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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

中挪丹加四国女艺术家陶瓷作品聚首浦东

用艺术赋予泥土
“第二种机遇”
数千年前，华夏先民从
地下掘出的泥土，
在一次偶然
的机遇中接受烈火洗礼，
烧炼
为形态功能各异的陶瓷用具，
大大改变了先民的生活。12
月 5 日下午，
“第二种机遇：
中
挪丹加陶瓷艺术展”
在上海吴
昌硕纪念馆开幕。展览集中
呈现了来自三大洲、
四个国家
的 4 名女艺术家创作的数十
件陶瓷作品，
她们用艺术赋予
了泥土在实用之外的
“第二种
机遇”
。
①

■本报记者 曹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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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艺术家克里斯汀·哈布的作品有
浓郁的北欧风情。
加拿大艺术家琳达·索门的作品探讨
脆弱、伤害、生存、
重建等主题。
挪威艺术家海蒂·比约根的作品用废
弃的瓷杯、
瓷碗重塑而成。
中国艺术家陈小丹分别在瓷板与丝绸
上呈现了近代上海知名女性肖像。
□见习记者 郑峰 摄

③

充满现代感的陶瓷作品，陈列在古
色古香的吴昌硕纪念馆展厅里。4 名女
艺术家的作品分列 4 个展厅，观众游走其
间，宛如聆听一场场穿越国界的艺术对
话。
一件件呈现出奇异曲线的陶瓷雕
塑，半数陈列在希腊柱式的底座上，半
数陈列在高低错落的木架上。红的像
绽放的花朵，绿的则像一只张大嘴巴的
青蛙……由挪威艺术家海蒂·比约根创
作的作品，抽象的外观令人产生无限遐
想。有趣的是，这些作品的名称，竟是
一个个编号。
“ 我希望引发观众的主动
想 象 ，因 此 不 希 望 给 予 它 们 具 象 的 名
称。”长着北欧人典型金发的海蒂·比约
根，在开幕式上却以一身灰褐色的中式
长袍示人。海蒂透露，此前她在景德镇

海蒂说。
与海蒂的作品类似，加拿大艺术家
琳达·索门同样广泛搜集陶瓷碎片和废
弃的陶瓷成品，创作出一件件耐人寻味
的艺术品，以此探讨脆弱、伤害、生存、重
建等主题。
海 蒂 、琳 达 对 陶 瓷 施 展 了“ 变 废 为
宝”的魔法，而丹麦艺术家克里斯汀·哈
布与中国艺术家陈小丹，则通过陶瓷艺
术讲述了一段关于时光的故事。在树枝
制作的展架上，克里斯汀呈现了多件融
合陶瓷、木头、树叶创作的动物头骨雕
塑。这批雕塑被命名为《生长之符》
《日
光之符》
《庇护之符》等，有着浓郁的北欧
文化特色，
令观众的思绪仿佛回到千年前
的维京时代。对于丹麦艺术家作品呈现
出的历史感，
挪威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
事郝美琳深以为然：
“2000 多年前的中国
皇帝离世后，用泥土‘创造’出军队陪葬。
1000 多年前的北欧国王，
同样会用陶器陪
葬。这样的巧合，
说明中国与北欧的传统
文化理念颇有相通之处。
”
宋庆龄、林徽因、丁玲……陈小丹的
作品《上海女人 1 号》与《上海女人 2 号》，
分别在瓷板与丝绸上呈现了近代上海知
名女性肖像。
“上海曾孕育了无数杰出女
性。虽然她们逝去了，但她们在历史与
后人心中，却永远不会被遗忘。”陈小丹
阐释道。
④
“4 个国家女艺术家的陶瓷作品聚首
浦东，这是一次美丽的邂逅。本次展览
将持续推动中外民间文化交流的深化。”
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邓晓贤
表示。吴昌硕纪念馆执行馆长吴越认
参与了国际艺术家驻地项目，融合中国
为，中外女艺术家的作品不仅展现出高
工艺与西方艺术观念，创作出了这批陶
雅、创新的艺术智慧，还传达出“变废为
瓷作品。她从二手市场，甚至垃圾桶中
寻找废弃的瓷杯、瓷碗，再次进炉熔化， 宝”的环保理念，赋予泥土和废弃用品以
。
通过拉伸、扭曲，重新塑造成型。
“ 我想 “第二种机遇”
本次展览免费展出至 12 月 20 日。
赋予废旧生活用品以新的艺术价值。”

·缤纷舞台
德国探索乐团收官 2017 东方市民音乐会·晚场版

当代古典乐先锋
“致敬舒伯特”
今晚，德国当代最杰出的室内乐组
合之一——探索乐团，将为 2017 东方市
民音乐会·晚场版收官。今年是舒伯特
诞辰 220 周年，届时，探索乐团将为沪上
乐迷带来舒伯特经典室内乐作品，以及
多部世界首演的当代室内乐作品，展开
一场
“古典与先锋”的对话。

