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下“乡音”二字的时候，我的思绪顿时嘈
杂起来。童年的乡野，久违的面容，还有那些以
诗句或者画面样式呈现的属于审美领域的乡
愁，蒙太奇般闪过记忆的旷野。

乡音，是我们可以毕生拥有的自主的符号，
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在漫漫的人生旅途中，我
们会被越来越多的外加符号所困所累所束缚，
但乡音这个识别码，永远是亲切的，且是唯一
的。

乡音，是不疏不远的伙伴，是不离不弃的朋
友，是不嫌不厌的亲人。

我们都是乡音的主人，同时我们又无可逃
避地成了乡音的俘虏。在乡音里，特别是关于
乡音的审美里，我们以主人的身份，享受着作为
俘虏的别样幸福。

关于乡音的天幕里，我们看到的第一层影
像，自然是一方土地，一方丰沃美丽的土地，一
方与乡音关联密切甚至唯一对应的土地，一方
与我们的生命休戚相关且烙印深切的土地。

我们是这方土地上生长的孩子，如同这方
土地上生长的庄稼，乡音亦然。于是，我们与乡
音、与土地便构成了三位一体的紧密关系。

当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人印象中
的一方乡土，自然是不一样的，就像白山黑水之
于东北人，山梁沟峁之于陕北人，小桥流水之于
江南人，金沙雪浪之于沿海人，各地有各地的特
色，各方有各方的神奇。即使是同乡的人，对故
土的印象也会有不一样的版本。

但是，在乡音的旗帜下，乡土对于每一个人
所发挥出的联想指向是相当一致的，那就是：乡
土是最让人感到亲切、温暖的角落。而乡音，则
是每片乡土恒久的特产。土地有多肥沃，乡音
就有多丰硕；土地的色彩有多丰富，乡音的色泽

就有多鲜艳。
关于乡音的天幕里，我们看到的第二层影

像，肯定是一群人，一群形象丰满的人，一群与
我们最初的生命关联密切且萦绕我们生命始终
的人，一群与我们有着血缘关系的亲人以及虽
非亲非眷却情同手足的朋友、伙伴。

因为，我们是操着同一种乡音的人，我们在
乡音里迈开人生的第一步，我们用乡音牙牙学
语，我们用乡音命名我们熟知的一切事物，我们
用乡音呼唤着伙伴的小名……

当我们可以用乡音表达想法的时候，其实
已经到了我们快跟乡音惜别的时候。为了求
学，为了生计，为了一些无法释怀的情感或眷
恋，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乡土，到异乡打拼和生
活。即使没离开乡土的人，由于各种原因，与乡
音亲密接触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乡音，成了生
活现代化、城市化大趋势下被边缘化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好在，那些熟悉的与乡土相关的面
容还在，那些与乡音相关的往事还在。于是，在
一次次的回乡探访里，在一次次的同乡聚会里，
在一次次的静夜回忆里，乡音如当初我们这些
调皮捣蛋的少年一般，活灵活现地穿梭着，奔跑
着，嬉闹着，哭泣着。

与乡音相关联的人物和故事陡然丰富起
来，从没笑过的村头大叔，爱穿花衣裳招摇的

“张三姐”，总是能摸到大鱼的“憨大阿哥”，总是
把麦苗当成青草的“城里小青”……一群乡人幻
灯片似地浮现出来。当然，最多出现的是自己
的亲人，还有他们用乡音传递的亲情。

关于乡音的天幕里，我们看到的第三层影
像，无疑是一份情感，一份不断升华的情感，一
份与乡土、亲人相生相伴且不可割舍的情感，一
份在这样的“乡音情感”上不断升华的关于乡音

的审美情感。
乡音，承载着太多的分量。对于游子来说，

它既是情感的触发器，又是情感的储存箱，更是
情感的裂变点。在异乡，熟悉的乡音，能让人找
到久违的亲切和感动；在亲人面前，满口的乡
音，能抚慰他们饱经沧桑的思念和牵挂。那些
不吐不快的心声，用乡音表达最迅捷最准确；那
些曾经的小恩小怨，在乡音里，是相逢一笑的释
然。

