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周 刊2021年3月1日 星期一

第9-12版 每周一出版

第453期 收稿邮箱：xueshujiayuan@126.com

周刊主编：王小宁

本刊编辑：谢颖 杨雪 张丽 郭海瑾

校对/胡颖 排版/侯磊

看看看 文化文化 诗词诗词诗词 鉴赏鉴赏

潮流
观察艺路艺路

100100

一、戏曲的传播与传承同
等重要

文化周刊：春节期间，《典籍里
的中国》、河南春晚的《唐宫夜宴》等
电视节目热播，让蕴含其中的传统
文化又“火”了起来，也从中可见传
播的重要性。您一直致力于戏曲艺
术的传播，在您看来，作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戏曲，特别是近百年来，
有没有在哪一阶段或者哪些阶段也
曾盛极一时、万人空巷？

白燕升：说到戏曲史上的繁荣
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是上世纪二三
十年代，当时不只是一个地区、一个
剧种的繁荣，而是全国各地多个剧
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传播范围
上，最具影响力的有北京、天津、上
海、武汉这几座“戏码头”，可以说是
汇聚了当时全国各个剧种的名角
儿。在剧种的传承传播上，京剧的影
响力遍及大江南北，成为深受全国
观众欢迎的剧种；评剧、豫剧、越剧
等剧种也不断发展完善，分别在北
方、中原、上海和浙江等地形成了各
自稳定的受众群体；此外还有陕西
的秦腔，山西的晋剧、蒲剧，湖北的
汉剧、楚剧，四川的川剧等等，都是
深受当地戏迷喜爱的剧种。

戏曲繁荣最重要的表现之一是
各个剧种涌现出了一大批名家名
角，比如京剧“四大名旦”梅兰芳、程
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前四大须
生”余叔岩、言菊朋、高庆奎、马连
良，还有麒派老生创始人周信芳、武
生大家盖叫天、花脸大家金少山等
等，可以说是数不胜数。许多流行于
当今舞台的戏曲艺术流派，都是从
那个时期形成发展起来的。

当时名角所到之处可以说是万
人空巷，上至富商权贵、下至贩夫走
卒竞相追捧。以大家非常熟悉的京
剧“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为例，
用“台上男人皆欲娶，台下女人皆欲
嫁”来形容他的受欢迎程度一点也
不为过。当时《申报》有篇文章谈到
梅兰芳到上海演出的盛况说：“一有
梅兰芳到上海来的消息，上海的茶
馆酒铺里，大家兴高采烈，谈论的无
非是梅兰芳。家人聚话，店伙闲谈，
谁不要提及他？梅兰芳一到上海，居
住的旅社门前，聘他的舞台阶下，人
头济济，都想一瞻他的风采。梅兰芳
不来上海便罢，梅兰芳既来上海，上
海人不去看他的戏，差不多枉生一
世。所以当去包脚布，也要去看他一
回。上海人有儿子的，就发生教儿子
将来也要唱戏，做第二个梅兰芳的
心思。”由此可知那时戏曲和戏曲名
角的影响力。

文化周刊：您曾连续16年主持
央视春节戏曲晚会，还担任过此节
目的总导演，此后又独立制作并主
持戏曲节目，为的是将戏曲的魅力
传递给观众，让戏曲这门艺术得以

传播、传承。您认为，传播与传承的关
系是怎样的？

白燕升：近年来，我带领团队行走
全国，和山西卫视合作打造了《伶人王
中王》《全国青年戏曲演员电视擂台
赛》；和河北卫视合作打造了《谁与争
锋——京津冀河北梆子十大名旦诞生
记》；和湖北卫视合作打造了《戏码头》
并推出了《全国大学生电视戏曲挑战
赛》《中国好搭档巅峰挑战赛》等特别
节目，2020年9月7日至14日又推出
了《全国青年戏曲挑战赛》；和西安广
播电视台合作打造了《擂响中华》，在
2021年元旦期间推出了《〈擂响中华〉
第三季——中国戏曲十大青年领军诞
生记》。这些节目既有名家竞技，又有
青年演员比赛，还有针对大学生戏曲
爱好者的比赛，总而言之，就是期望围
绕戏曲传承和传播做一些实实在在、
雪中送炭的事情。

