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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乙祠戏楼初建于清康熙二十七年，
昆曲诞生于明代中叶，两者都承载着厚重
的历史。日前，再现昆曲 300 年前原始
风貌的全男班昆曲《牡丹亭》在正乙祠戏
楼上演，在老戏楼里演老戏，别有一番意
趣和韵味。

演员班底

全男班演昆曲风格更纯粹

从杜丽娘到春香，从夫人到老爷……
舞台上清一色都是身高一米八以上的小伙
子，这版《牡丹亭》算得上是国内“海
拔”最高的昆曲《牡丹亭》。

虽然演的是老戏，表演者也不是昆曲
名家，但这次《牡丹亭》演出公告刚贴出
没多久，票就基本售罄。这么一出老戏为
什么能够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可能全
男班这个提法吸引了不少人吧。”全男班
发起人、主角杜丽娘的饰演者金谷说，
“其实全男班并不是一个噱头，我们只是
恢复了昆曲最原始的风貌，在昆曲的巅峰
时期男班和女班就是分开演出的。”

金谷并不是科班戏曲演员，他十几岁
开始跟随著名乾旦艺术家陈宝贤业余学习
京剧， 2006 年又师从昆曲名家张卫东学
习昆曲和国学。与普通戏曲演员不同，北
大研究生毕业的他会想得更多，“学戏的
人很多，演出的人也很多，那我自己的价
值在哪里？”

有一次他和张卫东老师在欧洲演出
《牡丹亭》，他演杜丽娘，张老师给他扮
春香。虽然现场并没有字幕，只有一个剧
情简介，但观众都看懂了，也体会到了乾
旦艺术的精妙。回国后，因为老师年龄太
大，金谷只能找一位师姐和他搭戏，“我
很快就发现这样的组合有一个问题，男孩
和女孩从面貌到身体线条完全不一样，放
在一起显得很牵强，好像同台的两个人表
演的不是一个剧种的戏。”

老师张卫东也跟他说过，昆曲最巅峰
的时期都是男女班分开演的，因为这样艺
术表达更纯粹。老师的这句话启发了金
谷，让他决心打造一个全男班社。

金谷认为，全男班是种美学概念，是
为了呈现更为纯粹、精彩的表演。“真正

的乾旦的存在就应该在全男班的背景下，
而不是男性饰演的旦角和女性饰演的女性
角色在同一个舞台上表演。乾旦的表演有
假定性前提，更为写意，而坤旦的表演更
写实，他们在同一个舞台上，就像国画和
油画在一幅画中，风格是割裂的，戏也就
很难好看。”

外界误解

乾旦不等于男人“娘娘腔”

道理讲明白很容易，但是要组建全男
班并不容易。虽然戏曲史上出现过一批大
师级的乾旦，但如今，优秀的乾旦演员已
是凤毛麟角，作为一个民间剧团想要凑齐
昆曲“全男班”更不容易。 2016 年，
“全男班”首次公演在山东济南的一家老
戏院进行，演员都是临时组合在一起的。

凑一个全男班很困难，不仅因为现在
学习乾旦的男孩子少了，而且真正合格的
乾旦学习者更少。“过去很多人对乾旦有
误解，觉得乾旦就是有点娘娘腔的男人。
其实我找了很多人，张老师都不愿意教，
因为他要求乾旦台上台下必须有反差，台
上可以妩媚，但台下必须有男人样，可是
好多人要么是在台上太男人，要么是在台
下太女人。”金谷说，传统戏曲选择乾旦
主要标准就是面容清秀，有小嗓，适合作

为一个媒介去饰演女性，“他要能站在创
作者角度去体会女性角色的内心，而不是
说他就像一个女性。”

此次演出《牡丹亭》，金谷又找到一
批志同道合的合作者，其中既有戏曲专业
的学生，也有像他一样自己拜师学艺的民
间传承者。他说，这次组合的一大亮点就
是剧组演员身高都超过一米八，“这种身
高的演员在一般的剧团也很难生存，戏曲
演员大多不高，一米七就算是高的，一米
八的就很难找到搭档演戏了。”

