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20212021年年99月月1717日日 星期五星期五

版面编辑版面编辑：：时兆华时兆华 视觉编辑视觉编辑：：展茂光展茂光

人物访谈

一场穿梭于过去、现在与未来，遨游
于神话、现实与科幻，纵横于当代美学、
民间文化与时代命题的大型沉浸式展览
项目——“邬建安个展：是海，是沙丘”，
于9月16日在廊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
流中心开展。此次展览将艺术家邬建安
不同系列的代表作和新作进行“混编”，
打造了一幕多维全景视观盛宴。

邬建安是当代艺术领域注重传统资
源转换创造的一位突出代表。作为一个
研究民间和传统的学者，他的作品中，信
手拈来的元素、新奇怪异的形象，既是传
统的延续，也是故事新编。多年来，他不
断寻找和呈现当代问题同中西方远古神
话与历史、传统哲学观念、民间技艺与图
像生成方式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不仅催
生了他的个人创作风格，也让他在当代
艺术与古老文化之间构建了一条条可视
纽带。

当下，借鉴传统使得中国式的本土艺
术经验、思维能够更加具有一种国际范

儿，是越来越多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实践方
式。对此，邬建安坦言：“中国当代艺术，
势必涉及到国际交流，涉及到和其他国家
文化之间的比较。如何证明你的作品是
中国的？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让作品带有
中国传统文化，有自己民族的特色。”

无论是中国文化艺术，还是其他国

家文化艺术，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我
的很多作品用到了皮影制作技艺、皮雕
技艺等，这些经过一代代人积淀、积累的
传统工艺，代表了一种普遍的智慧。”邬
建安告诉记者，传统工艺所体现的智慧
精髓，并不存在地域区别，不管是中国人
还是外国人，只要认真去领略它，都会心
存敬畏。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符号
以及美学精神的魅力，是作品的民族特
色，更是作品保持持久生命力的原因
所在。

汲取传统，保持作品生命力，并不是
停留在泥古传统层面，而是把传统当作
营养的一部分，以当代审美语言表达出
来。本次展览中，从始于铅笔线描转向
牛皮雕刻的代表性作品《九重天》，到运
用黄铜镂刻语言对剪纸作品进行“再创
造”的《白日梦的森林》；从“跨界”艺术实
验——由10件仿真动物标本组成的装置
艺术作品《征兆》，到映照人与自然关系
的《人造物》和《兽笔》。新旧交融、图像
转绎、材料衍化……邬建安以当代审美
语言，延续着传统精华。

“当代审美语言就像一种普遍、通行

的语言，赋予了传统文化艺术新的活
力。”邬建安介绍，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每
个国家的传统文化都有精深的部分，但
交流存在被认同、被理解的壁垒，也需要
特定的语境，只有用通行的当代审美语
言去讲述，国与国不同文明之间才能实
现文化相通、艺术相通。“就像古诗词里
拟人、比喻手法的使用，外国人理解起来
比较吃力，但通过诗词翻译，用更现代的
语言呈现给他们，就打通了理解上的障
碍，也让更多外国人感受到了中国文化
的博大精深。”邬建安说。

中国艺术家生长在中国现实中，把
汲取传统当做艺术创作的一种方式合乎
情理。但审美的养成是一个不断生发的
过程，在“传统”一个时间段后发现你也
会成为一个“传统”。作品要有影响力，
同样离不开艺术家的努力。邬建安认
为，一代代的艺术家都在深耕传统文化
艺术，他站在前辈肩膀上，要去不断了解
传统手工艺的生产过程，不断挖掘优秀
传统文化，并通过当代艺术展览检验、修
正作品与自身，把自己最优秀的作品呈
现出来。

艺术家邬建安

当代审美语言赋予传统文化艺术新活力
河北日报记者 史晓多

邬建安。 图片由本人提供

歌剧《茶花女》舞蹈《胡桃夹子》交响乐《第六交响曲》《冬奥交响曲》《大河
之北》等经典节目率先登陆云展演——

东西方经典隔空“云相遇”
河北日报记者 田 恬 肖 煜

河北日报讯（记者史晓多）
悠扬婉转的唱腔、精湛细腻的表
演，9 月 16 日晚，国韵流芳京剧
国粹经典在廊坊丝绸之路国际
艺术交流中心戏剧厅上演。一出
出京剧国粹经典倾情呈现，让观
众们穿越神话和历史，在声腔里
领 略 一 幕 幕 悲 欢 离 合 、坚 贞
忠烈。

此次演出，国家京剧院一团
为观众带来了《八仙过海》《赤桑
镇》和《大登殿》3 场经典折子
戏，旨在传递民族传统戏曲的多
彩艺术魅力，弘扬“和平合作、开
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
丝路精神。