以上这些节目几乎都入选了国
家广电总局“广播电视创新创优节

目”。2020年9月28日，第26届电视
文艺“星光奖”颁奖，北京卫视《传承
中国》，西安广播电视台《擂响中华》
（第一季），河北卫视《谁与争锋——
京津冀河北梆子十大名旦诞生记》，
湖北卫视《〈戏码头〉全国大学生电视
戏曲挑战赛》等四个节目入围“优秀
电视戏曲节目”奖。其中，后三个节目
都是我的团队策划的。最终《谁与争
锋》荣获大奖。

通过这些年的实践，我更清楚认
识到，当前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酒
香也怕巷子深，因此戏曲的传播与传
承同等重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传播
显得更加迫切。传播与传承都是构建
良好的戏曲发展生态的重要内容，相
辅相成，缺一不可。传承是基础，只有
把戏曲艺术的精华完整地继承下来并
有所发展，才能为传播提供坚实的内
容支撑；传播是途径，只有让更多人尤
其是年轻观众接触了解喜爱戏曲，才
能让戏曲真正传下去火起来。

遗憾的是，当前研究传承的多，研
究传播的少，真正具有传播意识的演
员就更少了。传播是什么？是要善于利
用现代传播方式，琢磨受众心理，寻找
共同语言，创造出有内涵和吸引力的
内容，才能真正引发普遍共鸣。王珮瑜
为什么“火”，除了她的艺术功底之外，

更重要的是她具有现代传播意识，找
到了“京剧清音会”这个表现形式，并
善于借助综艺节目等有效媒介，形成
了自己的个性品牌，所以才能让成千
上万的年轻人记住她喜欢她，进而喜
欢上京剧。像王珮瑜这样有传播意识
的戏曲演员，当下实在是太少太少了，
如果每个剧种都能多几个王珮瑜这样
的艺术与流量兼具的明星艺术家，戏
曲何愁火不起来？

二、注重传播内容 增强戏
曲艺术的魅力

文化周刊：能否举例说明，戏曲艺
术的传播应该注重哪些内容？

白燕升：戏曲是中华传统文化的
瑰宝，对它的魅力，我们应当有足够的
文化自信。比如，梅兰芳三次访日、一
次访美、一次访苏，加快了戏曲对外传
播的进程，这是他的伟大之处。梅兰芳
最早到国外演出是1919年访日演出，
1924年和1956年他又两次访日。梅
兰芳在日本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上至
首相，下至出租车司机，几乎人人都知
道梅兰芳。他1930年访美和1935年
访苏同样产生了巨大影响，让中国戏
曲在美苏主流社会引起关注，冲击了
美国好莱坞的“硬汉”传统，刺激了斯
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等欧洲戏
剧家拓展了东方视角。这些既是梅兰
芳个人的成功，也证明了戏曲的魅力。

值得一提的是，梅兰芳访美85年
后，又有一位中国京剧艺术家访美演
出取得巨大成功，她就是张火丁。
2015年9月，张火丁在美国纽约林肯
艺术中心上演《白蛇传》和《锁麟囊》，
门票在开演前3天就已经售罄，能容
纳2500人的剧院座无虚席。美国最有
影响力的媒体之一《纽约时报》用了4
个整版的篇幅进行报道，称：“梅兰芳
之后，又有京剧巨星访美。”这和该报
85年前对梅兰芳访美的报道力度是
一样的。

梅兰芳访美演出之所以能取得成
功，和他的传播策略是分不开的。早在

访美之前，梅兰芳的团队就整理编撰
了许多介绍中国戏曲的文章、书籍，请
人翻译成英文之后提供给美国报刊刊
登，他们还专门雇用了两名美国人在
美国报刊上持续报道梅兰芳的演出资
料和照片，让梅兰芳尚未出国就已经
被广大美国观众知晓。在剧目选择和
演出时间上，也都针对美国观众的习
惯进行了调整，既体现戏曲传统，又保
证内容多样化。张火丁的访美演出同
样如此，在张火丁赴美之前，主办方就
通过各种广告方式进行了预告。为了
让美国观众看懂，演出前，主办方邀请
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和密歇根大学教
授陆大伟为观众讲解相关剧目。

