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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管绚烂辉煌，木管温婉柔润，弦乐

则像是勾勒线条的绢帛底色；笙、琵琶等

独奏乐器，又仿佛是穿梭于崇山峻岭间

的景致；钢琴与乐队的铿锵交驰，还有箫

笛与乐队伴随下，吟唱的民族女高音则

带领现场观众在烟波浩渺间遨游  昨

晚，上海交响乐团带来作曲家赵麟创作

的交响音诗《千里江山》，六个乐章呈现

出一幅富有中华民族人文哲思的音乐画

卷。“作品在上海首演后已由多家乐团在

全国演出20场，今晚又回到作品首发地

由张橹执棒，带来更加纯熟、更富魅力的

演绎。”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

此次展演除了《千里江山》，还有多

部作品取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州

交响乐团将上演乐团成立65周年委约

创作的《都会》，作曲家周天因唐代诗人

黄滔的《广州试越台怀古》有感而发。杭

州爱乐乐团将在《西子水韵》音乐会中上

演由叶小纲作曲，以我国历代诗人创作

的关于杭州著名诗篇为词的《七阙西

湖》；周天作曲尽显中国古典式浪漫的

大提琴协奏曲《水袖》，以及徐之彤为

迎接杭州2023年亚运会而创作的《亚

洲之光》。苏州民族管弦乐团将由彭

家鹏执棒，带来《风雅颂之交响》经典

作品音乐会和民族交响套曲《江河湖

海颂》音乐会。上海民族乐团多媒体

音乐现场《栀子花开了》将音乐、绘画、

多媒体跨界融合，展现民族音乐的青春

气息和时尚质感。

即将在上海舞台上集中亮相的这批

时代佳作中，有多部讴歌党、讴歌祖国、

讴歌英雄的力作。上海民族乐团带来原

创民族音乐史诗《英雄》，作品以神话故

事为母本，用民族音乐诠释了盘古开天、

伶伦制律、仓颉造字、大禹治水和后羿射

日五个神话传说。广州交响乐团将在常

任指挥景焕执棒下，献演作曲家李海鹰

的委约作品《中国1921》，展现波澜壮阔

的百年征程和历久弥坚的百年初心。中

国交响乐团“龙声华韵”交响音乐会，将

呈现献给抗疫无名英雄的《生命的歌》、

致敬建党百年的《破晓日出》以及赞美浦

东改革创新发展历程的《浦东交响》选段

《遇见》等曲目。深圳交响乐团将演绎张

千一作曲的大型交响套曲《我的祖国》，

作品融入少数民族音乐元素和经典歌曲

旋律，讴歌赞美伟大的祖国。

在演艺大世界的舞台上，
让中国故事和西方经典交融
互鉴

本次展演作品既有扎根文化沃土的

中国故事，也有历久弥新的西方经典，通

过上海的音乐舞台展现交融互鉴，推动

音乐事业繁荣发展，推进国际文化大都

市建设，助力上海演艺大世界建设。

中央民族乐团打造的原创民乐音乐

会《中国节》，以中国“农历年”各时间节

点为轴，选取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

夕、中秋、重阳、冬至、腊八等具有代表性

的中国传统节日，用中国传统音乐阐释

节日内涵。而在《壬寅虎啸》音乐会的舞

台上，传统与现代碰撞出热烈火花。

深圳交响乐团将演绎由叶小纲创作

的《美丽乡村》，作曲家曾深入江浙一带

进行农村考察，从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历

史巨变中获得感悟，采用了杭嘉湖平原

民歌音调，表现新时代中国美丽乡村的

变革和人们的精神面貌。

贵阳交响乐团将带来中国原创作品

交响音乐会“西部畅想”。由韩兰魁作曲

的第五交响曲《河西走廊》，着力表现河

西走廊在历史变迁中留下的印迹。古筝

协奏曲《如是》以“情”为线，挖掘、展示古

筝传统魅力，探求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

中国广播民族乐团“致敬大师 ·彭修

文作品”大型民族交响音乐会将集中呈现

《丰收锣鼓》《秦 ·兵马俑》等由彭修文创

作、改编的民族管弦乐名曲，向一代民乐

大师致敬。另外还将推出“中华崛起”大

型民族交响音乐会，用传承创新、富有时

代感的音乐谱写民族管弦乐的绚丽华章。

吕嘉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

绎的《乐是故乡明》音乐会中，姚晨创作

的《远渡》将进行世界首演，音乐呼应了

