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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华

伴随着“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
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的歌声，屈原踽踽独行于汨
罗江边， 他望着平静的江水， 思绪翻涌……大型音乐剧
《屈原》以屈原投江前的最后一天为切入点，在现实与意
识交织中，串联起屈原和渔父、楚怀王、女嬃等他生命中
最重要的几个人物。 该剧共分为“满腹治国经纶，却遭昏
君冷落”“一腔爱国热忱，偏遇佞臣诽谤”“面对世事沉沦，
屈原徒叹奈何”三个部分。“我们把2300多年的厚重文化、
67万汨罗人民的虔诚信仰和几代人的文化探索， 凝聚成
一部大型原创音乐剧《屈原》。 ”该剧出品人、屈子文化园
管理中心党组书记、 汨罗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周征说:“希望这部剧让更多的人成为屈原的‘忠实
粉丝’，找到自己的‘诗和远方’。 ”

领衔主演屈原的是青年实力歌手兼演员朱烁燃。 36
岁的他饱满地演绎出了老年屈原的精气神， 相关激情唱
段也展现了他的过硬唱功。 总制作人唐佳虎说， 世人皆
醉我独醒， 屈原在我眼中就是一个极其“干净” 和有担
当的人， 从古至今他就是知识分子的标杆， 理想主义的
标杆。 我们不去神化他， 让他去吟唱、 作诗， 让他脱去
朝服， 手拿书简， 就这样走在山路上、 稻田中、 泉水
旁、 江水边。 诗人屈金星说， 《屈原》 音乐剧填补了同
类题材的空白， 作为屈原后裔， 我们倍感欢欣鼓舞。 屈
原是中国诗歌之祖、 辞赋之祖， 今天我们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 彰显文化自信， 理应从屈原、 从诗歌开始。

《屈原》 音乐剧结合了汨罗旅游文化资源与当代音
乐剧艺术， 洋溢着诗意和浪漫的色彩， 以大写意的风格
挥毫泼墨般刻画了屈原的人生观、 价值观， 着重展现他
的人生际遇、 精神人格以及生命态度。 它浓缩了高水准
的音乐剧精华与屈子文化精神的现代性表达， 可以为观
众带来具有思想深度与艺术性的双重观赏感受， 符合话
题性纪录片的市场口碑。

音乐剧 《屈原》 由北京晴朗星空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CEO唐佳虎担任总制作， 知名导演刘能一执导， 内地
男演员朱烁燃在剧中饰演屈原。 其主创班底还囊括了中
国著名音乐制作人郑君胜和郑君利、 青年女高音歌唱家
王莉、 青年舞蹈家曾明、 刘芳等多位专业演员。 仅用3
个月完成编排， 既是对屈子的“祭”， 也是对汨罗的
“扬”。

出生于汨罗的唐佳虎说， 音乐剧 《屈原》 的创作
过程邀请了中戏、 国戏、 北舞、 北电、 上戏等各大学院
教授。 “从正式立项到现在， 大家一直怀着满满的动力
进行研讨、 创作与筹备。” 导演刘能一则表示： “屈原

是传统文化的根和魂， 也具有现实意义， 当观众看完
剧， 一定会带着力量离开。” 音乐总监郑君胜说： “这
个剧让我非常感动， 能和世界上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
屈原用我们的舞台语言跟他做一次沟通， 一次零距离对
话， 把它变成一个作品呈现给全世界， 我们非常荣幸。”

重回2000多年前的汨罗江畔， 凝望屈原生命的最后
24小时， 感受“惊天一跃” 定格的民族文
化标高， 与历史进行一场超时空的精神对
话。 今年端午节期间， 汨罗将在屈
子文化园和屈子书院开演大
型原创音乐剧 《屈原》。

刘继兴

毛泽东曾写了一首 《七绝·屈原》： “屈子当年赋楚骚，
手中握有杀人刀。 艾萧太盛椒兰少， 一跃冲向万里涛。” 他赞
赏屈原作品中的“刀子” 精神， 以“万里涛” 言其跃得远，
以“冲” 言其勇猛， 歌颂其为坚持真理而献身的惊世之举。
寥寥28个字， 深刻形象地刻画了屈原的爱国情怀、 浪漫气质，
更揭示了以文做匕首、 以死醒世的战斗精神。

