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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华

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著名湘籍
作曲家谭盾最近再获殊荣。 威尼斯
艺术双年展将终身成就奖“金狮奖”
授予跨界创作的谭盾， 表彰其音乐
既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 又给世界
文化艺术带来创新。获悉得奖时分，
谭盾正在上海， 忙碌筹备即将在今
年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首演的新
作———发掘自敦煌手稿中的“千年
遗音”。

“近几年来，我越来越强烈地感
到：自己就像一个锁匠，每天苦苦研
究中国传统文化， 想着要用它打磨
出一把怎样精彩绝伦的钥匙， 好去
打开人类的心门， 打开世界各种不
同的灿烂文化之间尚未完全敞开的
大门。”谭盾感言。

其实，获奖对于今年8月即将迎
来“花甲之年”的谭盾而言，并非稀
罕事。从湖南湘西乡村走出的谭盾，
此前已经凭借与李安合作的电影
《卧虎藏龙》配乐，手握奥斯卡小金
人与格莱美唱片奖。 但此次威尼斯
双年展将大奖送给谭盾却颇为“跨
界”。上届威尼斯双年展期间，谭盾
获邀为中国馆的开幕创作了行为艺
术《声音河流》与影像音乐装置艺术
《活在未来》。 他用150位来自全球
的小提琴手沿着威尼斯大运河顺流
而下，且行且奏乐，让音乐沿着水流
形成了一道“声音河流”，一时成为
艺术展的焦点。在另一个作品中，谭
盾又以来自湖南、 濒临失传的古老
“女书”与现代音乐互动，向各国观
众阐释“如何让你的每一天都活在
未来”。

这些让人惊叹的创意， 是如何
萌发于60岁的谭盾脑中？

灵感并不是从天而降， 而来自
他十几年如一日的文化考古。“除了
音乐家的身份， 我会像一个人类学
家、一个考古工作者一样，去追寻和
发掘中国传统文化最深邃、最精彩、

最具精神和灵魂价值的部分。其实，
每一天我都在苦苦思索， 怎样用中
国传统文化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产生
互动和连接。”

早年间， 谭盾以自己出生之地
湖南的楚文化为灵感，创作了水乐、
纸乐，令西方作曲家惊羡。近年来，
他为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委约创作歌
剧《秦始皇》、全球巡演歌剧《马可波
罗》《茶》，视野越来越开阔，主题也
渐渐对准传统文化的宏大脉搏。一
个月前， 谭盾为在美国大都会博物
馆举办的《秦汉文明》特展创作了一
部《色彩交响乐：陶俑》。他经过考
证， 发现当年的兵马俑并非灰扑扑
的，而是有着白色、红色、紫色等多
种色彩。 于是他决定用音乐去“复
活”一个生机勃勃、色彩斑斓的帝国
之梦，演出大获成功。

“可以说，占据当今世界主流的
当代艺术，是观念性的，是从人类的
骨头、血液、记忆、思想之中，去产生
颠覆性的思考、想象力、价值。因此，
眼下所有创新都是从传统深处诞生。
而这正是拥有悠久传统的中国的优
势。”谭盾认为，中国艺术家的“美妙
时刻”才刚刚开始。“中国传统文化是
一座宝库，这不是陈词滥调。”这是谭
盾的论调。 两年前在大英图书馆，他
发现了从敦煌流失的10世纪《心经》
全谱，共有大约1500件手稿，记录着
失散千年的敦煌遗音。

谭盾心目中的“敦煌遗音”，将
在今年5月的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
上奏响。谭盾说，敦煌壁画里绘有四
五千件乐器， 他在世界各地拜访乐
器制造者，尝试着“复原”一些敦煌
古乐器。这次首演音乐会中，他将让
国人听到敦煌反弹琵琶、 唐代压脚
鼓、敦煌五弦琵琶、敦煌古代奚琴这
四种乐器。

这些乐音穿越千年， 自中国历
史深处而来，在谭盾心目中恰如“两
分钟的音乐， 复活了两千年的故
事”。

木华

当历经停播、复播风波的《白鹿原》28天后重返荧屏，敌
得过人气剧《欢乐颂2》吗？

《白鹿原》豆瓣评分9.2，《欢乐颂2》评分则仅为5.5，正午
阳光的剧集一贯慢热，这一次，节奏略显缓慢的首播集显然
也未迎来观众的口碑力挺。

业内一度预测，经历停播波折之后，会让更多的观众关
注到《白鹿原》。 但至少到目前为止，停播风波带来的高关注
度并没有转化为现实的收视率。 对于《白鹿原》和《欢乐颂2》
来说，都必须面对自己的战役：只是前者的主战场是收视率，
而后者却要面临观众口碑的考验。

