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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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教育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音乐教育培训

市场规模约920亿元人民币，预计未来保持8%的增速。在音

乐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的市场热情下， 如何进一步引导乐器

消费？“乐器设计不仅要以动人的色彩、图案去吸引眼球，还

要让乐器成为制作者和演奏者之间的精神桥梁。”上海民族

乐器一厂技术装备经理钱冰菁如是说。 该厂近期推出的锦

绣中华等系列新品，把“国潮”元素融入民族乐器，激活传统

文化的生命力，引起业界的广泛关注。

在眼下的中国， 如果说有一些乐器闪耀着传统的光，?

么还有一些乐器则彰显着创新的芒。比如在2020上海国际乐

器展现场，使用静音技术的钢琴就引起了青年钢琴家宋思衡

的关注。“截至去年年底，世界上总共有266.6亿台接入互联网

的设备，平均每人3.45台设备。当人与人的交流可以突破空间

限制时， 这也对音乐从业者如何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创造

性， 提出了更多要求。” 在中国音乐教育学院教授谢嘉幸看

来，科技进步助推音乐教育方式革新，乐器也会向数据化、智

能化方向发展，科技或将改变未来人们聆听音乐会的方式。

中国民族乐器有多美？ 当她们身上承载着中华民族锦

绣河山的美好寓意， 所焕发出的不仅是乐器本身历久弥新

的美，更体现了器以载道的永恒主题。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不

久前向公众呈现的年度新品， 尽显中华传统文化的壮丽与

多姿。

比如“美好生活”系列古筝，花板装饰是由张雅歌、易剑

赋、金石三位美术家分别绘制的广西、河南兰考、贵州等地

脱贫后的新风貌，生动形象地展示了脱贫攻坚的有效成果。

而“百蝶图”系列乐器，由民乐一厂与上海工艺美术大师翁纪

军共同推出，设计灵感来源于清代郎世宁的《百蝶图》，并在

此画作基础上进行变化与创新。该系列乐器包含古筝、二胡、

琵琶，运用大漆描绘工艺、金银箔料，整体色彩鲜艳、亮丽，蝴

蝶仿若在琴身上翩翩起舞。灵感来自敦煌壁画的“天衣飞扬”

系列古筝， 则彰显了飞天穿梭于云彩之间的灵动形象……

“优秀的乐器设计除了满足功能性以外， 还应该传递一种感

动演奏者的精神。用现代手法为乐器注入诗意的、东方的、古

典的情怀，是我们不断探寻的主题。”钱冰菁告诉记者，音乐

本就是时间的艺术， 中华文明也拥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文脉，

民乐一厂推出的新品希望让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光亮。

这些年钢琴家宋思衡热衷尝试音乐舞台的新鲜打开方

式，最近他又“解锁”了一个高科技玩法。他在2020上海国际

乐器展钢琴展区头戴耳机，演奏了自己作曲的《疫情音乐日

记》。钢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只有宋思衡和部分头戴耳机

的听众，能听到即时电子输出的数码琴声。原来，这是一架

静音钢琴， 可选择一般或静音状态。“使用一般钢琴弹奏键

盘时，琴槌会向前打弦，而新开发的打击槌静止装置在打弦

前停止，让琴槌无法敲打到琴弦，因此旁人不会听见琴音，

实现静音效果。”雅马哈钢琴相关负责人说。

耳机传来的钢琴声音音质如何？据介绍，这款钢琴的每

个琴键下方都装有利用专利开发的光学感应器， 能感应弹

奏者的弹奏力度变化，捕捉钢琴键盘与踏板细微动作，并将

触键信息传送反馈到内建音源器， 转换成音色逼真的声音

信息，通过耳机输出。光纤传感装置可准确记录键盘连续动

作，在静音功能下使声音自然顺畅地表现。

宋思衡告诉记者， 剧场或音乐厅中本身存在不少声音

干扰，而且一些音乐厅越造越大，不利于独奏作品呈现原汁

原味的声音。“有了静音技术， 可以让听众身处音乐厅的任

何位置，都能无差别地听见音乐家脑海里出现的声音，让演

奏者和聆听者的心灵贴得更近。”

