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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古典音乐讲好中国故事”
指挥家余隆作曲家陈其钢对话“门道”

余隆：
文化的意义远大于专辑本身
陈其钢一直记得，上世纪 70 年代，当他
还在中央音乐学院读书时，DG 对他和所有
的学生来说，是一个格外遥远甚至神圣的字
眼。直到现在，这家已有 120 余年历史的古
典音乐厂牌仍然是古典音乐界的“梦”。
“无
论你是作曲、指挥还是演奏，DG 都代表着一
个标杆。”陈其钢说，
“ 只要你与 DG 签约，不
用听就知道是好的。”因此，在对待《门道》这
张专辑时，余隆和上海交响乐团拿出了十二
分的慎重。
《门道》收录了陈其钢的《五行》与《悲喜
同源》、拉赫玛尼诺夫的《交响舞曲》、克莱斯
勒的《中国花鼓》四首作品，在与 DG 沟通曲
目时，中国元素是余隆首先考虑的问题：
《五
行》和《悲喜同源》无需多言，余隆坚定地认
为，
“中国乐团走到国际一定要有中国作
品”；拉赫玛尼诺夫代表的俄罗斯作曲家与
上海颇有渊源。100 多年前，上海交响乐团
成立之初，许多俄罗斯音乐家都在上海生活
工作，为乐团的建立付出了许多心血；克莱
斯勒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一曲《中国花鼓》
便可见端倪，这位蜚声国际的小提琴家生前
还曾在上海演出。
《门道》的封面同样耐人寻味。余隆站
在外滩，手扶一辆自行车遥望远方，身后是
浦东高楼大厦的剪影轮廓，上海的旧日时光
和开放发展在这里一览无余。
“ 这张照片很
有意思。”余隆说，
“ 可以看到，中西、新旧文
化都在这里交汇。”而这也是“门道”的含义
所在，
“我们希望‘门道’是文化交流的门道，
是艺术相通的门道，是阅读对方思想的门
道。文化的意义远大于这张专辑本身。”余
隆希望，在 DG 这个国际顶尖平台上发行的
《门道》可以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一扇门：这
里有成立 140 年之久、不输西方名团的上海
交响乐团，也有水平高超的作曲家，在西方
几乎只被白头发的观众欣赏的交响乐正在
这片土地上蓬勃发展。
《门道》面世后，一向挑剔的英国《泰晤
士报》给出了四星的评价，余隆和陈其钢都
觉得很骄傲。陈其钢把专辑的成功归结于
中国交响乐几十年的发展，
“ 我们在世界上
有了话语权，才会让西方的公司对中国的指
挥、中国的乐团和作曲家感兴趣。”

艺评

在 去 年 的
“DG120 周 年 太 庙
音乐会实况录音”
后，上海交响乐团与
音乐总监余隆迎来
了签约环球音乐旗
下 DG 厂 牌 的 首 张
录音室专辑《Gateways》（中 文 译 名
《门道》
）。专辑收录
的四首曲目中，作曲
家陈其钢的《五行》
和《悲喜同源》占据
了两席。近日，余隆
与陈其钢办了一场
名为“艺术之门道”
的交流活动，分享了
制作这张专辑的种
种感悟。

陈其钢：
发展中国交响乐靠什么
在余隆看来，音乐是文化交流中十
分直接且特别的一种方式，它不需要语
言文字，但表达的喜怒哀乐等情绪却能
引起全世界观众的共鸣。
“要用音乐‘讲
好中国故事’，不能只是口头上说，得过
心。”多年来，余隆一直致力于发掘中
国作曲家自己的作品，为他们提供展示
的平台，陈其钢就是其中一位。
2002 年，陈其钢第一次与余隆创
立的北京国际音乐节合作，提出想办一
个专场音乐会，
也是在这一年，
北京国际
音乐节提出了“中国概念”的艺术主题。
“我们其实很少为在世的作曲家做专场音
乐会。
”
余隆犹豫再三，
但看着陈其钢有点
儿“哀怨”的眼神，最终答应下来。结
果，
《五行》
《蝶恋花》
《逝去的时光》，一
连几首曲子指完，余隆跑到后台激动地
对陈其钢说，
他的作品实在太惊艳了。
陈其钢非常了解指挥家对作曲家
来说意味着什么。1998 年，陈其钢带
着刚写完的《逝去的时光》拜访了一位

