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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
能否用
一出好戏来读懂彼此
记者

王心怡

谢斌

“笼子里放进了一只年轻的美洲豹子。即使是感觉最迟钝的人，
看到这只野兽在闲置长久的笼子里活蹦乱跳时，他也会觉得这是
一种舒服的休息。这只豹子什么也不缺，可口的食物看守人
员无须长时间考虑就会送来。失去自由对它似乎都无所
在过去
谓，这个高贵的躯体应有尽有，不仅带着利爪，而
的 一 百 年
且连自由好像也带在身边，自由似乎就藏在它
间，中东欧这片
利齿的某个地方。
”
美丽的地方涌现出了
——节选自捷克作家卡夫卡的
包 括 切 斯 拉 夫 · 米 沃 什、
中篇小说 《变形记》
凯尔泰斯·伊姆雷等在内的七
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以及多位如
卡夫卡、米兰·昆德拉般的文学巨匠。
无论是波澜壮阔的多瑙河，还是群山跌
宕的巴尔干；无论是潮平岸阔的布达佩斯，还是
黄墙红瓦的布拉格，在中东欧文学诞生的这块土地
上，充满了神秘和戏剧性，是无数文艺青年梦寐以求的
佳境胜地，也让中东欧文学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浪漫而又
《变 形 记》 以
悲悯的气质，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
在旅匈翻译家、作家余泽民看来，中东欧文学
其合理与荒诞并存的
在当下世界文坛上最令人瞩目，也最让人期待。
余泽民祖籍宁波慈城，1991年远赴匈牙利，从
风格影响了一代又一代
事过医生、教师、导游、记者、编剧等职业，现
人，后世又将它不断地
定居布达佩斯，一边翻译一边写作，创作了 《狭
窄的天光》《纸鱼缸》《匈牙利舞曲》 等小说和
搬上了舞台和荧幕，小说
多部文化散文集，翻译了凯尔泰斯 《船夫日
记》、马洛伊 《烛烬》 和克拉斯诺霍尔卡伊
里一些语焉不详的意象，在
《撒旦探戈》 等近20部匈牙利名家的作品。
高度视觉化和形体化的呈现中
与西方相比，中东欧国家经历了 20
世纪的苦难和动荡，历史为作家们提
颇为惊艳。从这个角度看，好的
供了文学品质所必须的痛楚、怀
疑、反思和抵抗，以及能让他们逃
电影、好的剧目与好的文学作品是
隐、宣泄或思想其中的自由意志
和隐喻表达的能力。
一脉相承的。
这些或悲或喜的力量让余
那么，中国与中东欧各国间能否用
泽民久久痴迷其中，并从中找
到了流淌在血液中的共鸣。
一出好戏来读懂彼此？答案藏在中东欧
他认为，中东欧文学对中
国现当代文学影响至深。
文学广袤的土壤里。
“中国与中东欧，
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的
历史上有着极为相
似、近乎同步的命
运。因此相互间
有着更多的共鸣
和值得相互借
鉴的东西。

文学
正因如此，中东欧文学在中国越来越受到出
版社和读者的关注。同样，中东欧人也对中
国的变化和发展更抱好奇心，为中国文学走
出去提供了土壤。
”
事实上，中东欧国家的文学创作，对许
多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甚至在不同的历
史时期，对中国文学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匈
牙利诗人裴多菲那首脍炙人口的 《自由和爱
情》，激发了几代中国热血青年的革命热情，
捷克作家伏契克的作品 《绞刑架下的报告》
还进入了中国的中学课本。
一般来说，国家与国家、城市与城市之
间都是先有了经贸联系，才产生人缘文化上
的交流。
自2015 年以来，宁波已连续承办了4届中
国-中东欧国家投资贸易博览会，成为中国与中
东欧国家经贸文化交流的重要合作平台。在这
样的大背景下，2017 第五届宁波 （国际） 文学
周、2018 天一阁论坛·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
家文学论坛在宁波的召开显得尤为应景。
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学论坛的与会
者就今后如何加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文学
交流提出了各自的想法，比如能否让论坛在
各个国家轮流举办？如何将文学作品译介、
出版纳入论坛，将此论坛最终打造成一个中
国-中东欧国家的文学节日？
虽然作家们的语言不同，观点各异，但
他们最终抵达的是同一“彼岸”。正如罗马尼
亚作家瓦鲁扬·沃斯加尼安说的那样：“文化
是我所能想到表达诚意的最优雅的方式，我
们确实在实践文化外交，但我们不是那种躲
在辞令背后的外交官，我们是站在文字面前
的外交官。
”
对此，《文学港》 杂志社副主编、宁波市
作协秘书长雷默感同身受。他觉得，文学交
流虽然没有像经贸交流那样显得频繁和直
接，但这并不能淹没中东欧文学在世界文学
上的璀璨，作为文学从业者，他们希望能逐
步加深与中东欧作家、译者的交流，也期待
中东欧文学能走近老百姓，“不妨引进一些优
秀的中东欧电影、戏剧、音乐等，让晦涩难
懂的文字用别样的形式沉入人们的内心。
”