此外，还有一位艺术家也是中外
人文交流的典范，她就是国宝级戏曲
大家裴艳玲。如果说梅兰芳是把女人
演透了，裴艳玲就是把男人演透了。早
在上世纪90年代，她就被新加坡政府
特批，作为永久居民，担任政府文化顾
问。她曾到意大利、法国、瑞典、丹麦等
多个国家讲学，法国专门为她拍摄了
讲学纪录片，更有主办方为邀请她作
一次讲座付出5万美元报酬。她还曾
在香港开办戏曲科班，培养了数以百
计的海外学生。

这些事例证明，戏曲艺术的魅力
是超越时间、超越国界、超越语言障碍

的，我们对此应当有充分文化自信。只
要戏曲人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做好充
足的文化准备，找到不同文化之间的
连接点，即人性和情感，同时加强自我
修为，全方位提升台上台下的个人魅
力，就能够带动民族文化走向世界。无
论是国内传播还是对外文化交流，一
是要针对目标受众，寻找和设计合适
的传播内容，最重要的内容首先是演
出本身，其次还包括必要的导赏、文化
背景介绍、演员资料等等。只有围绕内
容展开深入推介，才能吸引并引导观
众更好地理解欣赏；二是要采用更有
吸引力的方式，让传播更有参与性互
动性，增强观众的兴趣和体验。我们打
造的《伶人王中王》《谁与争锋》《中国
好搭档》等节目，是用名家竞技的方式
吸引观众；《全国大学生电视戏曲挑战
赛》则是用比赛方式来激发大学生学
习传播戏曲的热情。又比如《擂响中
华》第二季，我们采用了融媒体大直播
的方式，通过电视及十几家网络平台
同步直播比赛进程，仅总决赛一场网
络同时在线观看人数就超过了 160
万，本次比赛新媒体受众过千万，充分
证明了节目的传播力。

三、挖掘多种方式 让戏曲
走进人们心中

文化周刊：近年来，特别是疫情期
间，云上戏曲展演、线上戏曲演出等成
为人们主要观演方式，在一定程度上
开拓了传统艺术特别是传统舞台艺术
的传播方式。这与传统剧场演出的不
同之处在哪里？它们有没有共通之处？

白燕升：疫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也影响甚至改变了许多行业的格局。
云剧场和线上演出在一定程度上满足
了疫情期间观众观看戏曲演出的需
求，扩大了演出覆盖面，它的价值不可
否认。但未来能发展到什么地步，达到
什么效果，现在下结论言之尚早，还需
要再进一步观察探索。

相比传统剧场演出，线上演出因
为有了电视和网络手段的介入，让观

众有了许多新体验，比如观众数量可
以无限增加，并且消除了现场观看时
不同座位造成的视角差异；通过摄像
机镜头，可以更近距离地观看到表演
细节；通过直播间和弹幕，戏迷可以进
行实时互动。但也要看到，许多线上演
出的信号不够稳定，画面不够清晰，视
角单调或是切换无序，大大影响了观
看体验。

线上演出改变的只是观赏方式，
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演出本身。无论
是传统剧场演出还是线上演出，演出
本身的质量仍是第一位的，需要演员
全身心地投入，不能因为现场是否有
观众而区别对待。另外，包括戏曲、话
剧在内的戏剧艺术作为一种剧场艺
术、现场艺术，是台上演员和台下观众
共同完成的，现场观众对演员表演的
反应、回馈和掌声也是演出不可缺少
的灵魂，没有现场观众，观演关系就缺
失了一半。包括戏曲在内的戏剧艺术，
它的生命力永远在剧场、在舞台上，并
有赖于观演关系的良好互动和共同完
成。这种现场性是电视和网络技术手
段难以替代的，身在现场才是真正的