早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 毛泽东就痴迷 《楚辞》，

对屈原很是崇拜。 那时他做了一本专门的听课和读书笔记，
取名为《讲堂录》。这本笔记共47页、94面，第一页就是毛泽东抄
录的屈原的 《离骚》 和 《九歌》。

毛泽东在很多外交场合向海外推介这位先贤。 1954年，
来访的印度总理尼赫鲁离京到外地访问， 到中南海勤政殿向
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辞行。 毛泽东当场吟诵了屈原 《九歌·少
司命》 里“悲莫悲兮生别离， 乐莫乐兮新相知” 的诗句， 来
表达对尼赫鲁的友好之情， 并向他介绍了屈原的生平。 日本
首相田中角荣来华访问， 毛泽东送的礼品也是一部 《楚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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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子珩

汨罗屈子祠九曲回廊，由门楼进入，依次建
有“天问坛”“离骚阁”“九歌台”“九章馆”“招魂
堂”“垂花门”“独独亭”“思贤楼”等九组建筑。 与
这些建筑相辅相成的是碑林长廊， 它将亭台楼
阁“链接” 起来。 碑林位于屈子祠东侧， 占地
16,200平方米。步入碑林，一块笔迹遒劲潇洒的
“屈原碑林”匾额映入眼帘，这是由当代著名书
法家、政治家、教育家楚图南先生题写的。 碑林
上有黄瓦盖顶，下用红柱支撑，金碧辉煌，黑色
大理石的碑林仿佛散发着墨香。 碑林集全国三
百多位书法家之大作，嵌碑356块，分别镌刻着
屈原的25篇作品和言简意赅、词语精美的题词。
楷、行、草、隶、篆、魏碑、甲骨等字体应有尽有，
仅“求索”两字便有8处之多，风格造型各臻其
妙。这些风格各异品相多姿的书法作品，让人耳
目一新，回味无穷。 有理由说，这座碑林堪称中
国的一部文字书法发展史。 这些建筑都是依据
屈原作品内涵创意建造的。观瞻碑林，品味屈原
的作品，缅怀先贤，一个有思想有良知的人心中
的涟漪会随之起伏。

“天问坛”修建在甬道的中轴线上，门首一
尊屈原塑像巍然伫立。 他昂首长叹，双手平举，
似在向天呐喊：“比干何逆， 而抑沉之？ 雷开何
顺，而赐封之？ ”经过“天问坛”便是“离骚阁”，赵
朴初先生题写的“离骚阁”三个字醒目地展现在
游客面前，阁中陈列有各个时期各种版本的《离
骚》。 其中一块四面环刻高达5米的《离骚》雄
伟主碑格外醒目， 巨大的石碑上镌刻着湘籍著
名书法家夏湘平先生书写的《离骚》全文。 值得
一提的是，《离骚》碑全文2500余字洋洋洒洒，潇
洒雅逸，大气磅礴，自成一格，纵横成意象，文情
墨趣， 交映辉耀， 如一气呵成。 其中，180多个
“兮”字结构多有变化，笔画有粗细，距离有疏
密，各不重复，令人叹为观止。 这是夏湘平1993
年闭门谢客15天苦心创作的成果。

西边廊坊内，欧阳中石、张书范、苏适等著
名书法家分段书写的《离骚》，以别开生面的形
式衔接成长卷， 东边廊坊内则是薄一波、 张爱
萍、杨得志、贺敬之、李铁映、胡绳、沈鹏等国家
领导人及著名书法家的题词。 东西侧两廊坊墙
壁上临摹有明朝陈洪绶作的《离骚图》。 睹物思
人，一种特别的情愫油然而生。《离骚》是屈原的
代表作，如果说《天问》中的质疑与愤慨还是含
蓄的，有节制的话，《离骚》则直接敞开了胸臆，
以犀利之笔抨击了时弊和邪恶势力。