韩美林作品《天书》所呈现出的远古文字

和符号的艺术世界。陈其钢创作的《如

戏人生》则以创新的手法，展现人生经历

和哲思。

在西方经典曲目领域，《极致艺境》

音乐会中，吕嘉将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

乐团，带来瓦格纳《特里斯坦与伊索尔

德》中的选段和布鲁克纳的《d小调第三

号交响曲》等。在《聆听“巨人”》音乐会

中，杭州爱乐乐团将演绎柴可夫斯基《降

b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与马勒《D大调

第一交响曲“巨人”》。上海交响乐团将

携手青年指挥家孙一凡、青年小提琴家

林瑞沣带来舒伯特的《罗莎蒙德》序曲、

《降B大调第五交响曲》以及上海交响乐

团委约作品——周天的小提琴协奏曲

《夜途》。此外，贵阳交响乐团、中国交响

乐团、深圳交响乐团也将各自携重磅曲

目亮相上海舞台。

此外，“时代交响——全国优秀乐团

邀请展演”将通过线上线下结合方式，组

织开展艺术讲座、乐团排练开放日等文

化惠民活动，让更多市民群众走近音乐

艺术。

“千里江山图”在听众面前徐徐展开

“如何展现时代精神的高

度，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

象，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

这是新时代文学面临的根本命

题。”11月19日上午在京举行的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推

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鲁

迅文学奖获奖作家座谈会”上，

中国作协主席、中国文联主席铁

凝在致辞中提到的这一命题，也

正是摆在与会的第八届鲁奖获奖

作家、翻译家们面前的挑战和责

任。围绕文学实践如何与时代同

行、抒人民心声、讲好中国故

事、树立文化自信等话题，大家

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与时代同行 抒人民心声

本届鲁奖是在迈上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来

举行的第一次国家级评奖，获奖

作品勾勒出从时代英雄到平凡奋

斗者的人物群像，折射出闪亮的

精神图谱。这样的文字正如铁凝

所言，“浸透了生活的汁液，也

具有了时代的重量”。

文学理论评论奖得主杨庆祥

的“笔”频频为新时代以来书写

人民的佳作力作点赞，如梁晓声

的 《人世间》、陈彦的 《装台》

等等。“更年轻的写作者们也不

停地突破自我的局限，与更广大

的人民同理共情，获得了持续的

写作资源和写作动力。”

报告文学奖获奖作家钟法权

表示，一个优秀的作家，唯有心

中装着人民，才会有大格局、大

胸怀、大气魄，写出与时代同

行、与伟大时代相辉映的鸿篇巨

作，写出上接文脉、下接地气、

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作品，为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

力量。

“新时代诗歌需要确立新的

诗歌价值取向，挖掘新时代所独

有的题材和诗歌意象，要扎根于

大地，倾听人民呼唤，发出时代

强音，形成自己的美学风范。”在鲁奖诗歌奖获得者刘

笑伟的描述中，这样的诗歌“充满瑰丽的色彩、梦想

的旋律，既宏大又精微，既古老又现代，既雄壮又柔

情，给人新鲜的体验和前行的力量”。

小说被称为一个民族的秘史，也是关于人类经验

的容器。中篇小说奖获奖作家艾伟表示：“每一代作家

都有责任去关注、去发现、去表现这个时代中国人的

生活。生活永远是创作之母，是创作者取之不尽的宝

藏，作家要做的就是全然地向丰富多彩的生活敞开，

诚实地写出这个时代人民的思想、情感和他们的精神

脉动。”

坚定文化自信 讲述中国故事

在增强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讲好中国故

事，展现好中国形象等方面，文学发挥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有了优秀的文学作品，才能让中国的文化在全世