“零距离”。当然我们也应当积极挖掘
电视和网络的传播价值，通过线上演
出的传播普及，吸引更多观众走进剧
场，现场感受戏曲的魅力。

对戏曲传播与传承的思考
——山西传媒学院教授、著名戏曲节目主持人白燕升访谈

本报记者 郭海瑾

编者按：

2021 牛年春节期间，戏
曲电视节目、线上戏曲展演
等为观众们奉献了一场视觉
盛宴，烘托了温暖祥和的节
日气氛。戏曲是中华文明的
瑰宝，戏曲的传承与发展是
弘扬中华文明的千秋大业。
然而，戏曲的传承与发展离
不开传播。传播什么、怎样传
播也成为近年来业界专家、
学者关注的重要话题。为此，
本期文化周刊特别采访了一
直致力于戏曲传播事业并为
戏曲传播作出重要贡献的白
燕升教授，请他结合自身多
年实践谈谈对戏曲传播与传
承的思考。

《你好，李焕英》在2021年春节档爆发
式的观影热潮之中获得了普遍的好评。在
这个相当多的人由于疫情防控要求只能原
地过年的春节，这部电影把母女之间的无
限深情用一种独特的故事结构做了倾诉，
以其“感伤喜剧”的风格，打动了这个春节
里经历了过往一年各种挑战的人们，让他
们获得了一种精神和情绪的升华。

《你好，李焕英》无疑深受1985年赞
米基斯的电影 《回到未来》 的深刻影响。
可以说是那部电影关于亲情的独特的穿
越，给了 《你好，李焕英》 的结构基础，
只是正好在反向上来发展。《回到未来》
是儿子穿越到自己未出生前，来促成父母
的爱情，最终创造了今天的现实，而《你
好，李焕英》 则是女儿回到自己未出生
前，试图让自己的母亲重新选择，要拆散
自己的家庭而未成。可以说，《回到未
来》 是儿子改变了现实，创造了自己，

《你好，李焕英》 则是女儿改变现实未
成，最终创造了自己。前者促成了自己的
诞生，最终获得成功，后者是要避免自己
的出现，但没有成功。前者是流利的趣
剧，后者是感伤的悲情。前者的穿越有巧
思，后者则是感情的传达。前者灵动，后
者重情。

故事的基础都是试图改变现实，《回
到未来》 的回到 1955 年和 《你好，李焕
英》 的回到 1981 年，都是回到某个社会
进程的原初之点。《回到未来》 是奇幻的
穿越，而《你好，李焕英》的母女情则有
更多中国式的色彩。《你好，李焕英》 有
更多的感伤，这种感伤的情怀确实是中国
式的，当然最后大段的奔跑中展现母女感
情的段落，关于母亲的隐忍、奉献等描写
都是典型的中国式的感伤，这种感伤的

“情”的展开，是中国从20世纪20年代开
始的电影史中最常见的表现方式。而这些
正是和《回到未来》所不同的，是能够打
动中国观众的所在。

这里的“回返”，也就是回到了改革开
放之初，在这个起点上通过女儿的“穿越”
来得以再现。那个国营的胜利化工厂的日
常生活，改革开放初期那种萌动的物资需
求和精神向往，那种来自于今天中国的“原
初”的历史源头那段时刻的记忆，被这部电
影释放了出来，女儿希望母亲获得更多的
快乐，母亲的真诚付出，都在上世纪 80 年
代初的文化氛围中展开。电影刻意营造和
渲染了那个时代的氛围，这种文化氛围正
是今天的来处，我们通过“回返”到过去，通
过母亲买电视机、参加排球比赛、女儿试图
撮合母亲有更好的婚姻等故事，凸显了那
个时代本身的“单纯”和“透明”。女儿最终
没有改变母亲的命运，在过去的种种努力
也和她的人生一样经历了诸多挫败。

但正是从那个时刻开始，我们具有了
自己的身份，正是由于那个时刻的存在，
李焕英的女儿贾晓玲才获得了自己的生
命。她试图回返去改变未来，但却证实了
未来的不可改变。父母的感情最终给予了
这个家庭以意义，也引向了那个电影开始
的时刻。因此，可以说这是关于挫折和挫
败的电影。穿越过去的女儿所展现的，那
是一切都还混沌初开，一切未来都存在可
能性的时刻，李焕英的未来的不确定是电