吴梦卓

在我国传世的古代名画中，以“端
午”为主题的为数不少。品赏这些传世
名画， 独特浓郁的传统文化气息跃然
纸上、沁入心田。 端午节的发端与楚
文化紧密相连。 楚文化有着一种神秘
的气氛，巫山云梦，幽谷茂林，让人们
多一分神思仙念。 在文人画家的视野
中，屈原是忠君爱国的典范。在明代画
家朱约佶的笔下， 岩下仰天而坐的屈
原傲骨临风，摆脱了儒家对屈原的“夫
子”化的诠释；近代画家傅抱石笔下，
披头散发的屈原望向滔滔江水， 悲愤
之情油然而生，江岸的杂草荒芜、远景
的水天苍茫，不免让人诵出《天问》的
苍凉歌调； 当代画家王西京笔下的屈
原，有了更明确的风骨格调，大胆洒脱
的勾线与明快清晰的留白， 彰显了中
国人物画的精湛技艺以及笔墨黑白的
独特魅力。 这些画充分体现了士人风
骨与悲愤情怀， 铁骨铮铮的端午粽色
渗透着对屈原精神大美至颂的祭拜。

节日不仅仅应当是悲壮的缅怀，
也应有适宜的欢快。我们可以想象，楚
人在此日身穿飘飘白衣， 在江边举行
奉粽投江的仪式后，锣声一响，便有了
龙舟比赛的欢声笑语。 前者是对先人
和风骨的传习表彰； 后者纯属普通百
姓劳作之余的心力舒展。 在五月波澜
舒缓的江面， 我们可以感受到人们面
对万里江山的壮阔胸怀和对家乡故土
的深深眷恋。

在端午节这个传统节日， 家家户
户有挂艾叶菖蒲以僻邪驱瘴的习俗。
齐白石的《五日吉祥》，艾叶偏倚右侧，
菖蒲居左，浓墨勾茎不失“剑气”。简单
几笔便微妙地表现出粽子的棱角转
折，浓墨乾笔写出棕绳，旁搭配造型简
洁的酒壶、酒杯。 齐白石的《端午》里，

一盘红樱桃、两个粽子，巧妙点出作品
的主题。 凸现出老人节日的欢愉及生
活的热情，诗一般隽永感人。《端午美
味图》已是齐白石老人最晚年之作。雄
黄酒、咸鸭蛋、粽子、荔枝、樱桃，都是
端午节应景之物，白石老人以少胜多，
以寥寥几笔将之描绘得淋漓尽致，让
人有酒温果鲜之感。此等形象，在前人
画作中极其少见， 他们代表了与普通
人同乐同忧的东西， 蕴涵着朴素的思
想感情。

走在5月清晨的山路上，嗅着朦胧
晓寐的爽然空气，那种“零露漙兮”“清
扬婉兮”的诗情画意油然而生。 然而，
多数人不是为诗而去， 而是要赶在太
阳升起的一刹那， 在山谷中采撷含露
的晓艾。《诗经》里有一首《采蘩》，“蘩”
就是艾。《本草纲目》说：“艾叶取太阳
真火，可以回垂绝元阳。 服之走三阴，
而逐一切寒湿，转肃杀之气为融和。 ”
这颇合《周礼·月令》在谈及季夏之月
阳气升腾的道理，在古人看来，艾是祝
融之神的恩赐。艾的功效有许多，以艾
入灸可以治风湿筋佝； 陈年老艾可以
治一切夏季流行瘟疫。于是，在平民百
姓那里艾成为驱鬼的“钟馗草”，成为
日常生活的必备用品， 也演变为一种
求得健康、驱除瘟疫的民间符号。每当
端午这一天， 长沙大街小巷充斥着叫
卖艾草的声音， 人们买回一束艾蒿和
菖蒲，回到家里挂在门前……

为中华文化所折服的西洋画家郎
世宁，也来凑端午的热闹。温润厚重的
青瓷花瓶、瑰丽华美的夏日之花，衬着
青青的艾叶，透出繁荣的五月景象。几
枚古铜色的包粽、一盒花果，画面烘托
的是“富贵吉祥”的安康知足。

一枚粽叶，将自然、季节、人生包
合在一起，成为衣食，成为健康，成为
文化，成为生活。

毛泽东为何推崇屈原
艺海拾贝

艺林风景

音乐剧《屈原》：

演绎屈大夫生命的最后一天
翰墨飘香

翰墨飘香

画说端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