当代古典音乐先锋乐团
携手华裔女高音
自 1985 年创立以来，这个当代古典
乐的先锋乐团一直致力于音乐史上的颠
覆与创新，由乐团首演的作品超过 500
部，他们在塑造和发展当代室内乐音乐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音乐会和音
乐剧的演出，他们还与作曲家和器乐演
奏家研究音乐教育、原创视觉和声音制
作的课程，其中包括儿童和青年关于“声
音”的研究项目、与弗莱堡巴洛克乐团联
合创办弗莱堡乐队学院等。而马友友创
建“丝绸之路”音乐组织丝路计划之初，
也曾与德国探索乐团合作过。
探索乐团由 9 位非凡的音乐家组成，
他们都有独特风格，在当代音乐领域各
有建树。乐团的音乐不设边界，所涉猎
的曲目广泛，包含 19 世纪末的经典作品、
印象派和表现主义作品、第二维也纳和
达姆施塔特学派的作曲家作品，以及当
代艺术家实验性的前卫主义作品等。乐
团至今已发行唱片 50 多张，不少唱片曾
获国际奖项，包括年度“德国唱片评论
奖”以及在欧洲音乐唱片界极具权威的
“金音叉奖”
。
探索乐团的音乐家各有绝活，
而本次
东艺演出特邀的华裔女高音歌唱家龚丽

妮，
则是德国弗莱堡歌剧院唯一的中国籍
独唱演员，也是该歌剧院最年轻的演员。
她曾获 2003 年德国汉堡莫扎特音乐比赛
一等奖、
2005 年德国柏林欧洲艺术歌曲大
赛二等奖、
2006 年法国里昂国际室内乐比
赛二等奖、
2007 年德国汉堡市文化部颁发
的文化奖等重要奖项，
《汉堡日报》曾评价
她：
“动人唯美的声音和对音乐精确的掌
握和表达，
令人信服”
。

致敬舒伯特
携新作全球首演
有许多德国作曲家谱写过优美的抒
情歌曲，却没有一个人有舒伯特这般高
超的技艺。在他的歌曲中，我们不知道
□东艺 供图
歌词止于何处，歌声始于何处——诗与 德国当代最杰出的室内乐组合之一——探索乐团。
音乐奇迹般地交织一体。然而，要完美
首诗被放在了一首连续不断的音乐中，
演绎舒伯特的歌，
却不太容易。
但原诗的东方韵味依旧通过音乐表现了
在舒伯特诞辰 220 周年之际，探索乐
出来，温柔的旋律在明亮轻盈的钢琴伴
团将为上海观众带来 5 首舒伯特的作品
奏下，
由女高音完美演绎。
《戴尔芬之歌》
《夜莺》
《赞美诗》
《降 B 大
此外，探索乐团还将带来乔治·克尔
调弦乐三重奏》
《苏莱卡之一》，以及《苏
2005 年为其量身创作的《菲克斯之歌》、
莱卡之二》。
《戴尔芬之歌》中的钢琴伴奏
（作品 356/617a 号）、萨尔
听来行云流水，整首曲子调性变化较多， 莫扎特《柔板》
瓦托雷·锡楚里诺的《五言诗》。唐赫的
节奏的扩展和曲调的发展是各自独立
《穿粤》和沈叶的《镜中》也将在本场演出
的。
《夜莺》短小却极具艺术性，演唱者必
须将精确的节奏和轻盈的音调相结合， 中进行全球首演。曾获德国汉堡巴赫奖
金的《镜中》，灵感来自当代湖南诗人张
理查·施特劳斯曾将其旋律借鉴在作品
枣创作的同名白话诗。沈叶为这首具有
《阿里阿德涅在纳克索斯岛》中。
《赞美
古典诗词节奏和美感的诗歌，打造了一
诗》以分节歌形式写成，诗句和旋律的调
和达到了完美境界，音乐笔法精致洗炼， 个与之共鸣的音乐世界。这个音乐世界
在微微交错的声音之间徘徊，时时被微
表情细腻丰富，充满女性气质和难以言
澜的情绪扰动，它由女高音的歌喉与各
传的美感。
《苏莱卡》系列的歌词取自歌
种乐器的独特音响往复映照、层层传递 华裔女高音歌唱家龚丽妮。 □东艺 供图
德改写马丽安纳·冯·维勒玛的诗。虽然
而成。
诗的长度超过了一般的歌词长度，且整

TIPS
东方市民音乐会
东方市民音乐会是国内规模最大、
观
众人数最多的公益性普及性音乐会之一。
11年来，
东方市民音乐会坚持
“高贵不贵，
文化亲民”
的原则，
坚守
“高品质、
低票价、
知识性、
互动性”
的特色，
坚持30元、
50元、
80元、
学生票 15 元的票价不变，且演出
阵容不断增强，
演出质量越来越高。
2012 年开始，东方市民音乐会升
级推出晚场版，想方设法让名家名团
“往下沉”，市民花上 80 元，就能享受
一场高品质的晚间音乐会，其中不乏
由维也纳爱乐乐团、柏林爱乐乐团等
顶尖名团声部首席演绎的音乐会。自
2015 年 8 月起，晚场版还在演出前推
出免费“市民导赏”，邀请专家学者讲
解当晚音乐会曲目。
如今，市民音乐会已经融入许多
普通人的生活，不知不觉中形成一种
新的文化生活方式。今年 10 月 13 日，
东方市民音乐会更是迎来第 600 场演
出，著名指挥家曹鹏先生压轴登台，谱
写一段佳话。
东艺的品牌战略是“听交响到东
方”
，
它是一座金字塔：
塔的顶端是世界
名团；塔的中间，是本土乐团的常规演
出；
庞大的底座，
是以
“东方市民音乐会”
为核心的数量众多的普及性演出。基础
决定高度，
只有听众多了，
才能撑起塔尖
上世界名团的演出。东方市民音乐会不
仅已是沪上音乐普及的
“金字招牌”
，
更
被文化部、
财政部评为第一批
“国家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示范项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