戏剧

“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恐怕绝大多数人对
中东欧国家都算不上特别熟悉，但若提到德沃夏克、李斯特、
肖邦、茜茜公主，就不会陌生，这些来自中东欧国家的电影、
音乐丰富了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宁波大剧院总经理郑峰
感慨颇深。
在他的回忆中，宁波人早在 2005 年就与中东欧音乐结缘
——2005 年 12 月 30 日，波兰爱乐管弦乐团在宁波大剧院举行
了新年音乐会。此后，宁波与中东欧国家在艺术上交流日益频
繁，先后引进了 《斯洛伐克国立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拉脱
维亚国家交响乐团新年音乐会》《克罗地亚著名钢琴艺术家马
克西姆钢琴音乐会》 等演出。截至目前，宁波大剧院共接待中
东欧 17 国中的演出团体 19 个场次。
“2015 年，宁波首次举办中国-中东欧国家投资贸易博览
会，这一年也是宁波大剧院相对来说，引进中东欧演出数量最
多、份量最重、品质最高的。
”郑峰说。
谈及上述演出的反响，郑峰表示，历年来访的演出团队在
宁波的演出都十分惊艳。如捷克的黑光剧，全剧以不发一语配
合诙谐表情、夸张的肢体动作加上奇特的服饰及音乐灯光，营
造出奇幻的效果，呈现足够让观众想象的表演。
又如 2009 年，被喻为“拉脱维亚音乐名片”的拉脱维亚
少女合唱团音乐会在宁波上演，小演员们着传统的民族服饰，
配以精心编排的队列和热情的舞蹈，甫一亮相便征服了宁波的
观众。她们除了演唱 《欢快的马车》《玫瑰花环》 等一批耳熟
能详的世界经典名曲外，还向甬城观众献上 《歌声与微笑》
《半个月亮爬上来》 等中国歌曲。
在引进剧目和演出的选择上，宁波大剧院有着多方考量
——演出档期是否合适？演出成本是否适宜？演出内容是
否有足够的票房号召力？但说到市场效果就避不开演出
上座率和票房的盈亏问题。郑峰坦言，凡是涉及到国
际性的演出和剧目，由宁波大剧院单接的演出成本
较高，国际旅费、落地接待费、演出费等合起来
不是一笔小数目，因此，一般情况下他们不会
去单接，多采取巡演共接的形式。
根据以往的演出数据显示，宁波引进的
中东欧国家演出剧目中主要以音乐类为
主。戏剧偏少，成了一部分人心中的
遗憾。
“戏痴”顾佳说，只要是好
剧，万水千山都会跨城观
演。虽说带了点文艺气质
的“夸张”，但显然，戏
剧已经成了顾佳的人
生日常。她明显地
感觉到，近几年
造访中国的中
东欧戏剧在
日 益 增
多，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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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还是集中在北京、上海、乌镇等地，“来宁波的戏剧不
算多。
”
她眼中的中东欧戏剧有着非常明显的特色。“因为地理
位置的关系，中东欧地处西欧和俄罗斯之间，两边的戏剧传
统对它都有影响。这几年到国内演出的中东欧戏剧基本上以
经典改编为主，希腊古典戏剧、莎剧、俄罗斯名著是其取材
的主要来源。
”
同时，中东欧戏剧风格总体来说比较现代化，尤其善于
用现代戏剧手段、眼光、视角去呈现、解读经典作品，其制
作以及面对经典的态度，为国内戏剧舞台带来了不同气象，
也带来了启发和参考，引起不少关注和讨论。
顾佳打心底里觉得，宁波人不是不懂戏，只是少
了识好戏的机会。
“像里马斯·图米纳斯等经典的、重量级的导演
已经跟国内一些戏剧节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希望将来他们也有机会带作品来宁波，或将宁
