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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恭

纪念关汉卿意义重大

关汉卿不是一般人物，以复排
代表作《窦娥冤》来纪念关汉卿，有
着非同一般的重要意义。

众所周知，唐诗宋词元曲，是中
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史上的三
座高峰。而元代大戏剧家关汉卿，则
是以“关（汉卿）、马（致远）、白（朴）、
郑（光祖）”为首、名家辈出的元曲大
家中公认的领军人物。关汉卿，原籍
解州，号“已斋叟”，曾在河北省祁州
居住，后定居元大都（北京）。他天资
聪慧，著作等身，以60多部大戏、50
多首小令、十余套散曲著称。其中，
最著名的有《窦娥冤》《救风尘》《望
江亭》《拜月亭》等。新中国成立后，
国家有关部门曾出版《关汉卿戏曲
集》。《宋元戏曲考》等专著评价关汉
卿的作品剧本结构完整，矛盾尖锐
激烈，行文质朴简练，人物性格鲜
明，“曲尽人情，字字本色”。

最关键的，还是其作品中特有
的思想性和人民性。元代统治阶级
按民族划分等级，以及“一官、二吏、
三僧、四道、五工、六农、七医、八娼、
九儒、十丐”的职业分类，激发了尖
锐的社会矛盾，各种反抗此起彼伏。
以关汉卿为代表，身处社会最底层
的文化人以大量文艺作品，揭露、鞭
挞封建社会的黑暗、腐朽，为苦难之
中的劳动人民呐喊，讴歌他们不屈
不挠的反抗精神，深受业界和群众
欢迎。

关汉卿文艺创作的突出成就和

元杂剧的繁荣兴盛，促进了中国戏
剧的成熟完善。正因为有了关汉卿
等一大批戏剧家的付出，中国戏剧
才得以与古希腊、古印度等世界级
别的优秀戏剧文化相媲美，并在某
种程度具备了傲视群雄的资本。

在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会议通
过的1958年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名单
上，中国元代大戏剧家关汉卿赫然
在列。作为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与
其先祖、以忠义仁勇著称于世的武
圣关公，同时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由
衷的推崇敬仰，全世界恐无二例！

关汉卿的国际影响，催生了蒲
剧艺术片《窦娥冤》。素有梆子戏根
祖之称的蒲州梆子，以其行当齐全、
底蕴深厚和超强的艺术实力，被原
文化部和中国剧协点名拍摄该剧。
这一决定本身对蒲剧的重要性自是
不言而喻。原晋南地委行署高度重
视，组成了剧本改编行乐贤、导演赵
乙、牛俊杰，作曲张峰、康希圣和五
大名演员：王秀兰（窦娥）、阎逢春

（窦天章）、张庆奎（监斩官）、杨虎山
（桃杌）、筱月来（张驴父）以及筱爱
娜（蔡婆）的强大阵容，由长春电影
制片厂精心拍摄了该片。影片问世
后，热播全国，万人空巷，好评如潮，
历久不衰，至今仍然是“中戏”上座
率最高的教学资料片之一。

传承经典时不我待

《窦娥冤》又名《六月雪》《斩窦
娥》。1958 年，著名编剧行乐贤老师
参照关汉卿《感天动地窦娥冤》和

《六月雪》，改编出新的《窦娥冤》，并
热演蒲苑，长春电影制片厂据此拍

摄了同名电影。1959年《长春电影》、
1961 年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 年

《河东50年文学艺术优秀作品选》先
后刊发了《窦娥冤》剧本，并发行了
大量单行本，该剧成为各蒲剧团的
保留剧目。

此次复排该剧，市蒲剧团一班
人高度重视，以时不我待的责任感、
使命感，克服了“王秀兰、阎逢春演
绝了的作品没法再演”“要排就排原
本，一个字也别动”等顾虑带来的困
难和障碍，统一认识，坚定信心，以
电影艺术片为教材，组织观摩学习，
认真研究讨论，本着“忠于原著、主
线不动、适当浓缩、加快节奏”的原
则，对剧本和音乐进行了适度整理，
并以线条清晰、寓意深刻的舞美来
深化主题。该剧由导演程小荣和音
乐整理配器程小亭两位二级专业人
员联手打造，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
者、国家一级演员贾菊兰与中国戏
剧红梅金奖获得者李红莉分饰窦
娥。

巧合的是，贾菊兰当年在新绛
县蒲剧团、李红莉原在合阳县秦腔
剧团时都曾演过窦娥，再度扮演窦
娥，她们自是轻车熟路，应在深化人
物塑造、提升艺术品位上下功夫。蔡
婆婆扮演者张洁红、窦天章扮演者郝
俊义、桃杌扮演者仇西勤三位二级演
员，以及扮演张驴的山西省青年演员
戏曲大赛金奖获得者李建飞、扮演
张驴父的中国戏剧红梅奖获得者廉
兵、扮演赛卢医的优秀大净董朝红
等，组成坚强的创作阵容，在紧张繁
忙的演出间隙，冒着酷暑，夜以继日
地加班排练。他们这种吃苦耐劳和
勤奋敬业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

