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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京剧与打击乐 自讨苦吃的艺术创新带来满满感动

朱宗庆：
“我看一次《木兰》，
落一次泪”
自讨苦吃的创新“不可能完成”
的任务
打击乐的活泼热情，
京剧的细腻婉转，在《木
兰》里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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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部 戏 ，我 是 看 一
次，落一次泪。不是因为
伤感，而是满满的感动。”
3 月 12 日，中国台湾朱宗
庆打击乐团创办人兼艺
术总监朱宗庆和台湾知
名戏曲导演李小平现身
东方艺术中心，向上海观
众推荐一部创新艺术形
态大戏——击乐剧场《木
兰》。
即 将 于 4 月 19-20
日登陆东艺的《木兰》，是
第十一届东方名家名剧
月收官之作，也是第 36 届
“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
的重磅项目。这部戏到
底有哪些与众不同，让朱
宗庆这位台湾打击乐的
“教父级”人物，如此念念
不忘？
■本报记者 符佳

击乐剧场《木兰》，由朱宗庆打击乐团
策划、制作、演出，并联手导演李小平、作曲
家洪千惠及多位重量级剧场艺术家联手打
造。自 2010 年初创，到 2013 年全新改版，
再到 2017 年应邀参与俄罗斯契诃夫国际
剧场艺术节、名列重点节目，
《木兰》一路跨
越文化藩篱，被国外媒体誉为“新旧融合的
亚洲现实艺术的诞生”
。
然而，在一路见证《木兰》创作、排练、
改版、提升的朱宗庆看来，
《木兰》的成功，
不仅仅是因为它融合了传统戏曲和打击乐
的元素，更在于每一位创作者、参演者都能
“怀着好奇心，不断改变自己，挑战困难。”
可以说，是“自讨苦吃的创新”，成就了《木
兰》。
朱宗庆说，相较于一般的打击乐音乐
会，
《木兰》是一场非常复杂且大型的演出，
除了展现音乐，还要传达故事剧情。这对
导演、作曲家、制作团队来说都不容易，对
演出者而言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在《木兰》中，演员要将京剧的“身段、

唱腔、肢体”与打击乐器融合，他们不但是
音乐家，还要有运动员的体能、京剧演员的
身段。为此每一位演员都接受了近 1 年的
严格京剧训练，从基本功到棍棒、十三响等
高难度动作，都要一一过关。练习过程中，
不断有人“挂彩”，但无人放松标准，大家都
咬牙坚持到了最后。
“打击乐的活泼热情、京剧的细腻婉
转，两者迥异的表演性格要结合得浑然天
成，这原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却让
《木兰》成为跨领域表演的代表作品。”朱宗
庆说，他每一次看都会忍不住流泪，
“不是
难过，而是满满的感动。”这份感动，来自于
表演者的敬业和真诚，也来自于独特的音
乐表达。
在《时局》一曲中，
舞台上杯碗瓢盆展现
的生活情境，豆子洒在鼓皮上的噼里啪啦，
则使木兰回忆起儿时的鞭炮声音；而在《魂
归》曲中，
马林巴木琴除了表达落寞的无奈，
在送葬队伍中更是从战场归来的“棺木”的
象征，
搭配着招魂幡，
让现场气氛催泪。

“女神”
变
“女人”不一样的木兰引发共鸣
传统《花木兰》的故事家喻户晓，击乐
剧场《木兰》中的女主角，却并不伟大，甚至
有些莽撞胆小。
“在我们的戏里，木兰不再
是无所畏惧的女神，而是有血有肉的女
人。”导演李小平想把故事说得更独特：木
兰冲动的决定，让她被迫“嫁”到一个不想
去的地方——战场，她后悔了，内心时刻想
要回家，但战事逼迫着她的脚步向前走，在
一战又一战的荣耀中，她的内心充满着乡
情的召唤。
埋藏在如此情节中的，是“反战”的理
念。李小平认为，内在情绪的大起大伏，正
好符合打击乐的表现：时而澎湃、时而委
婉，时而感伤、时而思念，时而有亲情召唤

的脆弱、时而有战场的残酷，情感的徘徊正
好体现木兰在历史事件中的心理处境。从
京剧到击乐，从念白到音乐，从将军木兰到
少女木兰，她们在交错的时空中一同呼吸，
牢牢抓住观众的情绪。
在《木兰》中，杀伐场面是一个看点。
音乐家放下他们擅长的鼓棒，拿起不擅长
的少林齐眉棍。这部戏演了 9 年，
很多演员
也陪伴着它一起成长。李小平透露，有一
名男演员，一开始讲对白的时候平淡如水，
但几年后当他做了父亲，再回到舞台上，同
样的台词却念得眼中有泪。这是剧情和生
命激荡而产生的火花，这也是《木兰》感人
的力量之一。