乡音，还承载着人类太多的共同情感。从
审美角度看，那些乡愁，那些呼唤，那些守望、思
念、牵挂和回归，有许多与乡音有关。崔颢当年
登上黄鹤楼，望着历历睛川、萋萋芳草，眺望他
的“日暮乡关”时，他吟唱诗句的语言，用的肯定
是乡音；“少小离家老大回”的贺知章，面对把他
当成远客的孩童，不得不感慨时间这把刀的厉
害，令他唯一欣慰的是“乡音未改”；“回到异乡”
的张镐哲，在“北风又传来熟悉的声音”时，猛然
想到已走得太远；开始以为“乡愁”只是“一张小
小的邮票”的余光中，在经历了岁月的煎熬之
后，把“乡愁”提炼到了“浅浅的海峡”的意象上，
让人一咏三叹……

乡音，简简单单两个字，包含着多大的乾
坤，蕴含着多少的情感啊！

还是静静地回味一下乡音的精妙段落吧。
然后，大声地说出来！

深冬的午后，阳光正好，可朋友老
张却感到了阵阵的寒意。老张是一家
杂志的资深编辑，从业20多年来，工作
虽说算不上成绩斐然，却也做得风生水
起。正当他认为自己的人生会一直这
样“衣食无忧”时，突如其来的媒体融合
大潮让他乱了方寸。单位取消纸张印
刷向新媒体全员转型，这让一贯行事谨
慎、甚至有些保守的老张无所适从：都
一把年纪了，思维模式固定，接受新事
物又慢，怎么和年轻人竞争？但如果现
在退出，又放不下始终坚守的那份职业
情怀。徘徊在路口，老张感到困惑迷
茫：“移动互联时代，我们甚至连惆怅的
时间都没有，就要做出改变！”

老张的苦恼不禁让我想到了同事
小敏的经历。她在国外留学多年，到我
们单位后不仅业绩突出，技能熟练，甚
至“搬运工”“修理员”的角色她也都能
胜任，从拆装办公电器，到修理桌椅板
凳，样样精通。可谁又能想到她也曾是
个啥都不会做的“小公主”，父母那句

“你瞧瞧别人家的孩子……”在耳边从
小念到大。直到出国留学后，她才意识
到所有的一切都要靠自己来。老师讲
课一句也听不懂，不会做饭，三餐只能
顿顿嚼面包；清理管道、搬运桶装水没
人帮忙，有时实在忍不住了就窝在沙发
里蒙着被子哭得稀里哗啦。家里来了
电话，她擦干眼泪，用微弱到只有自己
听得见的声音说了句：“我很好啊！”她
也想过放弃，但自身价值的实现以及内
心深处的不甘，又让她决定重新开始。
试着一个人鼓捣修马桶、钉家具，战战
兢兢爬梯子换灯泡、贴墙纸，抱着便餐
在图书馆背单词、查资料……不知不
觉，她赶上了课程，适应了环境，渐渐从
一无所知的“菜鸟”蜕变成了人人羡慕
的“别人家的孩子”。“都是环境逼出来
的，其实就看你愿不愿意真正做出改
变。”在一次聚餐中，小敏和大家分享了
她的感悟。“那种付诸表面的诉求和扎
根在心底的渴望，所激发出的力量是完
全不一样的！”

那天一起吃饭的还有同事刘哥，他
几年前做过一次大手术，差点丢了性
命。手术后痛定思痛，决心改变从前

“颓废而油腻”的生活方式，强迫自己每
天跑步锻炼。这对于平时缺乏运动、走

路都会气喘的老刘来说真是太难了。
刚开始，体重近200斤的他只能缓步慢
走，跑两圈就会满头虚汗。在大家的质
疑中，他坚持下来了，不仅养成了长跑
的好习惯，还经常参加马拉松赛事，开
办健身讲座，完成了人生的华丽转身。