实力爆表！本土艺术力量闪耀上海跨年舞台
钢琴家郎朗打头阵今晚亮相东艺，以高品质演出带动岁末演出市场升温

2020年对演艺行业是充满挑战性

的一年。 历经考验， 眼下上海各大剧

场有了回暖趋势， 临近年末更是迎来

红火的市场。 今晚， 享誉全球的钢琴

家郎朗将登台上海东方艺术中心， 挑

战 “音乐的珠穆朗玛峰 ” 、 巴赫的

《哥德堡变奏曲 》。 这样一场由 “大

咖” 带来的高品质演出， 开票十分钟

即售罄 。 错过今晚这场音乐会怎么

办？ 最新消息传出， 明年1月7日郎朗

将以 “加场” 方式重返东艺。

在严格控制 75%上座率的前提

下， 沪上多家院团和剧场精心设计了

岁末演出档期的节目单。 记者惊喜地

发现， 大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本土艺

术家和团体， 将集结上海展现中国艺

术力量的精彩。 据不完全统计， 仅以

12 月 31 日当天为例， 就有七场重量

级的新年音乐会将在申城主要剧场上

演， 用音乐送出最美好的新年祝福。

拥有国际声誉的“华人之
光”助力上海岁末演出档期

不少国内顶尖“大咖”持续助阵上

海东方艺术中心， 填补了国外名团与

艺术家在今年集体缺席的遗憾。其中，

两位享誉国际音乐界的“华人之光”尤

为亮眼。钢琴家郎朗发行《哥德堡变奏

曲》专辑的三个月后，将在今晚奏响这

部大师的杰作。 作为世界年轻一代罗

西尼男高音的代表歌手， 石倚洁将在

本月中旬登台东艺，携手综艺《声入人

心》中的美声男孩李文豹、赵越、廖佳

琳一展歌喉。

今年是贝多芬诞辰250周年，上海

的各个厅团、音乐家都为纪念“乐圣”

铆足了劲。在今年步入尾声之际，东艺

特别推出“贝多芬·破晓与欢乐”主题

音乐会。12月13日，著名指挥家曹鹏将

携手指挥宋家明和小提琴家夏小曹，

率领上海城市交响乐团， 献演贝多芬

《第一小提琴浪漫曲》《第五交响曲“命

运”》《第九交响曲“欢乐颂”》等作品。

相信贝多芬音乐中的英雄主义以及对

生命的敬畏与敬重， 将通过上海舞台

鼓舞人心。

打通线上线下 ， 让舞台演出抵

达更多人群 ， 是今年演艺工作者面

对的共同课题 。 如果无法亲临剧场

或音乐厅观演 ， 上海还有一场特别

的 16 小时马拉松音乐会面向全球

直播 。 12 月 16 日贝多芬诞辰 250

周年当天 ， 在享有 “亚洲第一棚 ”