著名指挥。
“ 他看着我，表情就是‘你谁
啊’。可能我走了之后，他就把那张唱
片扔进了垃圾桶。”陈其钢把作曲家比
喻成一部作品的“生身父母”，
“ 但作品
交出去后，生身父母就无能为力了。”辛
辛苦苦诞育的“孩子”也许会被指挥和
演奏家们进行理想或不理想的诠释，也
许被彻底遗忘，从来不曾出现在观众面
前，
而作曲家
“什么都做不了”
。
在活动现场，陈其钢常常提起，余
隆对自己有“知遇”之情，他与《门道》的
小提琴独奏文格洛夫结识也是因为余
隆，而在推广自己的作品时，余隆更是
做了许多努力。2009 年，余隆就任上
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2015 年至 2016
年，陈其钢被聘为乐团驻团作曲家。在
这一年中，乐团九次上演了陈其钢的作
品，对作曲家而言，这是一个极为难得
的数字。余隆看到了陈其钢“对中国文
化真正的热爱”，以《逝去的时光》和《悲
喜同源》为例，陈其钢分别化用了古曲

《梅花三弄》和《阳关三叠》。
“同样是《梅
花三弄》
《阳关三叠》，很多人都在展现
它的旋律，为什么不成功？”余隆盛赞，
“用世界 语 言 讲 中 国 故 事 ”的 陈 其 钢
“把中国的美发挥到了极致。”余隆曾
带着《五行》到国外演出，排练时，他向
外国乐手讲起了“金木水火土”和中国
古人“五行相生相克”的哲学智慧。
“那
是一种打开了新世界的美丽，空灵的感
觉和留白的韵味激发了世界对中国音
乐的欣赏。”
“中国的古典音乐一直在进步，与
30 年前相比，完全不一样了，但我们希
望用音乐实现文化领域中的平等对
话，这其中还有太多工作要做。”陈其
钢说。就像《门道》这张专辑“不是一
个人、一个乐团的努力就能实现的”，
未来中国交响乐的发展也离不开所有
从业者的合作，
“首要的仍旧是创作，其
次是演奏，再之后是推广，对此，我们充
满期待。”
本报记者 高倩

一部儿童剧，用活了民族音乐元素

昨晚，由广西文化产业集团、广
西演艺集团出品，广西木偶剧团创
作演出，广西大学“八桂学者”胡红
一编剧、导演的国家艺术基金 2019
年度资助项目——儿童音乐剧《月

亮上的妈妈》，作为第九届中国儿童
戏剧节暨国际儿童戏剧合作与发展
论坛演出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上
演。精彩的演出让全场大小观众都
为之欢呼喝彩，很多观众走出剧场

时，都哼唱着剧中动人的旋律，并忍不住赞叹
“太好看了！”
儿童音乐剧《月亮上的妈妈》作为一部反
映现实生活的原创作品，不仅关注关爱现实
生活中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乡村”等
社会问题，同时还通过把现实、童话和梦境相
互交织的艺术手法，将中华传统故事里经典
的“嫦娥奔月”故事，跟现实生活中的“打工妈
妈”和“天上月亮”进行巧妙嫁接，载歌载舞地
讲述了三位可亲可敬可爱的留守老人，为了
纾解留守儿童李想“思念妈妈”的痛楚，进行
一番斗智斗趣斗乐斗爱的奇幻故事。作品以
幽默童趣的舞台艺术表现手法，把揪心的社
会问题，转化为抚慰暖心的艺术体验，举重若
轻地反映了天真、善良、敏感、坚强的儿童本
性，歌颂了相濡以沫、彼此关爱的乡村美好品
格，生动地展现了人性之美、质朴之真和亲情
之爱。演员们轻松自然风趣的表演，各种紧
跟时代令人忍俊不禁的台词和歌词，让剧场
里时时爆发出阵阵大笑；而三个老人爬上屋
顶为思念妈妈的留守儿童李想“摘月亮”的场
景，
则让人忍不住想要落泪。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月亮上的妈妈》巧

妙利用木偶、剪纸等“非遗”艺术营造“戏中
戏”讲故事，现场乐队及合唱队更是浑然一体
地植入广西特有的彩调、渔鼓、零零落等民族
音乐元素，并大胆地把民间曲艺、传统戏曲和
流行摇滚等多种音乐风格有机结合起来，为
所有观众奉献上了一场极富中国西南民族艺
术特色的视听盛宴。作曲颜宾表示，这是全
体主创人员的共同想法——用中国式音乐讲
述中国故事。
全剧充满着童话般的奇幻想象，
并且让成
人观众会去反思自己是否尊重孩子们内心的
童真和想象力。整部剧作没有为了煽情而去
故意制造强烈的戏剧冲突，
甚至还在很多常规
的动情点，
有意用幽默风趣稀释冲淡了创痛和
伤感，使之情感纯粹真挚，通俗易懂不矫情。
作品在充分挖掘人物思想情感、生活方式、民
风民俗、独特风光等基础上，呈现了乡村日渐
流失的生活与情感，
以及浓郁鲜明的地域文化
特色，
同时也凝结着主创人员在现代文明背景
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的忧虑和思考，
并呼吁广大社会群体要在精神层面上给予留
守儿童更有温度和力度的陪伴与关爱，
让每个
人都为之深思感动。
本报记者 王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