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朱 玛

制度的意义

品多样戏剧

不一样的戏看多了，收获的

不只是灵魂的触动，还有艺术的

敏感与思想的拓展

五一前后，在天津大剧院，连看了来自德

国的《朱莉小姐》和《耶德曼》，最大的感触是：

原来戏剧还可以这么演。

对于喜爱戏剧的观众而言，《朱莉小姐》

并不陌生。作为斯特林堡的代表作，这部独

幕悲剧一直被看作小型室内剧的典范，有过

各种不同版本的演绎。而柏林邵宾纳剧院的

这台《朱莉小姐》，不但让朱莉小姐成了配角，

反以原作中模糊不清的男主角让的未婚妻的

视角展开；更大胆地将舞台化身片场——偌

大的舞台上，只有一堂室内布景——厨房，远

远地在舞台中心，且隔着门廊和一大排玻璃

窗，故事的主要情节都发生在那里。

这戏如何能看清表演？

有摄像机！和演员同时出现在舞台上的

还有 6 台摄像机，随着剧情展开，它们被舞美

人员和演员极其快速准确地搬到不同的表演

区进行拍摄，图像实时传送到舞台上方的一

块大屏幕上，让观众的眼睛可以拐弯，可以透

视，没有盲区。

舞台前区左右各有一个长条桌。左边是

特写拍摄区，右边是拟音台。中心表演区的

表演并不停顿，同步地，有演员在前景拍摄特

写。于是，舞台上时常交错出现两个“克里斯

汀”，一个在“室内”、一个在“室外”；于是，我

们在大屏幕上看到了以往在剧场里看不到的

细节——背对舞台趴伏的演员半梦半醒的

脸，她望向窗外时阴郁的眼神，她做饭时手里

的动物内脏⋯⋯

表演、拍摄、剪接、配音、配乐、实时播出

⋯⋯在 70 分钟里无缝衔接，一气呵成，舞台

表演和影像作品同步呈现。舞台上来来往往

的摄像机提醒你这不过是台戏，而银幕上连

贯、细腻、完整的影像作品又紧紧地抓住你一

步步走进克里斯汀的内心。70 分钟里，在间

离与合成之间徘徊忙碌；70 分钟之外，你或

许会自问我们在生活中所见的诸多碎片，最

终被臆想主观合成之后，与事物的本初究竟

相去多远？

而汉堡塔利亚剧院的《耶德曼》也同样采

用了舞台实时拍摄的影像作为辅助手段，但它

更为新颖之处在于舞台上的摇滚演出，以及主

演一人几乎包揽全部角色的“分裂式”表演。

这两台戏都是天津大剧院“2014 首届曹

禺国际戏剧节”、“2014 林兆华戏剧邀请展”

