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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

求索。”这是《离骚》中，著名作曲

家朱践耳极为推崇的一句诗，也是他

第八交响曲“求索”的立意来源。作

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作曲家，朱践

耳穷其一生对“音乐梦”和中国“交

响梦”上下求索。

今年是朱践耳先生诞辰百年，全

国多地陆续开展不同形式的纪念活

动。昨晚在捷豹上海交响音乐厅举行

的“纪念朱践耳诞辰一百周年音乐

会”上，管弦乐《灯会》等朱老的四

部作品奏响，彰显一位中国知识分子

的家国情怀，一名忠诚共产党员的赤

诚之声。

朱践耳不仅是中国德高望重的

作曲家，也是西方音乐世界了解中

国音乐创作的重要窗口之一。在朱

践耳百年诞辰之际，美国著名音乐

学者、南佛罗里达州大学终身教授

约 翰 · 罗 比 逊 撰 写 的 ZhuJianer

andtheSymphonyinChina由彼得郎

学术出版社出版。

作为一名专门研究亚洲和非洲现

代作曲家的音乐学者和演奏者，约

翰 · 罗比逊认为“朱践耳是20世纪

末最重要的跨文化作曲家之一”，并

将朱践耳与贝多芬、勃拉姆斯、肖斯

塔科维奇列为研究生交响乐文献课程

中的研究对象。该书中译本《朱践耳

和中国交响曲创作》也于今年由浙江

大学出版社出版。

“朱践耳先生的交响曲是一座桥

梁，连接着当代中国和西方音乐文

化，也承载着老一辈中国音乐家的

理想，更启迪青年一代奋勇向前。”

正如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余隆所

说，上海交响乐团将继承和发扬朱

践耳先生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推

动中国音乐走向世界。

“笔游象牙塔，心系万民
情”贯穿着他半个多世纪的创
作生涯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

亲  ”提起朱践耳，人们首先想到的

是这首在半个多世纪里被国人无数次吟

唱的旋律。其实，作为中国当代最杰出

的作曲家之一，朱践耳在其近70年的创

作生涯里，除早期这首《唱支山歌给党

听》 及 《节日序曲》 等脍炙人口的作

品，更是涉足几乎所有音乐体裁，留下

11部交响曲、17部管弦乐、15部室内

乐、8部声乐作品。

朱践耳本名朱荣实，为践行效法聂

耳精神，21岁时更名为践耳。正如他

的更名初衷，朱践耳一生心怀家国，作

品饱含着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热

爱。每部作品背后，都有他在崇高使命

感驱使下，对于人文哲思及音乐美学上

的探索，不仅有力推动了中国交响乐的

发展，更用音符记录下了一位作曲家在

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关于民

族命运的思考和洞见，恰如朱老的自勉

“笔游象牙塔，心系万民情”。

“至诚至真，乐之灵魂。至精至

美，乐之形神。若得万一，三生存

幸。孰是孰非，悉听后人。”这是朱践

耳的座右铭，也是他一生“交响梦”