“关键是要行动，有些人计划得很好，可
一旦实施起来，就瞻前顾后，犹犹豫豫，
寻找各种借口拖延。其实想要开始的
话，啥时候都不算晚。”刘哥告诉我们跑
步的乐趣，每前进一步，就会比别人见
到更多的风景，认识更多的人；不迈开
腿，你永远也看不到这个世界的五彩斑
斓。如今的老刘步履轻盈，精力充沛，
早已告别了当年灰头土脸的糟心生
活。谁又能说生病手术这个坏结果，不
是他另一种精彩人生的好开端呢？

前面提到的杂志编辑老张，经过深
思熟虑，最终还是咬咬牙选择了转变。
让他没想到的是，投入到全新的领域
后，他的思维和经验反而是这个年轻的
团队所欠缺的一股“清流”，不同意见相
互交流，经常碰撞出新奇的火花，他的
年龄劣势瞬间转化为优势。此外，凭借
自己从事过电视行业的经历以及娴熟
的美术功底，老张很快获得提拔重用，
在新岗位如鱼得水，焕发了事业“第二
春”。

其实，偌大的世界里，每一个像老
张、小敏、刘哥一样，如你我般平凡的普
通人，都在自己的生活轨迹上塑造着不
平凡的人生经历。面对时代洪流的冲
击，他们不失勇气，拒绝平庸，为了改变
现状，实现更高的价值而重新出发，拼
尽全力，活出了更好的自己。在抉择的
分岔路口，你也许彷徨困惑，也许恐慌
失措，但我想说，迷茫从来都不是人生
的底色，它就像头顶的一片乌云一样终
会散去，只要我们初心不变，就会照亮
前行的方向。怀揣梦想依然踽踽独行
的你，仍旧在十字路口犹豫徘徊的你，
请不要忘记，最好的改变，就是从现在
开始。

乡音审美的三重影像
□ 徐渭明

春节，最饱含文化底蕴与人文情怀
的中国节日。它负载着厚重的文化积
淀，凝聚着华夏人民的生命追求和情感
寄托。可是“年味儿淡了”却道出了当
下人们对过年的惋惜之情。幸运的是，
在山东台儿庄，热闹的节日狂欢，闲暇
的生活空间，引导人们找回了熟悉又充
满惊喜的年味儿。

在这个被康熙皇帝赞誉“风光与江
南水乡别无二致”的北方古水城，“汪渠
相连，随汪而居”本是它最典型的运河
文化特色。自2012年以来，古城集团
通过在春节期间举办“年博会”的方式，
进一步将运河文化与年俗文化相融合，
恰到好处地满足了人们对“诗与远方”
的浪漫凝视。除了各地代表性的非遗
项目、曲艺民俗，还有传统的过年活动，
比如闹花灯、舞龙舞狮、火龙钢花、社火
巡游、年货大集等，纷纷在古城亮相。
这不仅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变通，
更是顺应文化发展的中国式传承之
道。在审美趋于疲劳的现代社会，水乡
风光与年俗之景的多元表达，让人们得
以重拾灵动的年味儿，找寻对传统的眷
恋。这既满足了人们的审美观感，又荡
起了心中的情感涟漪。

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着先人智慧
与生命情怀的中国技艺。一件件陈列
在广阔大地上的“活文物”，以其特有的
温度与质感，展现了中华民族文化基因
的代代传承、生生不息。

自2010 年以来，山东已经成功举
办了五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
会。2018 年的非遗博览会更是以“活
态传承、活力再现”的主题，以“见人见
物见生活”的理念，打开了一扇窗户，将
非遗之醇厚化为浪漫秋风，让公众一睹
古老技艺的精彩。在南京云锦大花楼