除了全男班，这版《牡丹亭》在表演上
也尽可能接近昆曲的原始风貌。传统戏曲
演员表演状态是向下沉的，西方舞蹈是向
上的，近些年受西方舞蹈的影响，有不少戏
曲演员在台上也带着舞蹈范儿，在发音上
也受到西方声乐发声的影响。而此次《牡丹
亭》演出的动作编排都是按照明朝旧貌来
的，演出现场也完全不插电，伴奏就靠传统
的三弦、笛子，“这就能体现全男班的优势，
不插电，乾旦的声音也是可以亮堂的，从第
一排到最后一排的观众都能够听清楚。”

古戏楼里，咿咿呀呀的水磨腔没有丝
毫电声的加工，伴奏虽不复杂，但三弦、
笛子等乐器散发着中国民乐独特的魅力，
这种表演现场让不少观众感觉自己穿越到
了从前。“现在国人做什么都讲究原生
态，我们现在做的其实就是原生态的昆

曲。”金谷说。

文化创新

圈外人做戏曲没有包袱

“要从中国文化的层面去看待戏
曲，要探讨戏曲对大家的心灵有什么作
用。”对金谷来说，打造全男班演出昆
曲，并不仅仅停留在戏曲层面，而是对
中国文化的一种分享。其实，近几年，
他除了演出，还一直在开展一个叫“戏
道”的课程。

这个课程的受众相对水平高，是对
传统国学、文学、哲学、美学感兴趣的
学员。金谷的课程并不是循着老规矩教
他们戏曲的手眼身法步或唱念做打，而
是独辟蹊径地教学员从戏曲的角度去看
待生活，破解生活中的烦恼，发现戏曲
对当代人生活的作用，“我不只是把戏
当成戏来教，而是用戏曲基本功的训练
方法教他们怎么用眼睛去看人，兰花指
在生活中怎么运用才更符合中国人的气
质。”

金谷的教学中将哲学、美学和戏曲
基本功融合在一起，应用性很强，从来
没看过戏的人也觉得很受益。他对戏曲
的开掘，显然与传统戏曲人大不相同。
他说，白先勇对自己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北大读研的时候，金谷曾参演白
先勇主导的校园版《牡丹亭》。他发
现，这个版本的《牡丹亭》无论是音
乐、舞美还是灯光，都是全新的，而这
些都源于白先勇作为一个戏曲圈外人来
做戏曲的理念。“现在戏曲的发展非常
需要圈外人来一起做，因为圈内人有太
多历史包袱，圈外人则无所谓包袱，可
以站在中国文化的高度去看戏曲，更利
于戏曲的发展。”

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一场精彩的
演出结束了。但这个昆曲全男班要走的
路还很远。金谷希望能够得到相对充裕
的资金，让全男班团队稳定下来，发掘
更多传统作品。“我相信我们的全男班
是有市场有土壤的，在这样的土壤中才
能传承我们的传统文化。”

据《北京日报》

本报讯(记者张弘 文/摄)日前，“ 2017 桂林‘国展风’·‘新
秀提名’作品展”在市美术馆举办。该展邀请桂林市的中国书法家协
会会员，以及极具潜力的书法新秀 56 人参加，共有 168 幅作品亮
相。

本次展览作品风格各异，涵盖了各种书体，集中展现了我市书法
创作骨干的精神风貌，诠释了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书法的领悟。

据悉，自 1980 年至今，桂林市共有 46 人加入了中国书法家协
会， 188 人加入了广西书法家协会。在中国书法家协会举办的系列
书法作品展览中，有 8 人次获奖， 90 多人次入展；在广西书法家协
会举办的系列书法作品展览中，有 30 多人次获奖， 212 人次入展。
另外， 3 人各获得 1 次“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书法创作与理论
探索齐头并进，多人在“全国书法学术讨论会”上获奖。