波作为在华巡演的一站，使本地观众也有机
会感受欣赏不一样的戏剧风貌。
”
这不仅仅是顾佳的期待，也是郑
峰这样的从业者未来努力的方向。
郑峰说：
“我们认为最好的市场效
果就是政府来搭台，邀请相关
如果说语言是东西方交流
的企业来唱戏，无论是受众
的屏障，那么音乐则首先跨过
面还是演出效果都是最好
语言障碍，成为各国人民文化交
的。今年升格为国家级
流的先锋使者，而黄晨令则有幸见
涉外展会的中国-中
证了宁波与中东欧音乐的“对话”
。
东欧国家博览
“中国传统音乐的独特魅力让世界为
会，让我们看
之倾倒，与世界音乐的融合，又让中国音乐
到 了 可 能
焕发新生命，这是我心中文化实力的最好诠
性。
”
释！”黄晨令，宁波交响乐团中提琴首席，旅法
小提琴、中提琴演奏家，谈到前往波兰演出美妙的
经历，仍然很激动。
今年 4 月，宁波交响乐团登上了曾被著名指挥家
Simon Rattle 及著名钢琴演奏家郎朗称赞的波兰弗罗茨
瓦夫音乐厅，为贝多芬复活节音乐节巡演演奏第二场音乐会。
“波兰贝多芬复活节音乐节创办于 1997 年，如今，在春天
去华沙聆听一场贝多芬复活节音乐节古典音乐会，已成为全
球乐迷十分向往的视听体验，类似的跨文化音乐交流并不多
见。
”黄晨令告诉记者。
当晚演出前 30 分钟，当地乐迷就早早地在音乐厅门口等
候。他们盛装出席，给予了这支来自东方的年轻乐团最好的
尊重。担任这场音乐会演出的指挥正是宁波交响乐团的艺术
指导、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俞峰教授。
上半场的演出中，波兰钢琴演奏家克日什托夫·克西安
泽克携手宁波交响乐团，为波兰的观众带来了有着浓厚中国
音乐元素的 《黄河钢琴协奏曲》。而下半场他们则演奏了贝多
芬 《第三交响曲》，不仅契合贝多芬复活节音乐节的主题，更
多的是向贝多芬致敬。
“这是一场高难度的音乐会。演奏的曲目让当地人了解了
中国当代音乐的发展，以及和西方音乐的异同。”黄晨令表
示，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机会，前往更多的中东欧国家演出。
不单单在波兰的弗罗茨瓦夫，宁波交响乐团还在鹿山
城、扎布热市、华沙等地进行了交响乐演出，短期内一连四
次上演，实属罕见。乐团负责人童铭告诉记者，今年 6 月底，
保加利亚瓦尔纳交响乐团部分音乐家将会来宁波与宁波交响
乐团合作演出，“要走出去，还要请进来，这才能体现宁波的
国际性。
”
这些宝贵的音乐实践，是世界音乐与中国音乐的对话。
观众也将在这里开拓艺术眼界，领略多元音乐魅力，从他者
的眼光中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
那么，宁波交响乐团如何通过作品讲好中国故事呢？宁
波大学音乐学院教授梁卿认为，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寻找
突破口与契合点，形成自己的特色，“宁波可以在这方面做更
多的探索与尝试，创造出下一个有城市印记的曲目，《梁祝》
就是其中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
”
“不同地域的音乐审美交流因其强大的感染力，成为人类命
运共同体建构的‘生产力’要素。
”梁卿表示，无论是宁波与中
东欧的交流，还是“一带一路”建设，音乐正以其独特魅力在
促进地域间的文化交流上，发挥出无以替代的关键作用。同时
他也提出，宁波在“音乐之城”的建设过程中，不妨通过引
进、培养更多的音乐工作者，开创文化交流合作新局面。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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