当天晚上，由优秀青年刀
马、武旦演员戴忠宇、国家一级
演员杜喆领衔主演的《八仙过
海》，是一部久负盛名的神话京
剧。轻快柔美的音乐、热闹非凡
的武打，瞬间把观众带入到神话
意境之中。舞台上，“金鱼仙子”
与“八仙”手中的法宝一一过招，
展示出各种京剧开打技巧，令观
众大饱眼福。

在中国戏曲史上，包拯频繁
地出现在历代戏剧舞台上，至今
久演不衰。情感张力饱满、演唱
板式丰富多变的《赤桑镇》由国
家一级演员王越、郭瑶瑶领衔主
演。这出继承传统又推陈出新
的好戏，传承了几代人，至今仍
然是京剧舞台上演出频率最高

的剧目之一。
演出压轴呈现的是由“当

今京剧艺术的领军人物”于魁
智和“当今梅（兰芳）派艺术最
具光彩的代表人物”李胜素领
衔主演的《大登殿》，这出戏选
自传统京剧《红鬃烈马》，堪称
全本最高潮，在诠释忠孝节义
的同时充分彰显了演员们的精
湛技艺。

“京剧是传统文化当中非
常有代表性的艺术，它传唱着
仁义礼智和家国情怀，承载着
厚重的中华文化与传统艺术。”
于魁智、李胜素接受采访时说，
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其实就
是要把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民族
气节传递出去。今天京剧走向
国际社会，我们要沿着梅兰芳
等一代代京剧大师开辟的京剧
对外交流之路，创排出更多原
汁原味彰显中国文化气息的优
秀作品。

“《大登殿》中亮点之一就
是那段脍炙人口的西皮二六
唱腔，几代艺术家在实践中反
复推敲，精心雕琢，遂成经典
且流派纷呈。”来自天津的赵
苗凤女士说，这些戏剧为何经
久不衰？不仅因为它们在表
演技巧上都有看家绝活儿，最
重要的是都符合中国传统文
化所包含的道德观念和价值
取向。

国韵流芳
——三场京剧国粹经典倾情上演

民族管弦交响乐《大河之北》演出现场。 艺术节组委会供图

世界因艺术而精彩，艺术成为世界人
民沟通心灵的桥梁。随着 2021“一带一
路”·长城国际民间文化艺术节的盛大启
幕，人民视频艺术节专区和丝路中心官网
分别开设了艺术节视频专区，推出云展
演。作为艺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展演
以线上剧场的形式带来十余个国家的 23
部经典艺术作品，其中包括深受大众欢迎
的经典话剧、戏曲剧目，富含民族特色的
舞蹈节目，民族民间音乐、乡村音乐、流行
音乐、无伴奏和声以及交响乐表演等，这
些作品表现了世界上不同民族人文风貌
和艺术特点，是各国优秀文艺作品的代
表。线上演示进一步丰富了艺术节的形
式，打破时空和语言障碍，沟通心灵、传递
美好，实现了艺术共融，促进了民心相通。

云经典“各美其美”唤起心灵共鸣

文化有共识，艺术无国界。西汉张骞
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这条中西方文化
沟通交流的重要通道，两千多年以来这条
大道见证了世界各国文明的发展，成为人
类历史进程中一颗璀璨耀眼的明珠。一
场文化艺术盛宴搭建起中国与世界人民
交往沟通的文化桥梁，表达各国文化中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共同理念，推动
各国交流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赢
共享发展。

歌剧《茶花女》，舞蹈《胡桃夹子》《吉
赛尔》，交响乐《第六交响曲》《冬奥交响
曲》《大河之北》，艺术纪录片《肖邦的艺
术》《莫扎特在萨尔茨堡》等经典节目，率
先登陆本届艺术节云展演。

一个个曲折动人的故事，一首首拨动
心弦的乐曲，造就全世界最受欢迎的歌剧
名作……点击进入云展演板块，打开意大
利作曲家威尔第根据法国文学家小仲马
同名小说改编的三幕歌剧《茶花女》，音色
柔美而富感情的女高音、厚实饱满且精力
充沛的男高音飘入耳中，那经典的重唱

《饮酒歌》，男女主人公的咏叹调《一种幸
福》等唱段让人陶醉其中。匈牙利驻华使
馆文化教育参赞、北京匈牙利文化中心主
任宋妮雅博士认为，人类对音乐的感知是
基本能力，音乐可以当作世界的共同语
言，语言不同的观众聆听音乐，会马上产
生心灵共鸣。

《曼侬·莱斯戈》《费加罗的婚礼》《弄
臣》《爱之甘醇》等歌剧，《第六交响曲》《冬
奥交响曲》《大河之北》等音乐，《内心风
景》《肖邦的艺术》《莫扎特在萨尔茨堡》等
艺术纪录片，《天鹅湖》《罗密欧与朱丽叶》