□本报记者张弘 文/摄

日前，由临桂区委宣传部承办的桂林
百姓文化大讲坛，在桂林首都师范大学附
属实验中学举行。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中文系梁福根教授给大家讲《有一种感悟
古诗词的方式叫——— 乐读》。

读诗的终极目的是滋养我们的心灵，
是与心灵最深处那个追求真、善、美的自
己对话的过程。一直被翻译、分析、讲解
包围着的学生们，疏于对诗歌美的感受和
领悟。

孔子在《论语·阳华》中说：“小
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
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梁福根认为给学
生自由解读诗歌的空间，是诗歌教学的有
效的途径。我们可以以唱的方式去学诗
歌。除了鼓励学生学唱《月满西楼》《但
愿人长久》《在水一方》《相见欢》等流

传甚广的“诗歌”以外，还建议学生自己
为喜欢的诗歌配上合适的曲调，且吟且唱
且学。这曲调可以套用现存的，也可以自
己谱曲，曲调的风格须与诗歌的内容和
谐。

梁福根教授一直从事古代文学教学与
研究及地方文化研究。他说，古代文学经
典的“唱”包括“吟诵”和“歌唱”。诗
乐舞(歌诗)本一家，古代文学相当一部分
作品原本是活性地生存于舞台的，诗词、
戏曲与歌、舞、戏剧等舞台表演密不可
分。诗经、部分楚辞、汉乐府、部分唐
诗、宋词、元散曲、明清戏曲等等，原本
就是用于诵、唱、演的。传统戏曲剧目大
都是古代文学作品。明清戏曲的唱词也是
写得相当不错的诗词。而今天的古代诗词
教学往往忽略其活性特质，仅仅把作品当
作静态的文献来讲析，使得古代诗词的原

生态特征越来越远去，青年学子越来越
不喜欢学习。因此，把经典诵、唱和入
选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的传统戏曲
引入课程，是回归古代文学原生态、激
发兴趣促进学习的有效途径。

2017 桂林“国展风·

新秀提名作品展”举办
梁福根：

有一种感悟古诗词的方式叫乐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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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男班昆曲是噱头还是复古？

■文化视点

□新华社记者 任沁沁

生长在台湾淡水的王翎芳，从未想象过可以在北京故宫边上，创
立一个生活美学空间。她的不敢相信如今已成事实。经过半年多时间
的打造，一个命名为“翎芳魔境·景山艺堂居”的空间在景山公园边
上的一条胡同里形成。

这个同时最多容纳 20 人的小空间，因其距离北京故宫步行不过
5 分钟的距离，而显得独特、珍贵。

王翎芳第一次被“胡同”这个生活场景吸引，还是在台湾的时
候。她无意中读到刘心武的茅盾文学奖作品《钟鼓楼》。这本书以时
间为主轴，在同一维度中横刻了居住在老北京钟楼鼓楼附近胡同居民
的日常故事。她当时被钟鼓楼的胡同生活深深吸引。

多年后再次重读这本书，她说，是为了用双手踏实地将“翎芳魔
境学说”实践在老北京胡同居民的日常里。

王翎芳是台湾旅游、时尚达人，长期致力于两岸人文旅游观察。
2011 年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开放后，她的专著《台湾自助游》热销
大陆。近年来，大陆发展迅速，王翎芳和她的搭档贴布导演，将工作
重心从台湾转到大陆。

江苏、云南等省份，邀请他们走进各个城市，拍摄旅游纪录片，
宣传当地人文风情。这些别具人文情怀的旅游宣传片在爱奇艺等视频
网站收获了单条近百万点击量。

为了更好地传递美学生活价值观，她和贴布导演创立了“翎芳魔
境学说”。王翎芳解释，这是针对精英建构的文化品位生活系统，内
核架构有五大面向：把玩厨艺为心脏、快乐旅行是气脉、愉悦沉淀是
丹田、静心阅读是呼吸、豢养美丽是血脉。