界绽放出美丽的光芒。”短篇小说奖得主张者把“加快

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视作

“每个作家的任务”，“需要耐得住寂寞，锲而不舍地去

探索，去挖掘”。

“一部《论语》，一部《道德经》，两部经典，按今

天的报纸排版，不过两个版面容量。然而，两者所代

表的相互交锋又相互融合的价值取向，激荡着中国文

化的延绵不绝和世界文明的繁茂丰盈，这是我们的文

化自信，也是我们的历史自信。”散文杂文奖获奖者李

舫表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

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

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同样，拥有历史自信

的国家，能从历史发展轨迹中深刻理解命脉赓续的历

史逻辑，具有洞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的强烈

使命担当和不畏万难的精神气质。

“对外讲好中国故事，文学翻译家大有可为。”在

文学翻译奖获奖译者薛庆国看来，文学翻译除了将优

秀外国文学作品译介到中国，让中国读者和作家从中

汲取滋养和启迪的应有之义外，还体现了当代中国文

化的开放特质，传达了中国和中国文化向世界敞开胸

怀的重要信息。“外国文学译者跨语言、跨文化的能

力，是我们对外讲述中国故事的最大优势。”

作家艾伟认为，今天中国作家的写作面对两个传

统：一个是五四以来以白话文写作的现代小说的传

统；另一个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这两个传统一开

始就是交汇融合的。汉语是所有古老文明中唯一没有

中断的语言，这一语言天然地成为我们每一个写作者

的DNA，我们靠它来表达时代丰富而复杂的感受，“我

们要做的工作是把这一语言擦得更亮，使她变得更为

动人”。

（本报北京11月19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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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主演算不上顶流，一众主要角色的