之称的上海广播大厦 200 平方米录

音棚 ， 直播将以 “嘉宾访谈+现场

演奏+音视频赏析 ” 形式 ， 全方位

展现贝多芬的音乐和人文力量 。 直

播还将展现古典音乐在中国的普

及发展 ， 呈现中外文化交流的最

新成果 。

横跨古今中外，重量级新
年音乐会亮相申城各大剧场

在跨年夜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

上海各大剧场的新年音乐会更是气象万

千。从交响乐、民乐到流行乐，从波尔卡、圆

舞曲到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歌曲，拥有不同

审美喜好的听众， 都能找到各自心仪的

?一款。 而上海本土文艺院团和音乐从

业者将用丰富曲库和专业水准， 为乐迷

带来内容横跨古今中外的演出。

指挥家许忠和余隆将分别率领上海

歌剧院和上海交响乐团，带来“干货”满

满的音乐会。 上海歌剧院的演出内容偏

向西方歌剧———莱哈尔《微笑王国》、比

才《卡门》、瓦格纳《汤豪赛》等歌剧中的

唱段。 上海交响乐团则致力于向世界传

递中国声音———女高音云朵将唱响朱践

耳的《唱支山歌给党听》，上海交响乐团

为庆祝建党百年最新委约创作的四部作

品 《中国颂》《父辈》《逐浪心潮》《相信未

来———为女高音与乐队而作》 也将在当

天完成上海首演。

年轻的上海音乐人为新年音乐会贡

献了更多新鲜玩法。在凯迪拉克·上海音

乐厅， 金承志与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带

来的跨年音乐会别出心裁。演出过程中，

台上所有表演者会在某个时刻换上睡

衣，金承志也邀请听众穿睡衣、带靠枕或

喜爱的毛绒玩具，更舒服地享受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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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剧成为“刚需”的当下，它最大的“包袱”仍从生活体察中来
2020“上海影视四季沙龙·冬”举行，创作者们把脉真正喜剧的缺失———

平台定制剧， 每个月可能收到近百

个项目。 总数不少， 喜剧却是稀罕物，

百个之中仅占七席， 且还有一个与其说

是喜剧， 不如划归为 “古代沙雕剧” 更

为合适———湖南卫视在电视剧市场中常

被视为整体风格最为轻松的平台， 可湖

南广电旗下芒果TV影视剧中心文学总

监朱丽美给出的数据， 却让人 “乐” 不

起来。

作为平台方代表， 朱丽美认为：“真

正的喜剧要有悲凉的底色在， 但现在的

喜剧更多为了搞笑而搞笑，很浅，很薄。

电视剧市场的这块缺失， 源自年轻创作

者们对于社会感知等各方面稍微弱了，

他们更多成长于网络，习惯于‘宅’，很少

走出房间感受真实的社会生活。 ”

昨天， 2020 “上海影视四季沙龙·

冬 ” 在上海作家书店举行 。 导演 、 编

剧、 演员、 平台、 评论界等各方代表齐

聚， 为荧屏上真喜剧的缺失把脉。 无论

演员杨立新提出 “喜剧是写出来， 也是

演出来的”， 还是滑稽界领军人王汝

刚借老艺术家袁雪芬的轶事表明 “人

人身上都有喜剧的因子”， 与会者都

认为， 在生活尤其需要多点欢声笑语

的当下 ， 荧屏喜剧可谓观众的 “刚

需 ”， 而喜剧最大的 “包袱 ” 依然 、

永远从真切的生活体察中来。

喜剧同样苛求一剧
之本， 创作者需时刻携
带一颗细小敏感的心

1993年，国内首部情景喜剧《我爱

我家》播出，新颖的表达方式和独特的

风格令这部长达120集的电视剧迅速

风靡全国。自首播已过去了27年，但它

不仅是80后、90后的少时记忆，也成为

今天00后的快乐源泉。

平凡的老贾家凭何成为这么多人

共同的回忆？ 杨立新很笃定：“喜剧首

先是写出来的。 ”?会儿，英达揣着剧

本找到他，“先看看， 觉得好看咱就一

起弄”。 当晚，演员躺在床上读剧本，没看

几页就乐不可支，一旁妻子推推他，“明天

还上班”。不得已，他憋着笑，抖个不停；再

不济，躲进厕所看完了全剧本。“文字都如

此鲜活生动，演起来能不好看吗？ ”

《我爱我家》大获成功后，情景喜剧

一度成了创作的显流，可杨立新发现，一

些剧本“跑偏”了，人物无特殊性格，戏剧

无冲突结构，大段的笑料都“押”在让演

员出门就摔跟头之类简单嬉闹的场景

里。 他推辞了这些剧本，“让喜剧创作更

蓬勃，首先需要文学界、作家们多多在生

活中发现喜剧。 ”