两位热爱生活的台湾人，不仅在大陆找到了施展才华的天地，还
在北京最核心的位置拥有了一席之地。

2016 年底，一位朋友问王翎芳，有个房子在二环故宫旁闲置
着，有没有兴趣一起合作？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这个小房子在故宫旁的景山公园边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理和人
文价值：冬天可以看到故宫角楼覆着皑皑白雪的样子，秋天可以看到
金黄银杏的落叶缤纷，春天可以听到护城河水融化的声音，夏季可以
感受游客如织的繁华景象。

“景山艺堂居是实现翎芳魔境文化品味生活系统的实践场域。”
按照王翎芳设想，这里将成为美食料理制作体验场所、文化沙龙举办
地、摄影基地、艺廊等，还将分享翎芳魔境走遍各地的故事。

走进艺堂居，素朴砖瓦给人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为了保留最
原始的房屋样貌，王翎芳让整个房子依旧保持毛坯时的红砖样子，墙
上并不加以水泥抹平，仅以清漆喷上。

在王翎芳看来，老房子的温度可以与人的内心和生活发起共鸣，
改造设计最重要的是保留“刻痕”——— 在不推倒老房子所有结构和建
筑的原则下，以陈列及灯光设计赋予老房子新的美学概念。

“白天夜晚的环境迥然不同，这种同一空间中时空变化的瞬化也
是有趣的实验。”贴布导演介绍。除了自然光，他们在灯光设计上颇
费心思，以平面灯为主，营造最均匀的散光；电影灯光的布置则加强
了某些局部光的照明，凸显设计特色。

房子坐北朝南，清晨太阳升起时，正好可以看见阳光从门口由东
向西推移的过程；入夜，空间里的灯光以极弱的微光存在，红砖空间
让客人仿若置身古老城堡的地下酒窖，有被烛光包围的温暖感觉。

不久前，由于北京核心区严整私自开墙打洞、占道经营等，景山
艺堂居所在的沙滩后街成为整治对象。这使得原本为它特地从山东济
南运来的斑驳厚重的木门被整体拆卸。

尽管大门不再独具一格了，王翎芳和贴布导演却非常支持这项行
动。“这使胡同恢复历史风貌，还原灰墙灰瓦的本色，是好事。”

景山艺堂居的美食实验料理每季度更改菜单，将翎芳魔境转变成
专属的美食沙龙体验。景山艺堂居也是艺廊，墙面将不定期展览艺术
家作品， 6 月至 9 月会展出翎芳魔境贴布导演的摄影作品， 10 月后
将展出中国钢笔画第一人李景峰钢笔画作。

王翎芳希望有更多人能参与“翎芳魔境学说”，生发共鸣，并复
制翎芳魔境的美学体悟到各自的生活里去。

在故宫边上

打造生活美学空间的台湾人

荆州文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对丝绸文物进行拼接(1 月 9 日摄)。

越王勾践剑、曾侯乙编钟、虎座鸟架鼓、飞龙飞凤绣罗衣……
在中国湖北荆州，深埋地下二千多年珍贵文物的大量出土，揭开一个先

秦时期南方大国独特而神秘的文化面纱。

有学者认为，放眼春秋战国时代的世界，与楚国取得的文化成就相辉映
的，是古希腊文化；与楚国都城所具有的历史地位相比肩的，是古希腊名城
雅典。

书于史书的是这座城市的古称——— 郢都。尚默默无名的是这座古城一批
特殊的人物：荆州文物保护中心团队。

他们，用双手复原出二千年前“东方雅典”的文明烙印，用“匠心”演绎魔术
般“化腐朽为神奇”，再现出中华文明二千多年长流曾经断流的河段。

考古发现和文物修复，让湮没于岁月的辉煌在当代重生。

新华社记者熊琦 摄

荆州文保：用双手接续二千年中华文明长流

▲书法展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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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福根在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