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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美桦

以民乐来诠释《九歌》，真是相得益彰。
埙在黑暗中响起，悠远而深邃。沅水之滨。春夏

之际。森林莽莽，鸟语花香的山谷空坪。放逐的屈原
行吟、求索于湖湘大地。帷幕缓缓拉开，一袭白袍的
屈原，怆然而来。 著名古琴演奏家陈雷激饰演的屈
原，端坐抚琴，沉郁而叹：“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
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古琴清冷而深沉的旋律，舞台幽冥而古意十足
的布景，多媒体民乐剧《九歌》序曲篇《离骚》，将人
们带入了远古的战国时代。

《九歌》的舞台呈现方式：古乐弥漫，巫骚意蕴，
拙朴而灵动，悲怆而唯美。 有些场景，有些片段，就
那么存留在心头，召之即来，挥之不去———

黑暗中响起渔父的吟诵：“沧浪之水清兮，可以
濯吾缨……”在渔父的吟诵过程中，灯光渐亮，江边
渔父一边口中念念有词，一边从鱼竿的钓钩上拿下
被钓中的大鱼并放入鱼篓中。 渔父韵白一遍之后，
继续以渐弱的声音重复，而屈原的韵白则在苍穹间
高昂地响起：“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
醒……”屈原的韵白与渔父的韵白形成了二重唱般
的形式。屈原声音铿锵地念着，时而低头沉吟，时而
仰天抒怀，缓缓走向大树下的古琴。 渔父吹起了长
箫。箫声中，屈原若有所思地在古琴前慢慢地坐下，

拨动了古琴的琴弦……
二胡演奏家张音悦饰演的湘夫人出场，华衣丽

服，仪态万方。“湘夫人”一曲以二胡奏起，细腻、缠
绵、哀戚、柔美。“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
言。 ”二胡的音色忧郁、内敛，仿佛琴弦与心弦一脉
相通，丝丝入扣的乐音渗进听者的灵魂，令人柔肠
百转。而妩媚动人的山鬼，吹奏着清丽悠扬的长笛，
带着原始的气息游走着； 深沉的河伯则弹奏起琵
琶，充满了沧桑感。笛子伴着打击乐，这是舞台气氛
最为活跃生动的一场。“国殇”部分极为悲壮，埙、唢
呐、打击乐及乐队的合奏带来的力度与节奏使悲壮
感得到强化，震撼人心，感人至深……

《九歌》以屈原作品《九歌》为线索和主体骨架,
全剧共11曲, 分别是离骚(序曲)、 天地、 生死、 渔
父、 爱情、 山水、 国殇、 香草、 问天、 沉江、 礼
魂(终曲)， 展示了屈原在湖湘大地求索、 寻道、 问
道、 殉道的心路历程。 古琴、 二胡、 阮、 笙、 笛、
埙、 箫、 鼓等乐器纷纷奏响 ,渔父、 湘君、 湘夫
人、 山鬼、 河伯等人的形象呼之欲出， 与屈原问
答相动。 剧中还有湖南方言吟诵、 原生态歌舞茅
古斯、 官民祭祀等湖南民俗文化。 演出中多媒体
投影微电影、 动画、 绘画， 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
剧情。 古琴深沉悠远的音韵， 最适合表达屈原的
内心活动与情怀风骨； 笛子灵动的音色、活泼的吹
奏，出色表现了山鬼的灵性、美妙，类似人声、如歌

如泣的二胡音色，深刻表达了湘夫人与湘君之间的
深情；“问天”一章大胆运用了不同节奏、音色的人
声复调来呈现多层次的精神活动。 音乐中除了古
乐、民族音乐音色外,还加入了大量的湖湘因素，譬
如湖南花鼓戏等地方戏曲的借鉴、融合、重组，使得
湖南当地的原生态音乐在严谨的音符组合下，糅合
了粗狂与柔美的冲击感、矛盾感，同时又不失音韵
的流畅感与美感。

湖南省演艺集团出品的多媒体民乐剧《九歌》，
以湖南省歌舞剧院民族乐团为班底和主创，该剧由
湖南省歌舞剧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专家杨霞担任艺术总监，音乐总监由四次
文华奖获得者、著名作曲家刘振球担纲，作曲特邀
获文化部“文华音乐作品创作奖”、中国音乐学院作
曲家、湘妹子刘青教授担纲，特邀中国广播民族乐
团指挥、国家一级指挥家张列执棒，著名国家一级
导演谢晓泳担纲民乐剧总导演，湖南作协副主席龚
旭东担任编剧。 省歌舞剧院副院长、国家一级演奏
家张音悦担任项目总监，著名古琴演奏家陈雷激主
演，称其阵容强大毫不为过。该剧获得“国家艺术基
金资助项目”， 主创团队历时三年多的精心研磨成
绩显著。

以多媒体民乐剧的形式表现屈原及其重要作
品，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尝试。《九歌》“跨界”，余音袅
袅，令人耳目一新。