影没有悬念结局里的某种念想，某种同样单
纯的期待。这种期待正是那时的生活赋予人
们的想象。一个不同的未来，一种未来的可
塑性的开启，似乎正是上世纪 80 年代的气
质所在。因此这部电影也包含着对于过往的
我们的来处的纪念，正是由于有了这个 80
年代，有了李焕英对于女儿“健康快乐”就
够了的单纯期望，这个女儿不断挫折和失败
但获得母亲包容的过程，正是这部电影的吸
引人之处。母亲也有诸多的失败和挫折，女
儿也有不断的挫折和失败，但坦然地接受命
运本身，通达地看待自己，这似乎是让很多
观众感动的一种朴实的“单纯”。这其实在
那个充满了机会和诱惑的 20 世纪 80 年代，
是一种让人觉得难得的气质，也是一种与今
天的我们的一些期望相衔接的意识。

女儿试图改变整个生活结局的努力和这
个结局不可改变的现实，在电影一开始这一
切已然清晰，在母亲的生命将要逝去的现实
中，呈现了一种对于人生的感伤情绪。母亲
为女儿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女儿试图给予母
亲更为美好的生活。这种来自今天对于更为
丰裕和美好的世俗生活的追求，通过一个幻
想性的片断得以展开。作为女儿的贾晓玲开
着一辆考究的敞篷轿车，和母亲一起在原野
中漫游，母女在分享某种无言的快乐。这是
突破了电影一开始预设的幻想性的场景，是
对于电影中开始的那个考上大学庆祝“未
来”的展现。这是在渲染了母亲的奉献之
后，却没有机会在现实中实现的可能性，是
真正的生活真正另外一面的开启。女儿并不
仅仅是健康快乐的，她还拥有了“更多”，
这个“更多”的东西似乎是贾玲这部电影仍
然要给予我们的想象，一种乐观、一种好人
得到好报、付出会得到报偿，母亲的生命可
以在女儿身上得以延续和展开的承诺，在这
部电影里最终出现了。我们获得了“更多”
溢出电影原有主题的东西。贾玲所给予我们
的是通过这部电影让母亲的生命获得了更多
的价值，得到了更多的回报。最终在一切挫
折之中，电影获得了自己的成功。那个过往
时代的付出和奉献，其实是有意义的，今天
的某种美好正是由于有了女儿的生命和母亲
的付出，最终也获得了生活的报偿。这部电
影也就具有了向过往的时代和过往的人们致
敬的涵义。而正是这种涵义让这部电影感动
了今天这个春节
档在电影院里观
看的观众。

（作者系全
国政协委员、北
京大学教授）

《
你
好
，李
焕
英
》
：

忧
伤
与
宽
慰

张
颐
武

十月炮声隆，东方觉醒。
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海上朝晖现，红船精英，火炬高擎。

唤起工农，武装斗争。
砸碎旧枷锁，冲破牢笼。
星星火燎原，神州大地江山红。

风雨廿八年，曲折坷坎。
推翻三座山，亿众心欢。
人民共和国，巍然世间，五星光鲜。

重整山河，旧貌新颜。
春风拂杨柳，气象万千。
沧海变桑田，腾飞巨龙翱九天。

改开四十年，齐心奋战。
四个现代化，小康梦圆。
东西南北中，攻坚克难，跃马扬鞭。

科学发展，勇攀峰巅。
华夏尽舜尧，荣耀黄炎。
擘划伟业篇，国富民强立瀛寰！

百年呈辉煌，乘风破浪。
中华特色路，举世无双。
党政军民学，核心为纲，固本栋梁。

百年华诞，启碇远航。
百年大变局，无畏担当。
引领各民族，奋勇前行写新章！

（作者单位：民革中央）

百年颂歌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袁家麒

潮流潮流潮流 观察观察

《
戏
码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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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国
青
年
戏
曲
挑
战
赛
收
官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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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燕升

电影《你好，李焕英》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