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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有不少经典歌剧都源自于神话。近日，中国神话人物炎帝神农的故事将被搬上歌
剧舞台。

这部由上海歌剧院打造的原创歌剧《天地神农》，将为观众带来怎样的观剧体验？该剧导
演陈蔚、编剧游 之、作曲金复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袒露了他们的创作心得以及对中国原创
歌剧的思考。

换一种眼光，看中国歌剧
■ 本报记者 陈俊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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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艺

贪婪与牺牲，

探索与恐惧

解放周末：世界经典歌剧中有不少都取
材于神话，比如《达芙妮》《奥菲欧》《尼伯龙
根的指环》《漂泊的荷兰人》等，展现了信任
与背叛、罪恶与救赎、复仇与宽恕等人类永
恒的命题。此次上海歌剧院为何选择炎帝神
农的神话作为歌剧创作的灵感？这部原创歌
剧试图表达怎样的主题？

游暐之：炎帝神农是我国上古时期的神
话人物，他教人们五谷耕种，为使族人不再
受病痛折磨，决定亲尝百草，用以治病。当神
农发现自己因为有神力的保护而百毒不侵
后， 主动请求昊天大帝去除自己的神力，成
为一个平凡人。此后，他“一日遇七十毒”，最
终因误尝断肠草而死。

与那些凡人羽化成仙或是神魔以神力
造福一方的神话故事不同的是，神农弃神为
人、向死而生的选择背后蕴含着他探寻人生
价值的深刻思考。贪婪与牺牲，探索与恐惧，

生命的脆弱与精神的永存，是我试图通过这
部歌剧想要表达的。

解放周末：一部歌剧由核心人物、核心事
件与核心唱段构成。这部戏的“看点”有哪些？

陈蔚：以炎帝神农为首的核心人物共有
9个：神农和他贤达的妻子听訞，阴郁的伯
强与两个妖女，昊天大帝与凤凰天女，善良
的老妪与天真的孩童。 每个人物都具有复
杂性。

神农由神变成人的场面是这部歌剧最
感人的核心事件之一。天穹裂开，众神闪现，

去除神力的炎帝一夜白头。他永葆青春的爱
妻肝肠寸断，唱起了咏叹调《承受百毒侵蚀
的无边痛苦》。 彼此深爱对方的夫妻面临诀
别， 神农坚定地唱起 《完成应当完成的任
务》，这些都是剧中的核心唱段。

虽以神话为源，

却落脚在“人”

解放周末：这部歌剧讲述的是上古时代
的故事，怎样才能引起当代观众的共鸣？

游暐之：不管是上古还是当代，人类的
情感是共通的，《天地神农》 虽以神话为源，

却落脚在“人”，我想用情感打动观众。剧中
的神农是一个神，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高
大全”形象。当他自愿去除神力的时候，内心
其实是有过犹豫的。他唯一的一段咏叹调就
是在即将去除神力、登上山顶的时候，他唱
道：“继续向前意味着生命的消失，不远处就
是山顶，脚步再难前行……”面临着与妻子
的分别，他也有普通人的情感。

听訞作为神农的妻子， 此时也非常痛
苦，她有一段唱词：“你想着如何解救天下万
民，而我想的是怎么解救你。”昊天大帝在剧
中虽然是高高在上的神，但他和一个望子成
龙的普通父亲一样，对神农这个优秀的儿子
也寄予了厚望。 当儿子说要弃神成人的时
候，他很不理解，但最终被说服了。

陈蔚：这是一部关照当代的作品，它与
现代人的情感是有对接的。每个人都要知道
自己从哪里来，寻找自己的根，寻找民族的

根。没有神农授农耕、尝百草，就没有华夏民族
的今天。神农为了以身试毒，甘愿去除神力的
那个瞬间令我非常震撼，我相信观众也会从神
农的精神中得到滋养。在排练的过程中，我一
直主张要以最质朴、最真实的表演打动观众。

解放周末：什么样的表演是质朴的表演？

陈蔚：很多人认为歌剧演员的声音是最重
要的。在我看来，除了唱得好，用声音塑造人物
外，更重要的是要从内心出发，用真诚打动观
众。质朴的表演，就是把外在的“包装”撕掉。现
代人的内心都有层层的盔甲，演员在舞台上要
舍得把自己的情感投入进去。

听歌剧，

不只是听几首咏叹调

解放周末：金复载老师早年创作的《舒克
与贝塔》《三个和尚》《哪吒闹海》等动画配乐是
许多观众难忘的经典。除了影视作品外，您的
创作还涉及音乐剧、交响诗、戏曲等诸多领域，