的概括。在1975年成为上海交响乐团

驻团作曲家后，他创作的十部交响曲

及一部小交响曲，“或潇洒虚幻，或余

音绕梁、高瞻远瞩、别有寓意”，这些

创作也彰显出朱践耳作为一名当代音

乐家在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中的重要

作用。

昨晚，驻团指挥张洁敏、助理指挥

张橹挥棒上海交响乐团演绎了朱践耳的

四部作品——管弦乐《灯会》、交响组

曲 《黔岭素描》、女声独唱与弦乐队

《水龙吟》及《第十交响曲“江雪”》，

其中《水龙吟》由著名女高音黄英担纲

独唱带来上海首演。这场纪念音乐会由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音乐家协

会、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上

海音乐家协会、上海交响乐团承办。除

此之外，11月18日上海交响乐团北极

星四重奏还将上演朱践耳多部室内乐作

品，缅怀这位伟大的作曲家。

而就在前天，中国国家交响乐

团也在北京音乐厅举行了“党的光

辉照我心——纪念朱践耳诞辰100周年

音乐会”。

他的交响曲是中国当代
音乐的艺术水准标杆之一

朱老的创作轨迹不仅是中国近现代

交响乐创作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交响

乐史上的一座丰碑。在上海音乐学院教

授孙国忠看来，朱践耳的交响曲带给了

世界重要的信息，“当代中国音乐已经

达到一定的艺术水准”。1990年，朱老

的《第四交响曲》获瑞士玛丽 · 何赛皇

后国际作曲比赛唯一大奖；同年，他的

名字被列入英国剑桥传记中心的《世界

音乐名人录》。

除了纪念音乐会，上海交响乐团还

从去年底开始策划整理朱践耳创作中较

少被人关注的室内乐作品，并与中国唱

片（上海）有限公司合作，参考先生生

前出版的《朱践耳创作回忆录》，最终

选定了《记忆》《梦》、琵琶与弦乐四重

奏 《玉》、女声独唱与弦乐队 《水龙

吟》、为管弦乐队及五件中国乐器而作

的《丝路梦寻》、《孤独》等七首上交从

未录制发行过的作品，于今年3月和6

月在上海交响音乐厅演艺厅分批完成黑

胶唱片的录制。

多次指挥朱践耳作品的张洁敏，在

该唱片录制中担任指挥。“朱践耳作为

我们团的驻团作曲家，乐团经常会演他

的作品，但录制室内乐还是第一次。”

她表示，唱片里的作品各具特色，“像

《丝路梦寻》用了很多音响，而《水龙

吟》则是用了不同的调性叠加在一起，

更多的是意境营造”。

此外，上海交响乐团微信公号也于

近日推出了纪念朱践耳的线上生平回顾

展“心为音之源，音为心之华”，观众

可聆听先生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在音

乐中漫步他的交响人生。近期全国各界

专家也将齐聚上海，就朱践耳先生的艺

术成就、音乐创作等举行专题研讨。

美国著名音乐学者约翰 ·罗比逊认为，“朱践耳是
20世纪末最重要的跨文化作曲家之一”

他以赤诚之心为中国“交响梦”上下求索

■本报记者 姜方

“ 兴 奋 ”“ 感 动 ”“ 想 掉 眼

泪”……昨天，看完全本昆剧《牡丹

亭》 的彩排场，上海昆剧团“国宝

级”老艺术家蔡正仁、岳美缇、张静

娴、李小平聚在一起感慨万千，又不

约而同为独挑 55出大梁的“昆四

班”青年演员热烈点赞。

“一生四梦，得意处唯在《牡丹

亭》。”明代剧作家汤显祖曾如是说。

自从由上海昆剧团倾全团之力、重磅

推出的昆曲巅峰之作——全本55出

昆剧 《牡丹亭》 将登陆上海大剧院

的消息传出，预订和求购演出票的

消息不断，记者昨天在彩排现场了

解到，第一批求购者最早将于今天

成功锁票。

接过传承重任，“昆四
班”挑全本大梁

俞言版、典藏版、交响乐版……

上海昆剧团建团40多年来，对昆剧

《牡丹亭》的修改与演绎达十余次之

多。这一次，上昆探本溯源，创排全

本《牡丹亭》，通过上、中、下连续

三台大戏的体量，深入挖掘经典作品

中蕴含的人文价值和艺术价值，以今

人视角，讲古典精粹。

此次全本《牡丹亭》凝聚了业内

顶级专家团队和主创团队，汇聚上昆

“五班三代”的强大演出阵容，更为

优秀青年人才提供舞台展现机会。剧

中“杜丽娘”和“柳梦梅”由“昆四

班”的罗晨雪、胡维露挑梁全本，

“昆三班”梅花奖得主吴双在剧中饰

演“判官”和“完颜亮”。起初听到

年轻人要独挑55出，老艺术家们都有些

担心——这些看着长大的孩子能不能完

成好这么艰巨的任务？彩排结束后，蔡

正仁放心了：“选用青年演员，这是一

个明智的决定。”

在这一版《牡丹亭》中，杜丽娘和

柳梦梅的生死爱情被放在更为广阔的社

会背景下展现，作品的社会意义和现实

意义得以提升。除了《惊梦》《寻梦》

《写真》《闹殇》《玩真》等折表现爱情

主线外，该剧保留了许多杜父的折目，

从下乡劝农到苦守扬州，险平李全兵

乱，成为一条副线贯穿全剧。此外，上

昆发挥行当齐全、文武兼备的优势，用

心塑造了杜夫人、春香、陈最良、石道

姑、判官等剧中配角，为以文雅见长的

生旦戏增色增趣。

探源昆曲经典，呈现原著
精髓

“全方位感受一次明代社会美学。”