的特邀作品。一向特立独行的总导演说：“我

就是要让大家看看，全世界最好的戏长什么

样子。”这注定了在这个舞台上上演的不会是

大众审美习惯了的传统样式。

有意思的是，这样两台对中国观众而言

有点离经叛道的先锋演出，骨子里都是百年

老戏——《朱莉小姐》1888 年首演；年轻些的

《耶德曼》1920 年首演，其原型是中世纪的道

德剧，传统的“萨尔茨堡版”《耶德曼》多以大

教堂前广场为露天剧院。这两台戏未必是最

好的——戏剧内涵并不格外深刻、超前，但耳

目一新的舞台呈现提醒我们：固定已久的理

念之外戏剧其实还有各种可能；也追问我们：

经典剧目在多媒体时代如何获得新生？

对艺术的体味从来没有统一的标准，喜

爱与否、看懂多少、触动深浅，因人而异，不必

纠结。我相信，不一样的戏看多了，收获的不

只是灵魂的触动，还有艺术的敏感与思想的

拓展。感谢那些让我们在家门口就可以换个

角度看戏剧看世界的人。

免开罚单的“豁免”政策，

看起来很有人情味，实际上却

有放纵违法之嫌

有 些 记 忆 不 能 忘有 些 记 忆 不 能 忘

□ 杨国栋

□ 赵 婷

就像一处伤口，随着岁月流逝，或许不再

撕扯得生疼，但对亲历者来说，有些记忆永远

留在心底，每到一个时间节点，就会隐隐作

痛。记忆，沉淀在脑海，并没有遗忘。汶川，就

是无数中国人心底的伤。

6 年了，时光流逝，曾经撕裂的大地早已

重生，那片土地上的人们开始了新的生活，当

年的伤情小镇已成为温情小镇，迎来各地游

人。但北川，是我不敢触碰的，汶川特大地震

发生后，我曾多次踏访那里，每次都泪洒北川，

每次都心情沉痛。那些断壁残垣，那些滚落的

巨石，那些在风中颤动的小花，都提醒着人们，

那场灾难是多么惨烈。

不能遗忘的，是灾区群众在家园破碎后的

自强不息；不能遗忘的，是全国人民驰援灾区

的守望相助；不能遗忘的，是灾区群众与援建

者万众一心，用双手再还人间一个锦绣巴蜀的

豪迈精神。那些人、那些故事，定格为无数震

撼心灵的画面，仿佛就在昨天。

记 忆 里 ，有 一 朵 白 色 的 栀 子 花 。 那 是

2008 年，在受灾群众集中安置点，这朵花显得

意韵悠长。在绵阳九洲体育馆，上万名受灾群

众聚集在这里。“寻亲墙”、各种颜色的被褥、矿

泉水、生活必需品，正值盛夏，上万人聚集的体

育馆显得嘈杂凌乱，但在一处铺盖前，有一朵

栀子花在绽放。那是一对中年夫妇，呆呆地坐

着，眼神里是一种深深的悲伤。地震中，他们

的家没了，在外地打工的女儿千辛万苦寻亲，

在这里找到了父母，送上了一盆栀子花。他们

小心地守护着栀子花，像是守护着自己的家。

没经历那种创痛，就不会如此珍视家园、亲

情。一朵平淡无奇的小花，在大灾大难发生的

时候，变成了奢侈品。

记忆里，有一群孩子的身影。那是 2009

年，重访北川老县城的归途中，心情是灰色

的。午后，曲山小学的孩子们放学了。阳光

下，他们在新建的宽阔公路上奔跑嬉戏，一张

张童真的笑脸如阳光般灿烂。在他们心底，悲

伤的记忆也许还未完全褪色，但身边每天发生

的新变化，已填满他们的生活。生活总是要继

续，希望还在生长，这一幕，给我的记忆涂上一

抹温暖的金色。在四川，看到救援的车辆，孩

子们会高高举起右手敬礼，热情地给救援人员

送水送食品，看到他们小小的身影，你的心总

会怦然而动。这份童真、这份感恩，让你听到

新的希望在生长。

记 忆 里 ，有 一 位 当 地 人 的 心 声 。 那 是

2013 年，重访映秀镇，从都汶高速一路盘山而

行，山下是波涛汹涌的岷江，穿隧道，过村庄，

一个美丽的小镇出现在眼前，昔日的震中已有

了现代的卫生院、学校、商业街，美丽而恬静。

一位当地人说，“灾后重建取得了巨大成就，但

我觉得现在媒体讲成就的多，说防范灾难的

少。要加大对全社会防灾意识的宣传，否则会

‘好了伤疤忘了疼’”。汶川特大地震后，我国

把 5 月 12 日定为防灾减灾日，不少学校定期举

行避险演练，但不容忽视的是，公众对不同灾

害发生时如何避险、急救等知识依然匮乏。我

国是世界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