演员的话还有另一半，“喜剧也是演

出来的”。 它并不完全与搞笑画等号，写

时需要智慧，演来同样要保持理性。喻恩

泰抱持相似观点，《武林外传》 里的秀才

一角儿让他被大江南北的观众熟知，但

随着时间推移，“我越来越意识到， 我以

前一直把演员分为喜剧或正剧演员，后

来发现，演员就是演员。 ”无论喜剧或悲

剧，都是在讲述一件事；而演员，无关标

签，也都是在表演中体察人的情感、呈现

人性本质。 喻恩泰拿做菜打比方，“酸甜

苦辣咸，有人加香，现在还讲究复合味。

我们做戏也如此，有很多复杂的情感，台

词之后还有潜台词， 喜剧之中看得到悲

剧的意味。 ”关键在于，创作者是否拥有

一颗足够细小、敏感的心，能捕捉生活中

一闪而逝的明媚因子。

方言仍是塑造喜剧的
有效手段 ，“笑的经典 ”代
表一种生活的真实

王汝刚 、 张建亚 、 赵屹鸥 、 曹可

凡……沙龙上，几位上海的创作者不约

而同提到了海派喜剧的过去与现在。

王汝刚的印象里 ， 《七十二家房

客》 是滑稽界老前辈们集体 “聊” 出来

的作品， 首演时没有剧本。 但这样的模

式， 到这代人行不通了。 张建亚的电影

《三毛从军记》 是上海电影喜剧一脉的

代表作品之一。 28年前创作时， 正赶上

电视剧 《编辑部的故事》 热播， 剧中语

言之精巧一时风头无两。 张建亚决定另

辟蹊径， 把默片时代卓别林的感觉融入

三毛的故事。 “但现在， 如果仅仅动用

手段已经不行了， 我们面对的观众见多

识广。” 演过话剧、 配过音、 当过主持

人的赵屹鸥坦言， 相比以北京话为基础

的北方方言， 包括沪语在内的吴语方言

在喜剧的疆域有些式微了。

如果说喜剧创作的难度是1.0，?么

带着浓烈地域色彩的海派喜剧创作难度

更上层楼。有没有破解之道？与会者从海

派经典里求索答案。

曹可凡提到了桑弧。他执导的《太太

万岁》没有一流演员坐镇，但剧本极为精

巧，讲女性虚荣，讲社会的欺骗，所有的

喜剧结构层层嵌套，作品名动一时。它与

《假凤虚凰》 以及稍后的 《哀乐中年》一

样，都是海派喜剧扎根于市井生活、展开

市民喜怒哀乐的范本。

《股疯》 也是沙龙上屡被提及的作

品。虽说影片里都是些让人糟心的事，倾

家荡产，夫妻离心，隔岸观火等，但电影

能始终传递谐谑的气氛， 这其中剧作细

节奏效，演员表演准确，更重要的在于方

言对白与表演的严丝合缝。 王汝刚迄今

记得片中台词，他复刻出来，上海话、宁

波话、绍兴话、苏北话、苏州话……就是

一股子市井生活的浓郁气息， 夹杂着市

民心性的活色生香。 他还回忆起著名越

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的往事， 一次在北

京开会， 她老人家冷不丁在电梯里冒出

一句越剧念白“全聚德”，逗乐了四下。原

来，一群人挤在电梯里，像是烤鸭被送进

了烤炉。经典的作品也好，老艺术家的一

时妙言也罢，方言的渗透，其实代表着一

种生活的真实。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导杨俊蕾

借契科夫笔下的形象为喜剧创作找灵

感。 文学巨匠塑造的，是名喜剧写作者。

他生活中听到一个难得的笑话时会迅速

把袖口翻出来，用铅笔把故事、灵感记在

身上。学者说，她自己也会时刻记录生活

中喜出望外的东西， 这些因无法预测而

突然分享的内容其实带有很大的力量，

“好故事价值千金，一个让人捧腹大笑的

故事其实是无价之宝。 ”

