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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艺术
全国比拼

文华奖全称为中国文华艺术政
府奖，是文化和旅游部设立的国家
舞台艺术政府奖，每三年评选一
次，设文华大奖、文华表演奖。文
华大奖的评奖对象为：国内各艺术
表演团体创作排演的京剧、昆曲、
地方戏曲、话剧、儿童剧、歌剧、
舞剧、音乐剧等；文华表演奖的评
奖对象为国内各种所有制艺术表演
团体的演员。文华奖的评选由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推荐申报，作
品代表了本省舞台艺术的最高水
准。宁波市演艺集团创排的民族舞
剧 《花木兰》、民族歌剧 《呦呦鹿
鸣》 均符合本届参评条件，但因为
每个省只能推荐一部作品，综合各
种因素后，本次浙江省推荐了浙江
歌舞剧院创排的歌剧 《在希望的田
野上》 参评文华奖。该剧讲述的是
作曲家施光南的故事。

文华奖的评选程序非常严格，
评委实行回避制度，并且抽签产
生。宁波剧目尽管无缘参赛，但作
为文化和旅游部文学艺术专家库成
员，宁波市演艺集团董事长邹建红
被抽中成为本届文华奖评委。

邹建红介绍，文华奖评审工作
共分戏曲组、话剧儿童剧组、音乐
舞蹈杂技组三个组别，他参加了戏
曲组的评审工作。经过近 20 天的
观剧、评审，评委们从 38 部参赛
剧目中评出 10 部文华大奖作品，
其中舞剧 3 部、民族歌剧 1 部，话
剧 2 部，戏曲 4 部，分别是舞剧

《永 不 消 逝 的 电 波》、 舞 剧 《天
路》、舞剧 《草原英雄小姐妹》、民
族歌剧 《马向阳下乡记》、话剧

《谷文昌》、话剧 《柳青》、秦腔
《王 贵 与 李 香 香》、 豫 剧 《重 渡
沟》、苏剧 《国鼎魂》、河北梆子

《李保国》。

精品力作
亮点纷呈

记者近日分别采访了文华奖评
委、宁波市演艺集团董事长邹建
红，文华奖评委、中央戏剧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边文童，文化和旅
游部中国艺术节观摩团成员、浙江
省评论家协会秘书长沈勇，他们通
过本届文华奖获奖作品和文华奖参
评作品，分析了舞台艺术发展的一
些新趋势、新特点。

红色题材创出新意。参评文华
奖的剧目共有 38 部，革命历史题
材占了相当比例。专家和观众发
现，红色题材的舞台剧从形式到内
容都在求新求变。上海歌舞团创排
的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取材
于李白烈士的真实事迹，是我国首
部“谍战”题材的舞剧。该剧总导
演和总编导是曾经帮宁波市演艺集
团创排过民族舞剧 《花木兰》 的周
莉亚和韩真。

浙江省评论家协会秘书长沈勇
说，《永不消逝的电波》 在创作理
念、舞蹈形式、叙事结构和美学风
格上都进行了大胆创新。作为红色
题材剧目，它没有刻意说教，而是
将青春元素、红色记忆、浪漫情
怀、谍战氛围完美融合。据了解，

《永不消逝的电波》 获得文华奖的
消息刚一传出，宁波文化广场大剧
院就积极引进，该剧有望今年 8 月
与宁波观众见面。

中央戏剧学院教授边文童说，
国家京剧院的 《红军故事》 让她印
象深刻。这部戏虽然最终没有获得
文华大奖，但结构独特，整部剧以
一位老红军的回忆为主线，由 《草
地炊烟》《半条棉被》《军需处长》
三个片段组成，三个片段既各自独
立，又彼此关联。故事以小见大，
通过细腻的情感，从不同角度演绎
出先烈在艰苦卓绝环境中至死不渝
的革命精神。

现实主义题材接地气。文艺作
品要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
时代明德。沈勇告诉记者，本届文

华奖参评作品中有 18 部是现实主
义题材，其中 11 部以真实的先进
典型为创作原型，他们中又有 6 位
是人民公仆。这些剧目的主人公来
自基层，观众能在他们的故事、生
活、情感中，找到自己身边的熟悉
影子。《重渡沟》 一改人民公仆严
肃刻板的形象，主人公“马海明”
喜爱文艺，风趣诙谐，全剧富有喜
剧色彩。舞剧 《天路》 题材十分厚
重，但剧情并没有全景式展现青藏
铁路的修建史，而是以小见大，讲
述了许多小人物的故事。

边文童对湖北省花鼓戏艺术研
究院选送的荆州花鼓戏 《河西村的
故事》 印象十分深刻。该剧以乡村
振兴为时代背景，描写的是普通人
的生活和情感，没有英雄人物，没
有宏大叙事，但结构紧凑，风趣幽
默，有非常强的代入感。全场观众
的心被牢牢地抓住，大家跟着剧情
一起哭，一起笑，演出效果十分
好。