《卡门》等舞蹈，还有上海音乐厅出品的音
乐舞蹈剧场《水腔》、多元融合音乐会《逆
时之旅》……此次云展演精选了许多常演
不衰的经典剧目，让大众透过屏幕感受异
域风情和人文特色。比如芭蕾舞剧《胡桃
夹子》第二幕的插曲，以西班牙舞代表巧
克力，以阿拉伯舞代表咖啡，以中国舞代
表茶，将各国文化中“各美其美、美美与
共”的理念完美表达出来。“这些不同国家
经典剧目，名家名团云集，风格、流派异彩
纷呈，让观众大饱眼福。”在观众董燕看
来，云展演经典剧目打破了国界和时空，
每一部都带给她前所未有的独特体验。

“为保证内容的国际性和丰富性，此次
展演汇集了来自俄罗斯、德国、荷兰、斯洛
伐克、挪威、捷克、西班牙等国家的艺术作
品，以及两部河北本土交响乐、两部上海音
乐厅出品的文艺作品，用线上的形式把这
些经典艺术呈现给广大观众。”新绎控股总
裁李晓菲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在促进沿

线地区人文交流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丝路精神也必将给人类文明发展留下宝贵
财富，文化艺术交融，共建“一带一路”，需
要沿线各国及其人民的共同努力。

交响乐隔空传音彰显燕赵雄风

“度曲未终，云起雪飞，初若飘飘，后
遂霏霏。”河北交响乐团原创交响乐作品

《冬奥交响曲》，河北省歌舞剧院民族管弦
交响乐《大河之北》，借助艺术节云展演平
台，向世界人民展现了东方音乐的魅力。

“《冬奥交响曲》为中国而写，写给世
界听。它通过音乐将奥运精神带给观众，
超越了语言、民族与国界，直抵人心。能
够在这样的平台亮相，无疑扩大了河北交
响乐团的知名度，提升了影响力。”河北交
响乐团党总支书记商明凯坦言，交响乐是
舶来品，在中国发展刚逾百年，但中国音
乐家对交响乐中国化探索的脚步一直没
有停歇。河北交响乐团近年来立足河北
独特的历史底蕴，创作了《英雄河北》《柏
坡交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大好河山》

《民歌河北》《燕赵长歌》等原创交响乐作
品，通过音乐作品讲好河北故事。“这次艺

术节的云展演也带给我们很好的启示，创
新了传播推广途径，‘艺术+科技’让原汁
原味的演出与观众零距离，让一流交响乐
演出触手可及，同时让中外艺术的交流对
话更加方便、快捷。”

大 型 民 族 管 弦 乐《大 河 之 北》由
《士——燕赵悲歌》《赵州桥随想》《回娘
家》《大平原》《梆腔梆韵》《避暑山庄——
普陀宗乘》《关里关外塞外》七个乐章连缀
而成，绘就了一幅民族交响诗画，通过对
燕赵大地历史文化的回望与沉思、现实生
活的描摹与刻画、燕赵文化之精神气质的
塑造与解读，彰显燕赵雄风。

“‘一带一路’为中国乃至世界民族音
乐的交流与发展提供了契机与平台，为进
一步推动民族音乐的衍生提供了无限可
能。”河北省歌舞剧院民族乐团团长张帆
认为，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基因的民乐，
更有利于促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传播具
有包容性和时代性的民族文化。张帆说：

“此次艺术节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文化
艺术交流提供了国际平台，希望通过中国
民族音乐，传播中国优秀文化，也希望通
过艺术节的交流共享，传递河北声音，讲
述河北故事，彰显燕赵雄风。”

河北日报讯（记者孙也达）
9 月 16 日晚，天下第一关广场，
随着指挥家手中的指挥棒“舞”
动起来，弦乐、管乐、打击乐各类
乐器齐声演奏《红旗颂》，正式拉
开了 2021“一带一路”·长城国
际民间文化艺术节（秦皇岛分会
场）大型交响音乐会《长城颂》
序幕。

此次交响音乐会由秦皇岛
交响乐团、天津交响乐团近 100
名音乐家共同演出，演出节目包
含《红旗颂》《致敬长城》《长城
长》等九个节目，节目类型涵盖
交响乐、独唱、合唱等多种形式，
民族乐器、西洋乐器在现场水乳
交融。音乐会以歌颂长城、赞美
长城的曲目为主，结合歌颂党、
歌颂祖国、歌颂人民、歌颂英雄
的经典曲目，打造出一台高雅、
综合的交响音乐会。

红色交响诗《红旗颂》跌宕
起伏、舒展豪迈的气概，在开场
就让人们内心涌动着激情与澎
湃。女声独唱《长城脚下我的
家》音乐舒缓，讲述了一个在长

城脚下成长的秦皇岛人的故
事。“这首歌作词、作曲都是秦皇
岛本地人，他们结合自己多年来
对长城的爱、对长城文化的理解
而创作。”秦皇岛交响乐团团长、
音乐会总导演王跃林说。