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

重。防灾减灾的知识还需大力普及，才能产生

持久正向的影响。

只有经历灾难，才更加珍惜生命、亲情、友

情，更加珍惜同胞的守望相助，更加珍惜一个

国家在灾难中挺立的精神。“我们说废墟和灾

难是需要纪念的，但是这是一个需要忘却的纪

念。”在映秀镇国际抗震救灾学术交流中心前

的石碑上，刻着这样一段话，阐释了法国著名

建筑师保罗·安德鲁的设计理念——“为了忘

却的纪念”。再次翻到 5 月 12 日的日历，我们

渐渐忘却恐惧和痛苦，但对生命的珍视、对生

活的感恩、对家国的热爱将久久铭记⋯⋯

再次翻到5月12日的日历，我们渐渐忘却恐惧和痛苦，但对生命的珍

视、对生活的感恩、对家国的热爱将久久铭记⋯⋯

纵观这些年的国内综艺节目

荧屏，可谓“各领风骚三五年”，各

类造星选秀节目、婚恋交友节目、

真人秀节目、益智挑战类节目往

往高调诞生，热闹非凡，但最后都

难逃明日黄花的命运。电视创新

就像生命周期短暂的蜉蝣一样，

呈现出一种朝生暮死的迹象：任

何节目红火之日就是这类节目衰

落之时，即便没死也正在通往死

亡的路上，“热什么毁什么”、“创

新一批死亡一批”成为了中国电

视创新的宿命。

尽管如此，生存的压力和综

艺节目高额的广告吸金力仍使

得不少电视人在节目创新之路

上大施拳脚、狼奔豕突。据《中

国电视综艺娱乐节目市场报告》

显示，综艺节目是继新闻、电视

剧之后国内媒体借以拉动经济

增长的最大热点；但国内综艺节

目“生命周期”短暂也排在前列；

节目过多过滥、内容重复雷同、

抄 袭 模 仿 成 风 是 其 遭 遇“ 滑 铁

卢”的主要原因。一个新创节目

一出炉，各卫视便明目张胆地竞

相模仿抄袭，使节目除了主持人

和参演嘉宾不同外，其形态和样

式都大同小异。比如一个舞蹈

类节目，曾出现《舞出我人生》、

《舞林大会》、《舞林争霸》三足鼎

立的局面；当《中国好声音》成为

“好生意”之后，《中国梦之声》、

《中国最强音》便随后杀到；自

《非诚勿扰》在江苏卫视一夜走

红后，《相约星期六》、《爱情来敲

门》、《我 们 约 会 吧》、《百 里 挑

一》、《婚姻保卫战》、《幸福来敲

门》等婚恋节目都应运而生。这

些节目争抢收视，轮流坐庄，可

都没红过 3 年，“短寿”将成为其

致命伤。

中国的电视节目像染上了

“传染病”一样，一个创新的“细胞

肿瘤”一出现，便在全国几十家上

星电视台之间迅速“繁殖”、“蔓

延”开来，其“传染源”却来自国

外。据了解，国内目前很多脍炙

人口的综艺娱乐节目大多是外国

血统，比如，央视 1998 年开播的

益智游戏节目《幸运 52》曾火了

十年，它拷贝于英国的《猜商标》；

益智类节目《开心辞典》源自英国

的《谁想成为百万富翁》；浙江卫

视的综艺节目《我爱记歌词》则拷

贝美国 FOX 电视网 2007 年推出

的益智游戏节目《莫忘歌词》；《快

乐大本营》也是模仿香港《综艺 60

分》；婚恋交友节目《我们约会吧》

则引进了英国《take me out》的

节目模式。“拿来主义”成为 了

中国电视节目创新的一项重要

手段。

从目前看来，中国电视人虽

然高擎创新旗帜，貌似创新脸孔

的节目也层出不穷，但实际上大

多数研发还停留在搜集购买国

外优秀电视节目的阶段，或者对

其他台的成功节目进行简单改

装模仿，实质性的研发空间还有

待挖掘。中国电视综艺节目要

从“制作”走向真正的“原创”，必

须摒弃浮躁心态，健全电视行业

的体制和机制，加大对电视版权

的保护力度，使原创方投入巨大

资本和精力研发而成的独创性成

果得到认可和保障，这样才能激

发创作方的活力和热情。此外，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对

广大电视人而言，与其拷贝学习

国外的节目，不如直接学习国外

节目的创新方法。只有最大限度

地提升原创节目的“造血”能力，

挖掘本土节目价值内涵，才能创