原著：文学经典VS网红小说
《白鹿原》作为文学经典名声显赫，在1997年获得第四届

茅盾文学奖，被改编成同名电影、话剧、舞剧、秦腔等多种艺
术形式，拥有不同年龄层读者和观众。 而《欢乐颂》颇受年轻
书迷的喜爱，其作者阿耐作为网络写手也获得过“五个一”工
程奖。 在原作这一环节PK，《白鹿原》应该胜出。

口碑：品质剧VS良心剧
电视剧《白鹿原》由著名导演刘进执导，张嘉译主演兼任

艺术总监。 刘进曾经执导过很多影视作品，其中刘进和张嘉
译两个人多次合作，如《悬崖》《一仆二主》等品质剧。《白鹿
原》和《悬崖》用的拍摄班底基本上是同一拨人。 与刘进一样，
张嘉译也是陕西人，对《白鹿原》有着独特情感，这次一定要
拍出原汁原味的陕西风味。

作为《欢乐颂》的续集，《欢乐颂2》依旧由东阳正午阳光
影视出品。 第一部由孔笙、简川訸联合指导，第二部由张开宙
与简川訸执导。 孔笙曾执导过《前门楼子九丈九》《闯关东》
《生死线》《父母爱情》《琅琊榜》等品质剧；张开宙以《他来了，
请闭眼》《如果蜗牛有爱情》等在圈内声名鹊起；两人联手执
导过收视率颇高的《战长沙》。 观众把他们出品的电视剧称为

“良心剧”。

阵容：老戏骨VS中生代
电视剧《白鹿原》共有94位主演，400位幕后工作人员，4

万群演。
先说剧中的戏骨。
47岁的张嘉译在剧中扮演白鹿村族长白嘉轩。张嘉译可

以说大器晚成，20岁出道，直到2009年凭借《蜗居》宋思明一
角走红。 2011年，41岁的他凭电视剧《借枪》中的熊阔海拿下
电视白玉兰最佳男演员奖。 同年他因主演《营盘镇警事》《悬
崖》《心术》等获得飞天奖优秀男演员奖。

剧中扮演鹿子霖的是何冰，49岁的何冰是话剧界的实力
派，曾在1999年和2004年两度摘取戏剧梅花奖，2005年他主
演电视剧《大宋提刑官》饰演宋慈，深受好评。

北京人艺演员刘佩琦在剧中扮演白嘉轩的姐夫朱先生，
刘佩琦出演过众多影视剧深受观众喜爱，比如《离开雷锋的
日子》《大宅门》《归来》等等，曾先后获得电影金鸡奖最佳男
主角、电影华表奖优秀男演员。

剧中的女性角色白嘉轩妻子仙草， 由39岁的秦海璐扮
演，秦海璐22岁时凭借电影《榴莲飘飘》拿下电影金马奖影
后。

2016年一部《欢乐颂》捧红了剧中“五美”。“安迪”刘涛，
1978年出生，主演过《白蛇传》《天龙八部》《琅琊榜》《芈月传》
等，曾获得金鹰最佳表演艺术奖和白玉兰最佳女配角。“樊胜
美”蒋欣，1983年出生，出演过《天龙八部》《甄嬛传》《老农民》
等，曾获全国十佳电视剧演员。“曲筱绡”王子文，1987年出
生，出演过《唐山大地震》《男人帮》《如果蜗牛有爱情》等。“邱
莹莹”杨紫，1992年出生，以《家有儿女》中的小雪成为童星，
2014年凭借《战长沙》成功转型。“关关”乔欣，1993年出生，
出演过《琅琊榜》《青丘狐传说》等。 今年央视春晚“五美”携手
亮相，更让她们人气大增。 更何况《欢乐颂2》里还有靳东、王
凯等这些颜值演技并存的“圈粉王”。

所以，在阵容方面，两剧应该能打成平手。 看来85集的
《白鹿原》和52集的《欢乐颂2》同档竞争，必将在初夏的荧屏
掀起一场收视大战。

炫富
是一种精神缺钙
杨洪涛

影视作品是社会思潮的反映和社会现状的缩影。
随着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抬头， 部分影视作品开始
迎合并助推这种思潮的泛滥 ， 在影视投资 、 剧本创
作、 后期发行当中充斥着拜金主义和炫富思潮。 有的
影视作品艺术质量乏善可陈， 宣传稿中却充斥着 “投
资几亿” “搭建实景耗费几千万” “手工定制的演出
服一件几十万” 之类的内容 ， 以制造话题 、 吸引眼
球。

