是偶然。

兵马俑带动利物浦博物馆游客数翻倍
2018年英国最受欢迎景点出炉

英国景点协会日前公布了 2018 年

英国各大景点的参观人数 ， 大英博物

馆意外失去了头把交椅的位置， 以 580

万游客量落败给拥有 590 万游客量的

泰特现代美术馆。

值得一提的是 ， 从去年 2 月份开

始举办 “秦始皇和兵马俑展 ” 的利物

浦世界博物馆凭借该展览参观人数相

较 2017 年猛翻一倍还多 ， 2018 年共

吸引 141 万余人次游客 ， 成功跻身前

30 名。

据悉 ， 由中国陕西省文物局与英

国利物浦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 “秦

始皇和兵马俑展 ” 吸引超过 61 万名

游客 。 该展览以大型秦代兵马俑为

主 ， 包括春秋战国及汉代的陶器 、

青铜器 、 金银器 、 玉器等 。 展品时

间跨度近千年 ， 集中展现秦在统一

中国前后以及汉代的社会面貌 。 这

也是兵马俑时隔 11 年 ， 第五次前

往英国展出 。 此前四次分别为 1985

年 在 爱 丁 堡 ， 1987 年 、 1999 年 和

2007 年在伦敦 。 2007 年兵马俑在大

英博物馆展出期间 ， 共吸引观众 85

万人次 。

去年 ， 英国接待总游客人数较前

年增长 8.68%， 榜单前十的经典都位

于首都伦敦 ， 除了泰特现代美术馆

和大英博物馆外 ， 3 至 8 名依次为英

国国家美术馆 、 英国自然历史博物

馆 、 伦敦南岸中心 、 维多利亚与艾

伯特博物馆 、 伦敦科技博物馆 、 萨

默塞特宫 、 伦敦塔 、 格林威治皇家

博物馆 。

泰特现代美术馆的好成绩与去年

两场大展 “毕加索的 1932： 爱情、 名

誉、 悲剧” 以及意大利画家阿美迪欧·

莫蒂里安尼画展的关系密不可分 。 而

大英博物馆方面去年则相对缺少能够

吸引大批游客的展览。 于 2000 年 5 月

开幕的泰特现代美术馆以 20 世纪艺术

品见长， 曾被评为 21 世纪英国最具代

表性的标志之一。

不过 2019 年两家场馆的竞争会激

烈得多。 45 年来在英国最大型爱德华·

蒙克画展 “爱德华·蒙克 ： 爱和恐惧 ”

以及荷兰画家伦勃朗逝世 350 周年纪

念展 “伦勃朗 ： 纸上的思索者 ” 会相

继登陆大英博物馆 。 泰特现代方面则

将展出美国超现实主义画家多萝西娅·

坦宁以及丹麦当代艺术家奥拉维尔·埃

利亚松的作品。

■本报记者 王筱丽

塞尔维亚广播交响乐团在指挥博洋·苏季奇率领下， 演绎中国原创新作。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程十发创作于 1961 年的 《芭蕉少女》。 （程十发艺术馆供图）

由斯里兰姆·拉格万执导 ， 阿尤斯曼·库拉纳 、 塔布等人主演的悬疑影片

《调音师》 在海内外评分网站上收获好评， 并获得有着 “印度奥斯卡” 之称的印

度电影观众奖的多座大奖。 图为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