造出“灵魂”和“血液”相统一的

“长寿”节目。

□ 赵凤兰

只有最大限度地

挖掘本土节目价值内

涵，才能创造出“灵

魂”和“血液”相统一

的“长寿”节目

有朋友到甘肃省和政县去支教，告

诉了我他所亲历的一种引得我热泪涟涟

的教育现象。

该县有一种小学，叫“教学点”。一般

多是两个年级，学校只有一两位老师。有

的教学点的老师终年守着一个山头；有的

老师在这样的教学点上一直工作到退休，

把一生框定在了一个直径不超过50米的

小圈子里。既做校长，又兼孩子们午饭的

炊事员和生活保育员，还管敲钟，兼带着

门房保安和柴火搬运。而在和政，据说这

样的教学点有42个之多。

将自己一生的目标定位于一个直径

不超过 50 米的教学点上，这是一种令人

从心底感到震撼的现象。无论从哪一个

方面考虑，这都是一种不亚于孤岛站岗

的坚守。

在这里，可以沐浴到从山顶掠过的四

季变幻不定的信风，可以聆听到宛转地倾

吐着爱恋的鸟鸣，可以抚摸到向着天空表

白着心志的青草。然而，最中心的伫望，

却是那么一间简陋的房屋，那么一双天真

的眼眸。一间简陋的房屋，因为一本书的

存在，而散发出悠远的馨香，那馨香就点

燃沉寂的心瓣，将亘古浓缩为一瞬投影在

山峦之上，从而让一块蛮荒拥有了历史；

而那双眼眸，则因为一个“传道者”的存

在而发出与星辰交映的智慧的微光。这

样来看，支撑着一个人一生守于一隅的，

就是一腔为了这片生育我们的土地的热

血，就是一片为了这方与我们怀抱同样的

热望的乡民的赤诚，就是一缕擦亮后代蒙

昧的眼睛的希冀。

在那样的坚守里，你可以说时间变

得格外漫长而滞重，因为它伴着孤寂，伴

着贫困，伴着艰辛；但你同样可以说流光

变得格外丰盈而清澈，因为它又伴着希

望，伴着热情，伴着充实。就在这样的坚

守中，许多的人，告别了青春，错过了缤

纷。当暮年降临要永远地离开那儿的一

草一木、一桌一椅时，回首间，似乎看到

当年年轻的自己就带着潋滟的笑从山路

的那一头迈上来，和着那笑的，已是苍颜

白发，蹒跚步履。那一刻，升上心头的会

是什么？我们竟然都不敢去想象。而唯

一可以肯定的，则必然是一行将落日也

泡得酥软的热泪。

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乔木之谓

也，乃世臣之谓也。”听到这样的境况，我

想说的是：“所谓学校者，非教室之谓也，

乃师魂之谓也。”一个教学点，哪怕仅有

一位老师，仅有一位学生，也是一种伟大

的传承。在这样的传承中，师魂体现为

一种怀抱责任的言传身教，一种恒兀兀

以穷年的授业解惑，一种先觉觉后觉的

点亮心灯。不论环境如何，境遇如何，只

要这种精神存在，便令人肃然起敬！

我似乎听到那些摒弃了繁华、一生

坚守着一方阵地的人们，用他们清明的

嗓音让孩子们听到了一声闭塞贫瘠生活

中嘹亮高亢的凤鸣。它就像当地的“花

儿”中的音符，飘飞在那蓝天白云之下，

然后每一个都落在该落的地方。

一个教学点，哪怕仅有

一位老师，仅有一位学生，也

是一种伟大的传承。

□ 李尚飞

传 承
师 魂

面临隐性的种族歧视，你还

会义无反顾把孩子送往国外吗

耶鲁大学亚裔教授蔡美儿的一本《虎妈

战歌》在美国乃至全球都引起了广泛关注，让

美国主流社会开始惊呼“成功的亚裔势如猛

虎”，其实这种“惊呼”只是“中国威胁论”的一

个缩影。在美的亚裔总结出的“纸老虎”观点

才更加反映现实：“虎妈”们培养出的 ABC

“虎子”，哪怕在学校成绩拔尖，在美国名牌大

学能占据相当百分比，出了校门之后，在职场

被当做“纸老虎”。在美国企业中，名牌大学

毕业的亚裔往往晋升速度不如普通大学毕业

的白人，此类与种族有关的职业发展瓶颈被

称为“竹子天花板”。

毫无疑问，在美国社会对于亚裔始终有

着刻板印象，在美剧《破产姐妹》中，对于亚裔

的隐性种族歧视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两位美

女在纽约布鲁克林的一家小餐馆打工，同事

为乌克兰大厨、老年黑人收银员以及小个子

亚裔老板李憨。在每一集中，女主角都会针