但是写歌剧，您还是第一次。歌剧的音乐创作

与您过去的创作有何不同？

金复载：我内心是有些忐忑的。歌剧的结
构很庞大，剧中的人物塑造、人物交流、环境描写
全都要依托音乐来完成，而且整部歌剧的音乐必
须有一个完整的结构，这一点和写音乐剧或戏曲
有所不同。歌剧演员分很多声部：男低音、男中
音、男高音、女中音、女高音等，可以通过不同的
声部把人物的性格尽可能地用音乐表现出来，而
音乐剧在声部和写法上没有那么丰富。

解放周末：一部成功的歌剧必然有令人难
忘的咏叹调，您在咏叹调上一定也花了很多心
思吧？

金复载：说实话，我写咏叹调倒不紧张，写
宣叙调比较紧张。宣叙调就好比是演员之间唱
出来的“对白”，如果写得不好，观众会不知道
演员究竟在表达什么，在写作时必须要把歌词
的抑扬顿挫和音乐环境以及人物的性格巧妙
地结合在一起。

写歌剧不是只要写几段好听的唱段就成
功了。对观众来说，他们在两个小时里也不会
只期待听到几首好听的咏叹调。重唱、合唱这
些歌剧音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是推进故

事、发酵情感的重要手段。在《天地神农》里，男
主角神农完整的咏叹调只有一段，甚至还没有
他的妻子听訞来得多， 这一方面是剧情的需
要，更重要的是，我认为歌剧的音乐要有大结
构，要讲究戏剧性，现代歌剧的咏叹调必须用
在关键的地方，如果咏叹调太多，很容易打断
戏剧的进程。我一开始就跟编剧说，我不会用
创作音乐剧的思维来写这部歌剧，音乐剧就是
由一首首歌串起来的，我想要加强音乐的戏剧
性，加强重唱。观众在一开场的合唱之后就会
听到二重唱和三重唱，而不是每个主要演员在
舞台上轮番唱一段咏叹调，那样的话整个戏剧
的节奏就散掉了。

做到这两点，

观众才会认同这是中国歌剧

解放周末：作为一部中国歌剧，会在音乐
中使用较多的民族乐器吗？

金复载：很多人都有一种观念，认为中国
歌剧一定要采用戏曲的唱腔、民歌的旋律，配
器里面一定要用民族乐器， 我不这样认为。

《义勇军进行曲》《嘉陵江上》《游击队之歌》

《歌唱祖国》，这些经典歌曲都是西洋音乐，并
不是民族音乐， 但没有人会否认它们反映了
我们民族的精神。所以，我的原则是，当剧中
有特殊人物或事件需要民族元素时，就使用，

不相干或不需要就不用。 在使用时还要考虑
这些元素能否与歌剧音乐的整体气质相符，

不破坏或干扰戏剧的结构。总而言之，合适才
是硬道理。

游暐之：炎帝神农在山西、陕西、湖北等地
都留下过足迹，但金复载老师的音乐并没有贴
上这些地方音乐的标签。比如，在赤姜、玄姜和
伯强的一段三重唱里， 有花鼓戏的元素在里
面，但如果不说，大家可能并不会意识到，因为
金老师将这些元素化用在了音乐中。

陈蔚：我很同意二位的观点，中国原创歌
剧不是非要用民歌、非要用二胡才能体现“中
国”二字。中国歌剧首先应当表现中国人的精
神。《天地神农》力图表现的就是中华民族勇于
探索、不惧牺牲的精神。其次，歌剧的整体气质
应当是中国的。做到了这两点，一部歌剧不论
到什么地方去演，观众都会认同这是一部中国
歌剧，这部歌剧也才能真正走向世界。

解放周末：近年来的歌剧舞台上不乏新作
品问世， 但有些剧目在公演后便 “刀枪入库”

了。什么样的歌剧才能拥有长久的生命力？

金复载：一部作品的生命力关键取决于它
是不是从艺术出发， 能否以艺术体现内容，以
艺术打动观众。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观众
对中国歌剧形成了一种固定的认知，但就音乐
呈现的方式而言，中国歌剧并不是只有一种传
统形式。我们的这部歌剧在音乐呈现上和过去
不太一样， 尝试了更多的立体思维和块面思
维，而不是传统的线性思维，希望带给观众新
的观剧体验。