演技参差不齐，几处跳脱的剧情几乎毫无现

实逻辑，但这些并不妨碍《卿卿日常》成为近

来最热门网剧——这部古装轻喜剧11月10

日上线，第七天就在爱奇艺站内突破了10000

热度值，刷新了平台“破万”的最快纪录。

换言之，它比同平台播出的《赘婿》《人世

间》《罚罪》《苍兰诀》等过往爆款“热得更快”。

第三方统计平台则佐证了横向比较的数据，

即便周末停更的日子，该剧全网正片播放市

占率仍断层第一，市场份额几乎是同期排名

第二至第五位网剧的总和。

故事始于一场联姻擢选，来自天南海北

的姑娘齐聚新川。韬光养晦的新川六少主尹

峥和一心落选、只想在老家安逸度日的李薇

意外结缘，开启了一段状况百出却又相映成

趣的新生活。“高开疯走”“电子榨菜”“疯狂整

活”“打工人嘴替”“古装cosplay”“表情包大

户”……一连串极具网感的评价遍布各社交平

台，或许指向了它口碑有非议、但热度无异议

的秘诀：将互联网思维引入创作，让观众在网

生代的好感滤镜里轻装简行，收获观剧愉悦。

在架空背景里点缀现实，调
和喜剧的剑走偏锋

一段充满萌趣的动画片头开启《卿卿日

常》的世界观：天下以新川为首，坐落着金川、

墨川、丹川、黛川、苍川、莹川、胭川、霁川共九

川。其实，该剧改编自多木木多2014年起连

载的晋江小说《清穿日常》。原小说融清宫、穿

越、甜宠、种田等多种网文元素，虽从日常入

手以喜写悲，显示了与常见穿越小说迥异的

气质，但依然难以扭转受众尤其是影视剧观

众对清穿题材阶段性、规模化产出的疲累感。

《卿卿日常》改编的第一步，就是把原IP里的

清朝背景、皇权悲剧、传统后宫纠葛等一并抛

掉，只保留整体人物框架和日常生活轻装上

路，在架空的过程中放手造梦。

这出网剧营造的梦境里，喜感是霸榜的

根源，反差感则是制造喜感的最大功臣。选秀

路上，霁川父母叮嘱女儿才华往小了讲、家境

往差里说，女儿与父母挥别道“等着我落选的

好消息”，不争上位、只愿回家，这是争宠故事

里少见的风景。三少主宅邸，正夫人和“二十

四节气”姑娘其乐融融，即便在“男尊女卑”的

社会环境里，她们也不“以夫为纲”，同样是后

宫剧难以适配的情节。但因为架空，一切不可

能、不合理、不适配都有了调和之理。甩开了

历史逻辑，古装和古代背景更像是大型道具，

编剧正是利用观众对古代社会的认知、对古

装剧的审美预期制造反差，在亭台楼榭的古

代景观里安放现代人的所思所想。

有意思的是，九川的时空虽是虚无，但九

种风土人情却能在现实中找到些许对应。比如

提到盛产花卉与矿石、偏好螺蛳粉的黛川，观

众会自动联想起西南的云贵地区；望着屋外冰

封、屋内火炕生暖，人人能饮三大碗的雪国，东

北边陲能被关联上墨川；跟着剧中人走进拥有

变脸绝活、无辣不欢又满城尽是“耙耳朵”的丹

川，川渝地区的特征不言而喻。更珍贵的还有剧

中亲情、友情等支线情感的描摹，跋山涉水只

为瞧你一眼的血脉亲情，拼着折辱也不负你、

不欺你的真挚友情，永远让人动容。

架空，但又不完全剥离现实，编剧轻巧地

把人们心领神会的现实细节点缀其中，以此

调和喜剧的剑走偏锋，也以熟悉感加速观众

代入九川梦境。

观剧人“参与”创作，文本得
以生发新的意义

区别于传统电视剧，如今的网生代剧集

常会面对一道独特“附加题”——怎样在网络

场域中与受众共处。这种共处既需要充分考

量时代议题、时代情绪，也需要打破以往观演

之间的“结界”，改单向输送为双向互动。让作

品的文本在多元触达中不断生发新的意义。

一年多前，同为古装轻喜剧的《赘婿》就

是典型的将时代议题放置在古代社会的架空

剧。剧中，带着现代思维的宁毅以“赘婿”身份

搅动古代的生存环境。现在，沿用同一班底的

《卿卿日常》进一步加深观剧人的“参与感”。宏

观到网络舆论，小到观剧时的心理，主创都在

剧本阶段将自己置于观众视角，换位思考的结

果催生了剧中许多个“观众嘴替”的场面。

论大的创作环境，女性议题是如今整个

影视行业都想要分一杯羹的。《卿卿日常》里，

“girlshelpgirls（女性互助）”就是核心主旨。

三少主内院，“二十四节气”姐妹同气连枝；六

少主府中，李薇与宋舞、李薇与元英，一对越

闹越相知，一对凭本事惺惺相惜，她们的情谊

一旦建立，就连家中少主尹峥都会沦为镶边；

二少主背后，正妻赵芳如和侧夫人郝葭之间，

隐忍的、成长的妻妾互助已然成风；更遑论，

围绕女主角李薇，“夫人团”的情比金坚一点

不输血脉亲情。这种迸发式的、纯粹的、集中

的、正向的女性意识，放到众多标榜独立女性

的现代剧里都相对少见。正因此，该剧成为女

性赛道俘获女性受众最成功的作品之一。

聚焦个体的观剧体验，当“看剧解压”“轻

松下饭”被不少人当作观剧起点，不作妖、不闹

心、收获爽感，常是创作者们以此“留人”的关

键招数。随着尹峥开府、上朝，原本无意的青年

男女逐渐口味相投。而在确认彼此心意之前，

通常的剧集免不了情肠百转，《卿卿日常》“痛”

和“难”都不过一集。情感的暧昧期，管家苏慎

戳破最后一层窗户纸，弹幕一片“这个家不能

没有你”；两个人的世界意外多了一人，尚未等

李薇开口，赐婚来的新夫人元英摆明立场，“人

长了嘴就要解释，生了耳就要听劝”，直将三人

间“同盟”“师徒”的关系和盘托出。剧情在情感

上保持“洁癖”，在节奏上跳过非难，观众们在

观剧过程中舒畅无比。至于李薇的“反内卷”、

郝葭的“打工人”心态等，都不同程度对接网生

代年轻人的情绪。所谓剧本善于“整活造梗”，

何尝不是预设弹幕内容，将之变成了剧中人

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卿卿日常》和如今的生活

类慢综艺、沉浸式角色扮演有几分面目相似。

它们更像是今为古用地营造了一个梦，一个人

性美好、但同时脱离了现实地心引力、理想总

能轻易达成的梦。只是，真正的生活不会如此草

率。一旦卸下网生代的滤镜，真实的永久的感

动，仍需要现实主义的阳光雨露来浇灌。

我们追求网生代的爆款，更希望看到现

实主义精品。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跳脱了现实逻辑的《卿卿日常》引发观剧人热情“参与”文本再创作——