文化

看浮世绘掠影和日本文学光景
汇集影坛主流与新锐导演力作，“日本新片展”本周将开幕

桥本一、 堤幸彦、 藤井道人、 佐藤

快磨、 春本雄二郎、 波多野贵文……这

些当今日本影坛主流与新锐导演的力作

将集中登陆沪上影院。 本周五起， 《北

斋》 《沉默东京》 《希望》 《宇宙中最

明亮的屋顶》 《周围有婴儿的哭声吗？》

《小说之神》 《我是大哥大》 《由宇子

的天平 》 八部影片将亮相 “日本新片

展”。 值得一提的是， 其中 《北斋》 和

《由宇子的天平》 在日本公映前率先与

国内影迷见面。

银幕再现 《神奈川冲
浪里》背后的天才故事

2017年， 上海国际电影节和东京国

际电影节联手首次将影展项目拓展到电

影节之外，在上月举行的东京国际电影节

上，片单中的《北斋》作为闭幕影片首次亮

相。 在《北斋》中，导演桥本一将镜头对准

了“浮世绘”三杰之一———葛饰北斋。说到

日本美术的标志性作品，出自葛饰北斋之

手的《神奈川冲浪里》不得不提。2020年适

逢葛饰北斋诞辰260周年， 影片围绕北斋

和出版人茑屋重三郎（阿部宽饰）和搭档

柳亭种彦（瑛太饰）的故事展开，揭秘了这

位天才画师波澜壮阔的一生。 在电影中，

戛纳国际电影节史上最年轻的最佳男主

角得主柳乐优弥和日本现代舞大师田中

泯分饰青年与老年北斋。

《由宇子的天平》是导演春本雄二郎

的第二部作品。 影片主角由宇子是一名

纪录片导演， 她率领制作组就三年前发

生的一起被霸凌女学生自杀事件展开多

方调查， 并围绕几个失去亲人的家庭进

行拍摄。可在还原事件始末的过程中，意

想不到的事情接踵而至， 让由宇子对真

相和谎言的看法失去了平衡， 迫使她做

出了改变人生的决定。 《由宇子的天平》

是一部极其“安静”的作品，全片没有采

取任何配乐， 在这个充斥着道德冲撞的

故事里，导演用理性的镜头语言，令观众

沉浸在第一视角中， 亲手拨开眼前的迷

雾，从而走进漩涡中的真相。

改编自当代文学的影
院爆款接连上新

今年共有三部影片改编自同名小

说， 原著所积累的人气也让这些影片成

为影展中最受欢迎的作品。 鬼才导演堤

幸彦再度接下了其拿手的悬疑题材，选

择的文本则是人气作家雫井脩介的 《希

望》。故事讲述了富裕的石川一家受到人人

羡慕，某日，儿子规士擅自外宿后，石川一

家幸福的日常生活完全被改变了。 随着规

士的同学被杀案件浮出水面， 规士涉案的

可能性也逐渐显现……

另一部悬疑小说《沉默东京》则为波多

野贵文提供了灵感， 东京某电视台在圣诞

夜接到一个匿名电话， 声称在惠比寿藏有

定时炸弹。 此后，罪犯又在网上发布消息，

称自己的下一个目标将是涩谷八公广场，并

要求与首相对话。 在情节层层推进的同时，

一幅反战群像也逐渐明晰。改编自作家野中

智素同名小说的 《宇宙中最明亮的屋顶》是

本次展映中最具日影文艺气息的作品之一。

陷入单恋的14岁少女喜欢在屋顶上消磨时

间，某个夜晚，她遇见了一位无所不能的老

婆婆， 两人共同谱写了一段离奇的夏日童

话，而导演藤井道人标志性的慢镜头与精致

的画面风格也为影片更添浪漫色彩。

▲郎朗钢琴独奏音乐会海报。 （东艺供图）

荩金承志与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跨年音乐会海报。

（上海音乐厅供图）

一年一度的 “日本新片展” 将于本周启动， 共展映八部最新日本影片。 图为

《希望》 剧照。 （片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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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姜方

■本报记者 王筱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