炫富现象也渗透到了很多影视作品的故事情节之
中。 尤其是一些反映都市生活的作品， 所传递的价值
理念和审美趋向， 透露着对金钱的各种向往和崇拜。
电视剧 《你好， 乔安》 里的乔安在家道中落、 情场失
意后心有不甘， 依然租住在豪华公寓， 租用着顶级豪
车， 似乎只有奢华生活才可以证明她活着的尊严和价
值。 在电视剧 《欢乐颂》 和 《好先生》 里， 创作者对
剧中的 “富二代” 曲筱绡和江莱不约而同地投下赞许
和认同的目光。 她们近乎偏执的占有欲， 有钱就任性
的价值观， 在华服美妆的映衬下似乎理所应当甚至值
得称道， 而身处工薪阶层的劳动者往往被描写成自
私、 狭隘、 目光短浅的 “土包子”。 还有电视剧 《亲
爱的翻译官》 里程家阳的母亲， 在挑选儿媳妇时， 眼
里仿佛只看到财产多寡、 身家几何， 所以对家境困窘
的乔菲报以轻慢和嘲弄。 这些作品中， 金钱似乎是丈
量一切的标尺， 人生理想、 生活意义、 人格尊严似乎
都可以被金钱置换， 就像电视剧 《遇见王沥川》 里面
那句刺耳的台词： “千万不要让你的自尊阻碍你的前
程”。

亿万富豪、 奢华酒会、 香车豪宅、 性感美女是这
类影视作品的标配。 创作者在潜移默化中把观众拖入
物质和本能欲望的混沌中， 然后让他们逐渐接受拜金
主义的 “洗礼”， 产生价值认同， 最后欲罢不能。

炫富的升级版叫作崇洋媚外。 时下的一些影视作
品中， 男女主角要么是留学欧美， 要么是跨国公司的
中国合伙人， 仿佛一旦跟国际接上轨， 人物形象就立
马高人一等。 他们衣着光鲜、 妆容新潮， 讲究葡萄酒
的年份、 纠结于手包的款式， 思念纽约的大街和瑞士
的滑雪场， 还偶尔蹦出一两句外语来装点一下门面，
缅怀一下过往。 这种 “杠上开花” 式的炫富， 充斥着
金钱堆砌的优越感和对西方社会浓浓的献媚。 郭敬明
执导的 《小时代》 系列电影以及全真人CG动画电影
《爵迹》 可谓将影视业的炫富现象推到了前所未有的
高度。 这些作品宣传企划的重点就是所谓影片耗资过
亿、 全明星阵容、 电影花费数千万乃至上亿元用于奢
侈品购置或特效制作等， 然后把一个个颓废而怪诞的
奢靡故事， 裹着大把的钞票和香艳的肉体 ， 抛向观
众。

古今中外的经典影视作品， 对于大众尤其是劳动
人民总是投以认可和关切的目光 。 电影 《幸福来敲
门》 里生活窘迫的父子通过吃苦耐劳、 努力奋斗赢得
了出彩人生； 电影 《蜘蛛侠》 里那个一袭蜘蛛衣的城
市英雄， 原本是个不起眼的报社职员 ； 电视剧 《渴
望》 里的普通工人刘慧芳美丽、 善良， 感动了亿万观
众； 电影 《钢的琴》 把一位下岗工人为实现女儿的音
乐梦想， 在身边朋友的帮助下用钢铁打造出一架钢琴
的故事讲述得温馨感人。 当然， 这并不代表在影视剧
中不可以表现富足的生活， 只是在创作中应该对财富
秉持一种正确的态度： 金钱只是人们获得幸福的一个
工具而已， 我们必须成为它的主人而不是奴隶 。 所
以， 影视作品应该批判各种投机取巧、 不择手段、 不
劳而获、 无病呻吟、 混吃等死、 傲慢偏见的行为。 只
有通过辛勤劳动和不懈努力获得财富， 并在致富后不
忘感恩、 回馈社会， 才值得褒奖弘扬。

炫富是一种精神缺钙。 当艺术养分不足， 价值观
贫血时， 创作者只能用炫富来虚张声势， 掩盖作品躯
壳之下空虚、 干瘪、 病态的灵魂。 殊不知， 这些用高
调炫富来掩盖先天不足的影视作品， 可能一时之间获
得观众的追捧， 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 却无形中助涨
了拜金思潮、 挑动了仇富心理、 扭曲了价值取向， 对
国家和社会贻害无穷。 所以， 奉劝那些依靠影视产业
致富的从业者， 不要炫耀自己的身家， 不要夸耀作品
的投资， 更不要把炫富当作强心针和兴奋剂注射到苍
白的故事情节之中。 艺术骨血丰满、 精神世界强健、
价值取向正确， 才是一部优秀影视剧应有的健康身
躯。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教授)

艺苑掇英

谭盾：
自己就像一个锁匠

谭盾携女书传人的演出现场。

艺苑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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