永远的长征
张帮俊

关于纪念红军长征的影片很多，北京电视台《档案》栏目摄制的九
集大型系列纪录片《红军不怕远征难》别开生面，纪念80多年前那场
伟大、悲壮、英雄的长征。

作为历史纪录片，《红军不怕远征难》着重于对历史档案的深度挖
掘。通过尘封的旧信件、老物件来回顾长征往事，讲述发生在长征路上
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当年长征并没有留下太多的影像记录，为了更
好地还原真实的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尝试运用三维地图、实地讲
述、角色扮演和实景演绎相结合的方式，使得故事呈现更加逼真，史实
更加全面，也能给观众带来真实的视觉效应。

双“主持人”的方式，在此片中让人耳目一新。 主持人谭江海通过
语言的讲述，让观众详细了解长征是如何一步步进行的。 而石凉则是
以“亲历者”的身份参与到长征中去。 他演绎了多个不同的红军角色：
阻击阵地上浴血奋战的战士，乌江上枪林弹雨中架桥的工兵，带领突
击队飞夺泸定桥的英雄连长等。 通过他的演绎，你能感受无数英勇红
军战士的无畏与牺牲，长征的艰苦卓绝。 同时，为了更好地真实再现，
片组还实地去了长征路上很多重要的地方，比如，湘江、大渡河、遵义。
站在这些故地回望历史，能让观众带来最真切的现场感、情境感和贴
近感。

《红军不怕远征难》共九集，分别为“长征、热血、远征、转战、星火、
奇兵、飞渡、冰锋、绝地、铁流”。这也是对一部长征史的高度概括。湘江
血战、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都在片中
得到表现。看红军长征，看到的是过五关斩六将的惨烈，是狭路相逢勇
者胜的英勇，是自我牺牲的壮烈，是血与火中筑成的生死情，是与百姓
的鱼水深情。

长征是史诗般的伟大创举。 它不仅是领袖伟人的长征，更是千千
万万有名、无名的红军战士用鲜血与生命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对于他
们，我们更不应忘记！ 以长征为历史大背景，突出红军战士个体形象，
这些有血有肉的红军战士就好像活在我们的身边，仿佛我们跟着他们
一起长征、战斗。片中许多红军战士把最宝贵的生命奉献给了长征。他
们虽然倒在了长征路上，但他们的精神与形象却永远矗立在长征胜利
的丰碑上。这些红军战士精神，一次次感动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更透彻
地阐明了主题，那就是：“信仰在心，何惧万难。 ”

永远的长征，不朽的英雄精神。 那波澜壮阔的伟大长征尽管已过
去82年，硝烟早已散去，然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长征精神仍旧熠熠
生辉。

谢海斌

我自幼时始即好涂鸦， 常以画刊为摹本
临习。 书中人物、 山林虫鸟、 垄田草卉， 无
不一一描绘。 虽画笔稚拙， 然乐在其中， 丹
青之梦， 亦由此萌生。

后负笈从师， 入读艺术专业， 幸得唐凤
鸣先生影响和教诲， 专习国画， 初通运笔施
色之法， 笃爱描山摹水之趣。 其后读研， 受
业于山水画大家曾晓浒先生。 先生躬亲垂
范， 耳提面命， 令我受益良多。 其书画诗文
之精辟见解， 时过境迁， 言犹在耳； 大师风
范， 高山仰止。 其间， 又幸得博导王金石先

生不吝赐教， 常于旁侧观摹先生作画 ， 得
益良多。 然我生而愚钝 ， 性亦疏懒 ， 兼
好交友宴欢 ， 又为世俗名利所惑 ， 混迹
俗世， 疏于动笔， 荒废艺事， 深自汗颜， 愧
对恩师。

之后幸得宋子正先生点醒， 方觉初心未
改。 重执画笔， 竟已钝如生铁， 重若千斤。
虽利用工作之余勤加练习， 每年习作近百，
略有长进， 然仍感运笔板滞， 画意粗劣， 无
以示人。 故常深恨于俗务缠身， 笔不由己，
画不如人。

有画友勉之： “勿以成名成家为念， 勿
以参展获奖为荣， 勿忘孩提幼时之心， 画好

喜之， 画恶释然。” 得闻良言， 如醍醐灌顶，
茅塞顿开。 画本由心， 心之所至， 则笔随意
遣； 境由心造， 心有旁骛， 自意乱笔拙。 我
虽天资愚钝， 根基浅薄， 然心向往之， 乐之
好之， 自当顺性由心， 笔耕不辍。

近年来， 数游京浙皖， 几上太行， 遍访
湘楚名胜， 既倾心于江南水乡之柔美秀丽，
亦思慕北方山石之雄浑刚雄。 笔下山水亦多
了些恬淡闲适、 清幽古朴之风。 常思画中和
画外胜景， 可望可及， 可游可居。 希冀有朝
一日寻其一处， 闲居静修， 脱尘嚣之束缚，
弃名利之敝屣， 得心灵之清静一隅， 成化外
之画者半生。