市蒲剧团重排《窦娥冤》
贾菊兰李红莉领衔主演

运城市蒲剧团重排蒲剧经典传统戏《窦娥
冤》，不日即将上演的剧讯，引起戏迷热切关注与
期待。笔者前去探班，聊起复排这出戏的初衷，该
团团长贾菊兰表示：“历代蒲剧前辈以心血和汗
水积累的艺术宝库内容丰富，特色鲜明，成为传
世经典，《窦娥冤》则是经典中的经典。传承经典、
创新发展，是我们这一代从业者的责任和使命。
1959年，为纪念大戏剧家关汉卿入选世界文化
名人，蒲剧界倾注全力拍摄了艺术片《窦娥冤》，
轰动剧坛，成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献礼作
品。重排原版《窦娥冤》，重走前人走过的艺术之
路，以对经典剧目的传承，来纪念世界文化名人、
解州老乡关汉卿，进一步推动蒲剧事业的传承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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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夏天，关于乐队的综艺节
目有点热。继《乐队的夏天》引发
关注后，《一起乐队吧》近日公布导
师阵容，汪峰、李荣浩、郭采洁、白
举纲担任节目导师。他们将组建
自己的乐队并进行分组对抗，最终
角逐出一支“最强战队”。该节目
预计将在8月播出。

尽管在播出时机和节目口碑
上，由米未传媒操刀的《乐队的夏
天》已经抢占先机，但《一起乐队
吧》并不着眼于邀请已成名乐队展
开竞技，而是希望发掘水平突出的

素人组成乐队。该节目定位为乐
队成长类音乐真人秀，聚焦年轻人
对音乐以及乐队的热爱，将通过赛
事海选组合新生乐队，还原乐队组
成的过程，并通过乐队间较量的方
式，展现中国新生乐队的实力与乐
队精神。

据悉，节目中除了传统乐队四
大元素键盘、吉他、贝斯、架子鼓之
外，还有古典乐器如大提琴、小提
琴、钢琴等，更有唢呐、琵琶、尺八
等中国传统乐器加入。

（《北京日报》7.15）

今夏乐队综艺有点热

将于 7 月 26 日公
映的国产动画片《哪吒
之魔童降世》，在刚过
去的双休日进行了全
国 1000 场限量点映。
此前，预告片公布后引
发不小争议，而更多颠
覆则在点映场正式揭
开：正义凛然的小英雄
哪吒，在懂事前是个人
见人厌的问题儿童；而
害得哪吒丢掉性命的

“狠心父亲”李靖，则成
了新版故事中最大的
催泪点。从提前点映场
效果来看，观众对这样
的改编还颇为接受。而
且，该片从剧本到制作
都表现出近年国产动
画大电影的巅峰水准。

事实上，2015 年
曾震撼无数观众的国
漫大电影《西游记之大

圣归来》，就已经开始
了“中国版超级英雄”
的尝试。相比起来，4
年后诞生的《哪吒之魔
童降世》更胜一筹。这
不仅是指日新月异的
动画技术，更重要的是
在剧本上的成熟把控。

《哪 吒 之 魔 童 降
世》早前刚放出预告片
的时候引发了两极评
价，有人表示无法接受
哪吒“又皮又丧”的颠
覆形象。作为号称首部
在中国 IMAX 影院上
映的国产动画片，该片
的命运目前还无法预
测。但倘若“哪吒”能一
飞冲天，或将成为里程
碑式作品，让观众对国
漫大电影的信心和关
注度攀升到新的高峰。

（《羊城晚报》7.15）

《哪吒之魔童降世》点映场口碑超《大圣归来》

这个哪吒又皮又丧

继电影《暴雪》之
后，张震二度搭档倪妮
的东方极美爱情大剧

《宸汐缘》，15 日晚起
在爱奇艺上线。这部作
品由著名导演林玉芬
执导，演员阵容还包括
李东学、张芷溪、李嘉
铭、海铃、黄海冰等人。
该剧以源远流长的东
方传统文化为创作依
托，构筑了一个浪漫恣
意、绝美独特的东方极
美爱情世界。张震饰演
的九宸和倪妮饰演的
灵汐，两人历经种种磨
难，依然坚定守护苍
生、坚守爱情。

从发布的片头曲
《是缘》MV 中不难看
出，除了用流畅的镜头
语言展现九宸和灵汐
的爱情历程之外，歌词
中的句句排比，皆以看

似悲叹的假设，表达出
“挚爱情深”的浓烈，将
观众迅速带入“极美爱
情”的真挚感动中。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宸汐缘》对置景的打
造十分考究，在凡间的
置景上，参考宋朝张择
端《清明上河图》中展
现的宋朝时我国富庶、
商业高度发达的史实，
用整体黑、白、灰之类
淡雅的色调，以及质朴
的原木色、金属原色打
造出了错落有致的茶
肆店铺、宅府门第等极
具市井气息的生活场
景。而桃林的设计主要
借鉴著名文学流派田
园派倡导的洒脱诗意
田园生活，“采菊东篱
下，悠然见南山”的超
然意境被精妙传达。

（《半岛晨报》7.15）

张震倪妮演绎爱情传奇

电视剧《宸汐缘》开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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