典型人物更加可亲可信。赞美
英雄、讴歌时代、唱响主旋律始终
是文艺作品肩负的重大使命。本届
文华奖参评作品一反主人公高、
大、全的设定，还原其人性的本

真。观众在舞台上看到很多典型人
物有弱点和不足，这不但没有削弱
人物形象，反而让观众觉得可信、
可亲、可学、可敬。山西晋城市上
党梆子剧院有限公司创排的 《太行
娘亲》，一开始呈现在舞台上的女
主角赵氏形象，狭隘自私，但最终
她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八路军遗
孤。据了解，先抑后扬的剧情并不
是凭空捏造，而是得益于剧组反复
研究史料，从真实历史故事中撷取
素材。

邹建红说，话剧 《谷文昌》 歌
颂的是原福建东山县委书记谷文昌
平凡而伟大的一生，全剧讲述了谷
文昌带领群众植树筑堤、战胜风
沙，面对浮夸，敢于实事求是的故
事。人物形象亲切，让观众觉得真
实可信。

民族舞剧异军突起。与往届不
同，本届文华奖舞剧异军突起。

“音乐舞蹈杂技”组别参评的剧目
共 有 14 部 ， 民 族 舞 剧 、 芭 蕾 舞
剧、歌舞诗就有 10 部，获文华奖
的有三部，分别是舞剧 《永不消逝
的电波》、舞剧 《天路》、舞剧 《草
原英雄小姐妹》。沈勇说，这是前
所未有的现象。文华奖评奖机制改
革前，二三十部获奖作品中一般只
有一两部舞剧，本届文华奖 10 部
获奖作品，舞剧“三分天下有其
一”。这充分说明通过文艺工作者
多年探索和努力，我国的民族舞剧
得到长足发展，有效弥补了这块舞
台艺术短板。

传统戏曲守正中创新。作为文
华奖的评委，邹建红、边文童不约
而同地关注到以秦腔 《王贵与李香
香》 为代表的传统戏曲的创新和突
破。《王贵与李香香》 由宁夏演艺
集团秦腔剧院有限公司创排，讲述
的 是 70 年 前 土 地 革 命 时 期 的 故

事。秦腔是一种古老戏曲，两者融
合似乎不占什么优势。但该剧在舞
台上的呈现，让人耳目一新。演出
时，整个舞台分为前后两区，前区
为传统秦腔表演区，后区有一架三
角钢琴伴奏，左右两侧是大型歌
队，承担叙事诗吟唱功能，并以对
唱形式与舞台前区表演“对话”。
边文童说，把钢琴伴奏与歌队合唱
融入古老戏曲，交响合唱与传统戏
曲“携手”，实现了传统和现代、
民族性和世界性的有效对接，做到
了革命题材作品的诗意表达、地方
戏曲剧种的当代表现。

多媒体舞美技术登峰造极。沈
勇说，在这次文华奖的展演舞台
上，多媒体舞美技术被广泛应用。
舞美再也不是简单的图像背景或舞
台置景，从舞台搭建、造型设计、
影像制作，到纱幕、全息、AR 等
技术的运用，让舞台变得绚丽多
姿。舞剧 《唐卡》 用了三块旋转大
屏，借助光电效果，营造出寺院、
空中画室等场景，构建了多层次的
舞台空间。据了解，这个庞大的舞
台装置，动用了 3 辆卡车，跋涉 4
天，才从青海运到上海。不过，沈
勇认为，要防止舞美技术的过分使

用而侵占演员的表演空间。毕竟舞
台艺术的核心是演员，焦点在演
技。

对标先进
尚需努力

舞台艺术的创排能力，是一个
城市文化综合实力的体现。近年
来，我市的舞台艺术取得了长足发
展，从一个以戏曲为主的城市，逐
步转化成舞剧、歌剧、话剧、儿童
剧、戏曲等齐头并进的格局。

2008年以来，我市创排的舞剧
《十里红妆·女儿梦》、音乐剧 《告
诉海》、歌剧 《红帮裁缝》 连续夺
得 三 个 全 国 “ 五 个 一 工 程 奖 ”。
2016年以来，宁波市演艺集团的艺
术创作呈“井喷”状态：话剧 《大
江 东 去》、 甬 剧 《筑 梦》《龙 凤
杯》、越剧 《明州女子尽封王》《李
清照》、舞剧 《霸王别姬》 六部大
戏先后上演，在浙江省第十三届戏
剧节中，话剧 《大江东去》、甬剧

《筑梦》 和越剧 《明州女子尽封
王》 同时入围决赛，《筑梦》 和

《大江东去》 最终斩获“新剧目大
奖 ” 及 优 秀 编 剧 奖 、 优 秀 演 员
奖、优秀作曲奖、优秀舞美设计
奖，一举摘得总共 27个奖项中的 6
个，成为该届戏剧节收获最多的院
团。