热度最快“破万剧”赢在哪些网生代滤镜

“手臂动作跟着音乐节奏确保整齐，一二

一二”“这束光要调整，必须勾勒出男演员缓

步前行的轮廓”，吴虎生手执话筒，坐在导演

控制台旁，与演员、灯光、舞美、多媒体等各部

门紧张协调。昨天下午，上海芭蕾舞团的原

创芭蕾新作《大地之光》进行首次剧场合成彩

排，作品由上海芭蕾舞团副团长、首席主要演

员吴虎生担任编导，携手知名灯光设计刘海

渊及上芭自主创作团队共同打造。

舞台上，古典芭蕾元素与当代芭蕾风格

的碰撞，充满未来感的舞美设计打破时空界

限，表达生命的“不屈”。今晚，《大地之光》将

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大剧场迎来世界首演。

吴虎生告诉记者，作品聚焦当代生活，以人们

身处逆境时的内心活动为切入点，将希望之

力、信仰之力喻为“光”，“身处逆境，心向光

明。正是这样的力量带领我们走出黑暗”。

古典融合当代，在碰撞中迸
发火花

记者在探班中发现，《大地之光》的女演

员虽然身着tutu裙，立起脚尖，但舞姿并不

“古典”。“我们穿上原本是跳古典舞蹈的tutu

裙，在《大地之光》中跳出当代作品的流畅感

与现代感，这是一种新的尝试。”女主角、上海

芭蕾舞团主要演员戚冰雪透露，为了融合古

典与当代，《大地之光》的tutu裙在材料、颜

色、制作工艺上都进行了大胆创新。

“这样的效果和冲突是我故意而为之的，

我想保留tutu裙和脚尖鞋这两大古典芭蕾元

素，但同时打破原来程式化的编舞和衔接，以

贴合剧情的表达和人物的属性。”吴虎生说，

“我的创作更追求芭蕾的‘舞性’，强调与音乐

的融合，尽全力用纯粹的肢体语言来讲述故

事、感动观众。”

音乐是舞蹈的灵魂。《大地之光》同时选

用了贝多芬的《月光》第三乐章和德彪西的

《月光》，音乐大师们的“同题作答”能否通过

芭蕾进行链接为大家带来惊喜？

“沉浸在两位大师的音乐中，眼前仿佛浮

现起一幅幅画作，为我的创作带来了源源不

断的灵感和能量。”吴虎生告诉记者，作品的

交响性是《大地之光》的主要特点，他选用德

彪西和贝多芬的音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新

的编曲和段落衔接部分的创作，让音乐整体

更加连贯流畅、展现出更丰富的层次。

创作没有捷径，在细节中追
求极致

“创作没有捷径，唯有走最难的路、啃最

硬的骨头。”《大地之光》是吴虎生在叙事性编

舞上的一次尝试和探索。创作初期，他和编

剧投入了大量精力打磨剧本，经过四稿的修

改，设定了“逐光者”“守夜人”“光”等具有鲜

明符号性的角色，分别由戚冰雪、许靖昆、张

文君饰演。6月5日，在历经三个月的潜心创

作后，《大地之光》在线上进行了首次排练直

播，吸引了超过41万人观看。通过全新方式，

网友们参与到这部新作品的诞生和成长中。

尽管此后上海芭蕾舞团忙于各地演出，但《大

地之光》的主创团队和演员们仍挤出时间，有

条不紊地推进作品创排。

目前，《大地之光》的排演进入冲刺阶段，

昨晚吴虎生与伙伴们一直忙碌到深夜。他们

离开剧场时，户外已是秋风萧瑟，但期待首演

的心却是那么滚烫。“时光回溯到2017年，当

时全世界只有一个人相信我能够编创作品，那

个人就是辛（丽丽）团长。”吴虎生回忆自己的

创作历程，感慨地说：“很幸运，我出生于这么

美好的时代，生长在这么优秀的团体。”经过五

年的沉淀和积累，如今《大地之光》是传承，也

是突破。“从《白毛女》开始，创新精神就支撑着

上芭不断披荆斩棘前行，我有责任扛起这份担

子，带领年轻团队继承海派芭蕾的原创风格。”

吴虎生说：“我也希望自己能成为那一束光，为

探索艺术的后来者照亮前行的路。”

上芭新作《大地之光》今晚首演

追逐光，成为光！

《卿卿日常》和如今的生活类慢综艺、沉浸式角色扮演有几分面目相似。图为该片剧照。

《大地之光》聚焦当代生活，以人们身处逆境时的内心活动为切入点，将希望之力、信仰之力喻为“光”，身处逆境，心向光明。（上芭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