周洪林

今年11月8日，是第19个记者节。 记
者节是新闻工作者的节日，与护士节、教
师节和医师节是我国目前仅有的四个行
业性节日。

记者是一个承载着光荣与梦想的职
业，又是充满挑战、需要激情、不怕艰辛、
固守责任的行业。 1937年11月8日是中华
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简称“中国记协”）
的前身“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成立的
日子。 1999年，中国记协建议将这个日子
定为每年的“记者节”，并于次年8月1日
获国务院批复同意。 为纪念新中国第一
个记者节，中国邮政于2000年11月8日发
行了《记者节》纪念邮资明信片一套1枚，
明信片邮资图案是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
协会（简称“中国记协”）办公大楼，大楼
上端缀有会徽。 会徽图案由“中国记协”
英文缩写字母“ACJA”组成，左右两边的
“CJ”构成心形、笔形图案。 明信片左边图
案印有《人民日报》、笔记本电脑、照相
机、钢笔、稿纸、钟表、卫星地面接收器及
网络传递图形， 喻意新闻采访和报道是
属于全人类，而数只飞翔的小白鸽，则象
征21世纪的新闻信息将更快、 更广泛地
传递到地球上的每个角落， 一条红色飘
带给人以喜庆之情，图案中心有“11·8”
阿拉伯数字。

2017年11月8日， 中国邮政发行了
《记者节》纪念邮票一套1枚。 邮票图案采
用了具有现代感的构成手法及色彩表达
方式。 画面中的钢笔象征了记者秉持弘
扬民族精神、 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责任
的专业精神和自信风范。 两侧的线条及
方点构成的两个圆形图案分别隐喻地球
和现代网络体系，表示在新媒体时代，新
闻传播媒介所呈现出的多元化、 全球化
的发展态势。 画面中麦克风、摄像机、录
音笔等形式各异的采编设备图标， 结合

卫星及地面发射站等元素， 突出了当代
记者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在我国发行的人物类邮票中， 一些
堪称中国红色记者的人物曾多次出现在
方寸之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85年
11月5日，原邮电部发行的《邹韬奋诞生
90周年》纪念邮票一套2枚，第一枚为邹
韬奋画像，第二枚是周恩来的题词。 两枚
邮票采用横连票设计，背景为文稿稿纸，
主题鲜明，寓意深刻。 此外，有3位外国记
者曾走进中国邮票。 1985年6月25日，原
邮电部发行的《中国人民之友》纪念邮票
一套3枚，邮票图案以肖像画呈现了三位
著名的美国作家和记者， 他们是艾格妮
丝·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埃
德加·斯诺。 史沫特莱自1928年底以德国
《法兰克福日报》 特派记者身份来中国，
真实记录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人民军队的革命战争， 对中国人民的
正义斗争给予了热情支持和同情。 斯特
朗曾６次来中国， 其报道几乎包括中国
革命的整个过程，自1958年后定居中国，
并继续向全世界报道中国的社会主义建
设成就。 斯诺曾于1936年冒生命危险深
入陕北革命根据地，于次年写成《红星照
耀中国》（即《西行漫记》），首次向全世界
介绍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
征。

《玉龙飞驰》：
展现中国高铁人的

奋斗历程
贾艳

10月22日，湖南省湘剧院新创大型湘剧现代戏《玉龙飞驰》
再次登上湖南大剧院的舞台， 先后参加第六届湖南艺术节新创
大型舞台剧目展演和全国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展演（湖
南分会场）。 该剧以新颖的题材、出色的表演和独具匠心的艺术
表现形式，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获得评委和观众的认可。

湘剧《玉龙飞驰》由谢柏梁、吴胜忠编剧，张平导演。 作为我
国首部高铁题材的剧目， 该剧以中国高铁在全球范围的强势崛
起为背景，通过田晓龙工程师、方美凤、莺莺等科学家群体感人
肺腑的情感纠葛、人格建构与矢志不移的报国情怀，展现出中国
高铁人从被动模仿到自主创新， 从大而不强到成长为世界高铁
领军团队的艰难而辉煌的奋斗历程， 彰显了当代知识精英科研
报国的理想情怀和团结奋进勇于创新的新时代民族精神， 呈现
了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沧桑巨变的一抹缩影。

《玉龙飞驰》是以原中国高铁南铁（株洲）公司为背景原型，
根据中铁集团近年来在科技创新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果， 结合
科研人员在高铁研发过程中的感人事迹， 创作的一部现实主义
作品。 为确保艺术作品的真实性与生动性，湖南省湘剧院及创作
团队曾多次前往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进行实地采风。

“在二度创作过程中，为展现该剧的工业气息，我们坚持中
国戏曲意象化的美学特征，综合运用戏曲艺术的表现手段，充分
发挥现代化的创作手段，舞美设计上运用全息投影技术，实现影
像与实物的结合，营造身临其境的氛围，呈现湘剧舞台上前所未
有的艺术尝试。 ”该剧导演张平说。 此外，《玉龙飞驰》的音乐同样
别出心裁，同时运用高腔和弹腔，拓展了湘剧传统声腔艺术的表
现力，激发湘剧音乐艺术的潜质魅力。

艺苑掇英

《九歌》：
千古回响的民族旋律

引子《离骚》中，屈
原扮演者著名古琴演
奏家陈雷激（右一）。 影视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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