2017年以来，宁波市演艺集团
再接再厉，先后将民族舞剧 《花木
兰》 和民族歌剧 《呦呦鹿鸣》、话
剧 《守护》、越剧 《藏书楼》 搬上
舞台，其中 《花木兰》 2018 年 12
月获得第十一届中国舞蹈最高奖荷
花奖舞剧奖。《呦呦鹿鸣》 多次赴
北京、上海等地演出，今年 4 月至
5 月的全国巡演引起巨大反响。截
至目前，《呦呦鹿鸣》 演出场次已
超过50场。

邹建红说，对标全国优秀作
品，我市仍有很多地方需要努力。

首先，要加大本土人才的培养
力度。邹建红这次作为文华奖评
委，接触了全国各地的众多文艺院
团。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河南的豫
剧，这个地方戏曲已连续夺得 6 届
文华奖。而浙江省获得文华奖还是
12年前，宁波唯一一次获得文华奖
是 2004 年的甬剧 《典妻》。邹建红
说，河南豫剧之所以能频频登顶，
主要是人才梯队建设比较完整，各
个年龄段，都集聚了大批人才，演
员、编剧、导演、舞美、乐队等人
才济济。本省用不完，还有能力往
外输出。比如这次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豫剧团参评的豫剧 《戈壁母亲》
的主创人员均来自河南。而我市创
排的、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剧目，主
创人员大多依靠“外援”。所以宁
波要加强本土文艺人才的培养，通
过传、帮、带，让年轻的文艺人才
迅速成长。同时，要给他们提供广
阔的舞台。

其次，要有十年磨一剑的工匠
精神。邹建红说，近年来我市虽然
创排了不少精品力作，但创排后往
往趁着热度演出一阵子，之后就束
之高阁。有些好题材没有深入挖
掘、精心打磨，十分可惜。而国内
一些院团为了打造精品，持续多年
不断投入，几代演员接力奋斗，把
工匠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次文
华奖参评剧目沪剧 《敦煌儿女》，
前后多次大改，历经 8 年，主演茅
善玉从年富力强演到现在头发斑
白。这部剧虽然没有获得文华大
奖，但称之为精品并不过分。安徽
再芬黄梅文化艺术股份有限公司的
黄梅戏《邓稼先》，前后也经历了4
年的不懈打造。

再次，要积极吸收借鉴先进的
舞台艺术成果。邹建红说，这次参
评的戏曲剧目有一个特点：传统戏
曲中程式化动作运用得比较多，在
氛围渲染、人物塑造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反观我们江浙一带的地
方戏曲，大多是“话剧+唱”的模
式，一些难度较大的戏曲传统动作
出现明显的“退化”，这是演员们
平日疏于基本功训练的结果。这次
文华奖传递出一个信号：观众的审
美在不断改变，“功夫”很可能重
回舞台，我们的戏曲演员不但需要

“吊嗓子”，还要“练功夫”，唱、
念、做、打要样样精通。

听，舞台艺术的时代涛声
——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释放的信号

20162016年年88月月1818日日，，由宁波由宁波
市演艺集团歌舞剧院创排的多市演艺集团歌舞剧院创排的多
媒体现代舞剧媒体现代舞剧《《霸王别姬霸王别姬》》在宁在宁
波文化广场大剧院首演波文化广场大剧院首演。。

（（周建平周建平 摄摄））

20172017 年年 55 月月 3030
日日，，宁波市演艺集团宁波市演艺集团
和宁波交响乐团联和宁波交响乐团联
合打造的民族歌剧合打造的民族歌剧

《《呦呦鹿鸣呦呦鹿鸣》》在凤凰在凤凰
剧院首演剧院首演。。

（（周建平周建平 摄摄））

20162016 年年 1010 月月 99 日日，，宁波首宁波首
部大型原创话剧部大型原创话剧《《大江东去大江东去》》
在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首演在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首演。。

（（周建平周建平 摄摄））

20162016 年年 66 月月 1919 日日 ，，
新创越剧新创越剧 《《明州女子尽明州女子尽
封王封王》》 在镇海大剧院上在镇海大剧院上
演演。。 （（周建平周建平 摄摄））

5月20日至6月2日，第十二届中国艺术

节在上海举行。三年一届的中国艺术节是我

国规格最高、最具影响力的艺术盛典。在中

国艺术节上评出的政府艺术最高奖——“文

华奖”更是万众瞩目，获奖作品不仅代表了

当前中国舞台艺术的最高水平，还将引领今

后一段时间舞台艺术的发展方向。本届文华

奖虽然没有宁波作品参赛，但宁波市演艺集

团董事长邹建红作为文华奖评委，全程见证

了文华奖作品的诞生。

20192019年年44月月1010日日，，宁波市小百花越剧团创排的越剧宁波市小百花越剧团创排的越剧《《藏书楼藏书楼》》在天然舞台首演在天然舞台首演。。（（崔小明崔小明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