木织机上，两名织工以流利的身手展示
云锦的织造工艺，颇具江湖侠士飞檐走
壁的风采；在“观之若画，食之有味”的

“倒糖人儿”展铺前，糖画艺人行云流水
般的技艺与孩子们层层围观的哄闹，再
现了褚人获笔下“熔就糖霜丞相呼，宾
筵排列势非孤”的场景；除了在会展中
心，在百花洲景区、在小学校园，甚至在
普通的社区街道，都能看到动静结合、
图文并茂的“非遗符号”。在那个神清
气爽的秋季，在各个精心设计的情景
中，公众由视觉、体验抵达内心，传统技
艺的厚重与现代生活的细腻呼应与相
遇，非遗展现了悠久而又鲜活的魅力。
一时间，非遗刷遍朋友圈，真正实现了

“活力再现”。
孔子，是被尊为“至圣先师”的中国

思想家。他提出的“仁者爱人”“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仁义礼智信”等思想延续
千年，浸润、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特质。
这些文化精华曾因厚重而略显高深莫
测，如今也改头换面，以时尚、轻松的形
象走出“故纸堆”，走入年轻人的生活
圈。2018年9月山东儒商大会在济南召
开期间，一组以“儒商孔子”为主题的微
信表情包悄然上线，一眨眼就抢占了斗
图圈的“C位”。孔子变身成温和慈祥、憨
态可掬的布衣形象，再配上“点赞、拥抱、
擦汗、摆手”等年轻化的交流方式，古典
与现代的奇妙反应再度激活了网络社会
对传统文化的热情。经新视角、微表达、
形式混搭，孔子文化既保有“须臾不可
离”精神家园之厚重，也成功变身年轻人
爱不释手的“轻量化”时尚物件。

在中华文化长河之中，齐鲁大地可
谓百脉泉水，涌流不竭。“仁民爱物”的
文史之道、“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尊
贤尚功”的人生追求、“笃行践履”的务
实精神，构筑了齐鲁文化的根与魂，并
随着斗转星移不断印刻在山东人的骨
髓里。而在社会飞速发展、文化不断交
融的今天，我们更应该把握时代脉络、
创新传承方式，“乐其心不违其志”，让
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中继续润泽
我们的心灵。

传统点亮现代生活

□ 武志伟

迷茫不是人生底色
□ 赵 晶

在审美趋于疲劳的现代社

会，水乡风光与年俗之景的多

元表达，让人们得以重拾灵动

的年味儿，找寻对传统的眷恋

我们都是乡音的主人，同

时我们又无可逃避地成了乡

音的俘虏。在关于乡音的审

美里，我们以主人的身份，享

受着作为俘虏的别样幸福

上世纪90年代初，生活在北京的王凡每天
都要骑车经过东二环。那时候，保利剧院是二
环边上的一座地标，对于王凡来说，也仅仅是一
座地标而已。

到剧院看歌剧、听音乐会，在那个年代普通
人的生活中还显得“遥不可及”。改革开放之初，
专业的剧院少，演出也少，大众文化生活只能用
匮乏来形容。不过，一切都在改变。随着市场
经济的活跃，文化市场也繁荣起来。数据显示，
到 2017 年底，全国剧场数量已经接近 2500
家。与此同时，许多新建剧院在硬件水平上达
到世界一流水平。身处其中的保利剧院公司，
如今经营管理着63家剧院，每年在保利院线上
演的演出多达9000场。到剧院看演出，终于成
了越来越多像王凡这样普通人的日常选择。

保利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北
京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郭文鹏从中感
受到的，是我国从短缺的文化生产供给、零散的
文化经营活动到繁荣活跃的现代文化产业和市
场体系的转变。

保利剧院是这场转变的见证者，更是参与
者。1991年，保利集团开始管理国际交流中心剧
院，并将其正式更名为北京保利剧院，由集团下
属的一个部门负责北京保利剧院的运营。这是
保利集团首次涉足文化领域。“从投资回报的角
度看，做文化的确没有一些产业来得快，但从国
家的发展、人民的需要和保利集团的未来考量，
文化产业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郭文鹏说。

2003 年，北京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成
立，开启了从单体剧院到剧院连锁经营的探索
之路。2004年开始，保利剧院公司先后接管了
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东莞
玉兰大剧院3家剧院，拉开了保利院线平台搭
建的序幕。2009年是保利院线发展的一个高