导演郭小男表示。剧中，郭小男坚持

“旧中见新、新中有根”的创作理念，

结合昆曲本体与现代审美，将传统戏曲

的身段程式、夸张表演、科诨武戏等表

现手段熔为一炉，烘托表现杜丽娘和柳

梦梅多彩壮观的人生、对自我身份的认

同及生命意义的追寻，再现汤翁的艺术

精神和东方式奇幻的“爱情神话”。

与此同时，作品充分保留了原著的

丰富内涵和人物性格，坚持文辞典雅、

语言秀丽、词曲完整，包括原著每出戏

结尾的集唐诗，也通过剧中人物首次呈

现在舞台上，不仅做到原著精神的完整

解读，也体现了新颖别致的舞台样式和

艺术表达。作品的唱腔音乐则根据清代

乾隆五十七年成书的《纳书楹曲谱》整

理改编，对南曲唱腔柔婉流丽有余而刚

劲跌宕不足等特点进行调整与丰富。

“这个梦一定要圆。”上海昆剧团团

长谷好好表示：“情不知所起，一往而

深，就像杜丽娘与柳梦梅的至情至性，

全本《牡丹亭》凝聚着上昆几代人对昆

剧事业的执着和热爱，也是我们每一个

昆曲人的守望和梦想，其价值意义远超

出创排一出戏、一部古典名著的意义本

身，是一次超越性的回归与创造。”

上海昆剧团倾全团之力重磅推出昆曲巅峰之作

“国宝级”老艺术家“放心了”，
青年演员独挑55出全本《牡丹亭》大梁

■本报记者 王筱丽

本报讯 （记者许旸）如何打造专属
的“安全岛屿”？你会倾听内心“小孩”的

声音吗？随着大众对心理健康的日益重

视，一批答疑解惑的科普图书集中亮

相。日前，由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和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合作出版的《解

忧心理：来自600号信箱的人生指南》在

朵云书院 ·戏剧店举行新书分享会，向市

民读者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提升公众幸

福指数。

该书主编、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副

主任医师乔颖与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医

师陈正，聚焦“对焦虑说No！做最真实

的自己”主题，分享“解忧之道”。她们谈

到，在精神心理领域，“病耻感”和“恐惧

感”是两大障碍，尤其需要专业人员去梳

理专业术语，传授调节情绪的小妙招，在

不同的传播“频道”上正本清源，把精神

卫生理念装进老百姓的口袋里。

乔颖提出，心理学上有“安全岛屿”

说法，也就是说，每个人内心会住着一个

“内在的小孩”，要安顿好“小孩”的情绪，

离不开一个真正让你袒露心声、放松心

情的地方。她建议，每个人尝试找到“安

全岛屿”，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亩田”，既

可以是一个人、一个物，也可以是一个地

方、一种兴趣爱好，这将是终身的财富。

精神医学和心理学覆盖了人类从幼

年到老年全生命周期的历程，《解忧心

理》从市精神卫生中心收到的百万封真

实来信中精选27封，聚焦常见的、难以解

决的生活话题，通过一来一回的书信形

式，传递27个人生故事。信中涵盖男女

老少各个阶段的困惑，从心理学角度重

新看待日常挫折，并提供来自宛平南路

600号医生的专业解答，从而进行有效的

心理疏导，帮助倾诉者化解心结、解除难

题，让更多人从中获得启迪找到共鸣。

全书前四个章节是普通民众所面临

的心理困惑，包括儿童青少年时期的亲子

关系调节、学业压力应对、游戏障碍处理，

青年壮年期的职业压力管理、人际关系调

整、人生目标确认，以及老年期的生活适

应、价值体现、面对衰老等内容。后几个

章节讲述常见心理问题和精神疾病的

识别和应对。每封书信各有各的脉络

与起伏，蕴涵世道人心和生活哲理，也不

乏触类旁通的医学知识。“我们在写作

时，也在梳理自己的人生脉络，学会了使

用像‘包了浆似的’细腻温润语言”，恰如

书中作者所指出的：一位优秀的医生需

要把自己懂得的医学知识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传递给每一个人，当医生暂时放下

听诊器、放下手术刀，拿起话筒的时候，也

会创造出有价值的医学财富。

据悉，此次活动也是世纪朵云与上海

市精神卫生中心合作推出的“浦江心灵会

客厅”系列科普讲座第二期，以轻松的谈

话形式拆解社会热门话题和年轻人关心

的心理问题，传递积极的幸福正能量。

《解忧心理：来自600号信箱的人生指南》在沪出版

守护内心“安全岛屿”，提升公众幸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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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朱践耳诞辰一百周年音乐会”昨晚在捷豹上海交响音乐厅举行。

 《致 ·践耳 纪念朱践耳百年诞辰室内乐精品》黑胶唱片昨日在上海首发。

均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制图：李洁

由上海昆剧团倾全团之力打造的全本55出昆剧《牡丹亭》下月登

陆上海大剧院。图为《牡丹亭》剧照。 （均上昆供图） 制图：李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