歌剧院那么大，
演员为何不用麦克风

■ 徐乐娜

众所周知，麦克风最基本的功效是
扩音， 好的麦克风还能对声音进行润
色。但一台真正的歌剧表演是不会使用
麦克风的，即便像意大利维罗纳剧场这
种能同时容纳 2万名观众的露天剧场，

歌剧演员们也照样不用麦克风。一名合
格的歌剧演员必须具备让声音穿过乐
池里交响乐队的音墙并清楚传递到大
剧场每一个角落的能力。

起源于意大利的美声唱法，能够让
声音具有超强的穿透力。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看到的歌剧演员无论是在与仇人
厮杀，还是在对情人表白，永远都是“使
尽浑身气力”在歌唱，且声音也总是饱
满、凝聚，精致完美，却又让人在其内
敛、 克制的情感表达里感觉到一丝距
离。

相较而言，音乐剧的演员就“幸福”

多了。有了麦克风的扩音辅助，他们可
以把所谓“发声的位置”放下来，可以用
气声，可以真假声交替，可以说唱……

所以，对于大多数观众来说，音乐剧演
员的演唱更接近常人，也更容易被学习
和模仿， 与自己的距离感也就近了很
多。

麦克风对演员演唱状态的影响，远
不止演唱方法。 因为使用了麦克风，音
乐剧里的演员们可以边唱边跳，也可以
侧对观众、 甚至背对观众说话演唱，对
观众的听觉体验都不会有任何影响。这
在不用麦克风的歌剧中是不可能的。如
果演员不让声音直接面向观众席传递，

观众听到的声音就会变小、 变模糊。而
幅度过大或时间过长的肢体动作，也会
分散歌剧演员的“气力”，影响其声音的
音量和穿透力，进而影响观众的听觉体
验。所以，从某种角度而言，有些歌剧演
员常常不自觉地“重唱轻演”，也有不得
已的苦衷。当然，真正顶尖的歌剧演员
一定是唱演俱佳的。

正是因为歌剧演员不用麦克风，每
一个人声都会随着演员的移动而即时
变化，观众的听觉与视觉体验的空间感
才会更加统一。“卡门”在台左，声音也
在台左，“斗牛士”从台右走上来，声音
也从台右由远及近，幕后合唱的声音听
上去也就是在很远的地方。而音乐剧因
为有麦克风， 所有演员无论身在何处，

声音都通过音箱传出，方位感显得差了
很多。不过，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全息技
术的不断进步，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很
好的改善。

由于不用麦克风，歌剧的舞台布景
通常会比较厚重，大块面的地板状布景
有利于舞台上的声音向观众区的反射，

而三面合围的布局则更有利于舞台声
音的聚拢。专业的歌剧舞台设计能营造
较好的声场，为歌剧演员们“助力”，但
也因此容易变得笨重，不便频繁灵活地
移动。而音乐剧的舞台设计无须考虑这
些，往往会更多地考虑演出中快速换景
的便利。这也是音乐剧与歌剧在视觉呈
现上有所差异的原因之一。

▲《天地神
农》的舞台
设计充满宇
宙 感 与 想
象力

荨三位主创畅谈
对中国歌剧的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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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隆银行特色金融助力小微发展
泰隆银行以小微金融为核心，发扬“不怕小、不怕慢”精

神，追求小而精、小而美的发展道路，形成具有泰隆特色的金
融模式，助力小微企业发展。

一是推广“社区化”。泰隆银行不仅将营业网点开设在市
场、居民社区附近，还以支行网点为中心，按照一定半径辐射
范围，规划出一个个虚拟“社区”,并将虚拟社区作为一个个
“责任田”，落实到每个客户经理的头上。客户经理的日常服
务就是围绕自己的“责任田”的小微企业开展。谁家生意赚了
钱、谁家买卖赔了钱……，客户经理了解得一清二楚，极大提
高了服务小微客户的效率与质量。
二是运用“金融+互联网”。为节约小微企业的时间，泰隆

银行将移动互联网技术和小微金融业务相结合，打造出 PAD
金融移动服务站。这个平台下，银行信息系统与 PAD终端相
连接。 客户经理可通过 PAD内嵌贷款申请、 贷款审批等功
能，现场办理各类信贷业务。据悉，在这个系统的背后，是泰
隆银行专门组建的“集中作业中心”作为后台支撑，7×12 小
时支持移动开户和信贷。

三是创新的裸费服务。 泰隆银行还通过开户免开户费、
网上银行跨行转账免费、ATM机跨行取现免费等多项“让利”
服务，切实解决小微金融客户的信贷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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