峰。“2008年保利院线经营管理的剧院共7家，
2009年一下新增了8家。”郭文鹏回忆。

剧院院线该怎么管理？对这个问题，郭文鹏
的答案是，依靠专业队伍运营，实现标准化、精
细化管理。“如果每家大剧院自己去和国家级院
团、国外院团谈合作，运营成本过高，演出档次
和场次都会受限。”郭文鹏说，“一个专业的运营
公司能起到整体运营、资源整合的作用。”由此，
保利剧院公司直接选派经验丰富、能力突出的
骨干担任管理者，对下属剧院进行直营管理。

“任何一家剧院的管理模式都是一样的，从工作
单到对演员的接待等，一切服从标准。”郭文鹏
说，剧目方面，由总公司统一引进，并安排演出
场次，实现规模效应，有效控制成本。

保利探索的模式中，有两个关键点，一是专
业人才，二是标准化。在人才培养上，保利剧院
公司依靠面向管理人员的中高级管理人才培训
班，面向不同专业的主题大师班，以及面向所有
员工“以赛代训”的知识技能大赛，建立了人才
培养体系。“2018年我们与中央戏剧学院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联合开展学历教育，成立了国内
首个剧院管理本科班，并计划开设管理干部研
修班，为行业发展培养和储备人才。”郭文鹏介
绍。在探索将规范标准化上，保利剧院公司制
定了国内首部《剧院经营管理规范》，提出院团
演出等级分类标准，牵头制定和发布了剧场管
理行业第一部《剧场自律与服务公约》。

院线建设日渐成形，保利剧院公司对剧院
演出的内容方面做了更精心的考量，毕竟，内容
才是剧院的核心价值。打开保利剧院近年来上
线的演出单，从歌剧，到话剧、舞蹈、儿童剧，甚
至包括相声。

“受众的培育是循序渐进的，审美的培养需
要时间。”郭文鹏说。在他看来，现在很多老百

姓会去看电影、听演唱会，却未必会进剧院。“在
观众还没有形成自觉的文化消费意识之前，市
场需要一个长期培育过程。”让观众走进剧院是
第一步，之后才是接触和了解艺术。

郭文鹏介绍，为了吸引观众走进来，保利剧
院公司尝试降低剧院的门槛，坚持“高贵不贵，
文化惠民”的原则，推出了“打开艺术之门”“艺
术大讲堂”“市民音乐会”等系列文化惠民活
动。并且，将尝试以“需求为导向”的节目引进
工作，“通过票务系统，运用大数据开展更精准
分析，引进消费基础好、需求高的优秀节目，吸
引更多人走进剧院”。

当然，多层次满足受众需求，并不意味着保
利对“精品剧目”筛选标准的放松。这些年，不
仅世界十大交响乐团悉数亮相保利，在原创剧
目上，保利剧院公司也追求着高水准，通过与东
莞市共建音乐剧原创基地，陆续推出5部原创
音乐剧和一部原创话剧。其中音乐剧《钢的琴》
获得文华奖优秀剧目奖。

最近，由保利剧院公司与日本四季剧团联
合制作的经典音乐剧《素敌小魔女》中文版登陆
保利剧院院线。与国外优秀团队联合开展剧目
创作工作，保利剧院公司已有多次成功的经验：
通过联合制作并引进旧金山歌剧院英文原版歌
剧《红楼梦》，在多地开展巡演，用世界语言讲述
中国故事，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2017
年，由保利剧院公司参与投资的首部海外剧目
经典音乐剧《一个美国人在巴黎》伦敦西区驻场
版在英国上演，被当地主流媒体给出了五星的
好评，保利剧院公司首次作为联合制作人被列
入百老汇音乐剧制作的名单中。一部部精品剧
作的“引进来”与“走出去”，不仅满足了各地观
众的需求，也让保利成为一张传递中国形象的
文化名片。

为普通人打开艺术之门
□ 张 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