随着音乐会一个个节目上
演，音乐时而气势磅礴、激昂澎
湃，时而宛转悠扬、温润如水，让
观众在跌宕起伏之间，畅游音乐
艺术的海洋，感受音乐与长城的
相得益彰。

“我们在最初曲目选择过
程中，充分考虑了现场观众的
视听体验，把情绪激昂和舒缓
的曲目进行搭配，满足不同观
众的‘口味’。”王跃林说，为更
好适应室外演出需要，几乎所
有曲目都进行了调整、创新，甚
至把一些曲目进行重新配器、
二次创作，力求最大程度提高
演出的观赏水平。秦皇岛市民
李淑桂今年已是 87 岁高龄，在
家人的陪伴下来听音乐会，“这
次能在家门口享受这高雅艺
术，忒好。”

古老长城脚下
响起现代交响乐

《八仙过海》剧照。 河北日报记者 赵永辉摄

（上接第一版）要强化重点保障，以最严的要求细
化张家口赛区疫情防控方案，优化提升住宿、安
保、餐饮、交通等各专项防疫工作水平，确保冬奥
会办赛安全。要强化源头防控，加强海关、边检、
海事、卫生健康、外事、口岸和港航企业协作配
合，强化入境人员和物品全链条管控，坚决防止
出现境外疫情输入事件。要强化常态防控，开展
重点人群定期核酸检测，加强农村社区、宾馆饭
店、机场车站、商场超市、学校医院、机关单位和
养老院、看守所、监狱等人员密集场所防控，做好
定点医院、发热门诊、隔离场所准备工作，加快健
全基层公共防疫体系，夯实疫情防控基层基础。
要强化疫苗接种，稳妥有序推进，确保做到应接
尽接，构筑群体免疫屏障。要强化工作统筹，全
面抓好安全生产、信访稳定、森林草原防火、食品

药品农产品安全等工作，为全面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创造良好环境，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
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许勤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落实王东峰书记讲话
要求，增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的责任感、紧迫感，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统筹发展和安
全，大干三季度、决胜下半年，确保“十四五”开
好局、起好步。要坚持问题导向，找准弱项短
板，有针对性制定工作举措，强化运行调度，牢
牢稳住经济基本盘。要突出“四个一批”、抓好

“十项重点”，搞好要素保障，加快推进“十四五”

规划的重大工程项目等，以高质量投资支撑高
质量发展。要强化包联帮扶，各级领导干部深
入基层，全覆盖包联特色产业、重点企业和项
目，主动协调解决问题。要压紧市县属地责任、
行业部门主管责任，对每项工作拉出清单、建立
台账，明确责任单位、责任人和完成时限，狠抓
督导检查，确保落地见效，全面完成今年经济社
会发展目标任务。

会议以云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市（含定州、
辛集市）、雄安新区、各县（市、区）设分会场。省
领导张超超、高志立、刘爽、张古江、张政、张国
华、时清霜、葛海蛟、胡启生；各市（含定州、辛集
市）党委书记、市长，雄安新区常务副职，省直有
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或分会场参加
会议。

（上接第一版）
河北是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和首都水源

涵养功能区，近年来经过不懈努力，全省生态质
量和环境发生历史性新变化。但由于长期以来
生态建设欠账较多，污染治理任务依然艰巨。
统筹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建设天蓝地绿水秀
的美丽河北，前方还有很多硬骨头要啃，还有不
少“风沙”“冰雪”“高寒”需要战胜。这是摆在我
们这一代人面前必须打好的攻坚战、持久战，是
必须担负的光荣使命、神圣责任。

历史的长河川流不息，精神的力量代代相
传。穿越历史岁月，塞罕坝精神折射着时代的
光芒。作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组成部分，
它传递着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
激励着我们在燕赵大地上续写新的绿色奇迹：

要像塞罕坝人那样牢记使命，忠诚于党和人民
赋予的历史责任，以担当实干坚决筑牢京津生
态安全屏障；要像塞罕坝人那样艰苦创业，迎难
而上、顽强拼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要像
塞罕坝人那样追求绿色发展，坚持生态优先，厚
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蕴，努力形成人与自然
和谐发展新格局。

极目塞罕坝的满川绿意，凝视总书记曾驻
足凝视的那张老照片，我们看到的是生态文明
建设中精神的巨大力量，坚定的是用实际行动
传承好塞罕坝精神的如磐决心。塞罕坝人说：

“我们所有吃过的苦、受过的累、流过的汗水和
泪水，都变成了快乐、骄傲和自豪。”让我们从塞
罕坝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不惧苦和累、收获快
乐和骄傲，在新征程上续写新的绿色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