对亚裔老板开一些侮辱和讽刺性的玩笑，笑

点绝大部分围绕着李憨的“身材矮小”以及

“缺乏男子气概”。这类笑料让中国观众看来

十分难以接受，但却可以说是此部剧的噱头

之一，而且该剧中影射种族歧视的玩笑尺度

并没有因为亚裔团体的抗议有任何改变，而

是从第一季到第三季愈演愈烈。该剧一直在

美国全国性卫星电视播放，可以说，隐性的种

族歧视已经在美国社会是一种公认的潜规

则，被视为常态。

在职场很多亚裔被当做“便利贴”：功

能很具体，不容易引起大家注意。对别人

的要求都尽量满足（甚至承担一些分外的

“脏活累活”），而不太注重享受。“便利贴”

很方便，用过之后可以随手丢弃，渺小安静

无所求。

在一家财富 500 强跨国企业美国总部负

责组织员工活动的经理，曾经很不解地问笔

者，“我们公司（在美国）有那么多中国员工，

为什么我们每次办活动他们都很少积极参

加？”的确，在公司级活动等各种能“露脸”的

地方，亚裔面孔的确出现得少一些，他们仿佛

总是沉浸在默默无闻的工作中。以至于当一

个亚裔在会议中很踊跃表达自己观点的时

候，他得到的反馈会是：“你真不像一个典型

的亚裔”。美国也有亚裔领导力组织，尝试帮

助人们经过不断探讨和学习发展领导力的特

质，提升亚裔在社会的影响力。

目前中国社会有许多精英和财富阶层

在考虑移民欧美国家，他们的理由之一是

“为了给孩子找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更多中

产阶层人士在准备让孩子出国留学，并考虑

让孩子在国外求职。但是很多人忽略了上

述种族和文化的影响。如果你的孩子在异

国求生存、求发展，首先要突破“竹子天花

板”，面临隐性的种族歧视，你还会义无反顾

把孩子送往国外吗？

移民得慎重

□ 王 晋

相信在不少城市都能看到，学校门口本

是禁停路段的地方在上下学期间总是停满了

接送孩子的车。不少交警“体谅”家长，便把

此地设为“豁免区”，理由不外乎“接送孩子

嘛，人之常情，停停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随

着交通设施的完善，“天网”等摄像头的启用，

这些“豁免区”变成了正规的监控区，依然在

此地停车的家长便免不了要吃罚单，不少家

长因此大呼“不人性”。

我倒觉得，这就是制度的意义。

交警设置“天网”抓拍是为了更有效率和

原则地执行制度：比起原来的现场处罚，“天

网”不仅能提高处罚效率，也因摄像头的无处

不在，使违章司机很难再抱有侥幸心理，有助

于减少交通违法行为。同时，由于负责“天

网”抓拍工作的执法人员并不在现场处罚，既

避免了车主胡搅蛮缠抗拒处罚，也不会有执

法人员碰见熟人或被打招呼后，徇私枉法的

情况出现。

当然，“天网”抓拍，只能根据实时监控

情况来判断是否是违停，难以了解现场真实

情况，出现错判也在所难免。但这完全可以

通过观看车辆涉嫌违章时的前后录像来判

断是否属于违停。对处罚有疑问的司机，可

以要求查看录像记录，交警部门也应主动提

供此类服务。像有些做得好的城市一样，抓

拍前先“电话提醒”司机离开，车辆在规定时

间内驶离后，就不再作处罚，也可以避免类

似的错罚。一丝不苟执行违章拍照任务，是

“天网”的优点，应该继续发扬。不能因为

“天网”抓拍出现了一些错判，就一味否定，

或是以加点人情味为由要求“天网”放宽处

罚标准。

就像之前对接送孩子时段需临停的车

辆，免开罚单的“豁免”政策，看起来很有人情

味，也很人性化，实际上却并无法律依据，有

放纵违法之嫌。“停车位紧张、接送孩子”等都

不是违章停车的理由。否则，这也开特例，那

也有例外，交通法规岂不是成了一纸空文？

再说，道路空间本就有限，大量的车辆在此停

靠势必会导致上下学期间校园门口的交通拥

堵状况更加恶化。而校园门口车辆过多，也

容易导致交通意外，危及孩子的安全。总而

言之，在禁停路段设置“豁免区”的做法于情

于理不能再延续下去了。

综 艺

“ 蜉 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