·缤纷舞台
京剧独角戏《曹七巧》和《麦克白夫人》下周末登陆东艺

“最美男旦”刘欣然：一个人的独角戏
去年，刘欣然的两部京剧独角戏《曹
七巧》和《麦克白夫人》在北京正乙祠戏楼
连演数场，大获好评，后者更是荣获了第
29 届台湾传艺金曲奖的“最佳跨界音乐
专辑奖”
和
“最佳团体年度演出奖”
两项提
名。时隔一年，
刘欣然将带着这两部剧首
次来到上海，
于下周末登陆东方艺术中心
第十一届东方名家名剧月的舞台。

源自经典
在戏中展现人性百态
京剧独角戏《曹七巧》改编自张爱玲
的小说《金锁记》，原著中主人公曹七巧
是一个悲剧式的角色，作者借助其展现
了旧社会女性在追求金钱、权利和爱情
方面所做出的种种无望挣扎，最终沦为
了男权社会下牺牲品的一个过程。而京
剧独角戏《曹七巧》在舞台上所展现给观
众的，是从主人公的哀伤、哀怨，到最后
发疯，以一天的生活轨迹表现出人物性
格。戏中通过现代性的舞台语言，在有
限的时间、空间容量内把原小说中最具
冲突之处和角色内心的独白，全然展现
在观众面前，在经典中复刻出一个全新
的怨妇形象。
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的《麦克
白》，讲述了苏格兰将军麦克白听信女巫
预言又受夫人的鼓舞，举刀弑君谋反，王
位还没坐稳，夫人就受良心谴责抑郁而
终。女巫的预言令麦克白陷入疯狂，他

变得自大又残暴，最后被推翻。京剧独
角戏《麦克白夫人》在原著的基础上，有
意突出麦克白夫人的人物形象，她具有
着既理智又疯狂的双重性格，内心中拥
有着永不满足的欲望，教唆丈夫杀死国
王，但此后内心却有着沉重的罪恶感。
在这部剧中，刘欣然把麦克白夫人的梦
游症作了进一步的强化和突出，乃至幻
梦痴想的环节，从忧郁、哀悼到自恋、清
醒，表现出在她精神压抑下的种种情绪
并反映她的人性特征。

“最美男旦”
演绎女性内心世界
“独角戏是一个人表演，但可以表现
很多人的思想活动，舞台上不同的语境
也都是通过一个人来表达的。”在这两部
以演绎女性内心冲突为主的独角戏里，
刘欣然一个人出演整部戏，把自己的理
解充分融入其中。这位青年京昆乾旦演
员，10 年来客串过话剧《老舍五则》中的
京剧票友，在正乙祠戏楼里主演京剧《梅
兰芳华》，在全国上演了百场京剧独角
戏，并主演关锦鹏、林兆华等知名导演的
多部实验性剧作，如今的他，是无数粉丝
心目中的
“最美男旦”
。
在《曹七巧》的舞台上，一人一椅，刘
欣然把曹七巧的人生轨迹清晰地展现在
了观众面前，特别是对曹七巧的心理刻
画，可谓淋漓尽致、丝丝入扣。
《麦克白夫

两部京剧独角戏充分汲取传统艺术的精华，并融入跨界艺术的元素，将带给观众
全新的享受。
□东艺 供图

人》则着重表现出主人公内心的矛盾、罪
恶、欲望和焦虑等情绪。在这部独角戏
中，麦克白夫人杀完国王后疯狂洗手的
片段，刘欣然以近一米长的水袖表演来
演绎焦虑，并参考歌舞伎演员坂东玉三
郎过去演杨贵妃时所使用的双扇手法，
表现她饱受良心谴责的情绪张力。

传统京剧
大胆跨界改革创新
大约从 2016 年开始，刘欣然与自己
的创作团队就已经尝试在作品中把京剧

和跨界艺术进行融合，并收到了良好的
社会反响，而本次刘欣然的这两部京剧
独 角 戏 ，同 样 也 对 传 统 京 剧 作 出 了 革
新。
《麦克白夫人》由台湾导演刘延亮执
导，其在舞台呈现上着重表现出演员的
肢体特色，同时在服装上也进行了大胆
的创新，运用日本和服取代了传统的京
剧服饰，从视觉上造成了独特的艺术效
果。令人耳目一新的，还有该剧在保持
传统京剧唱腔的基础上，融入了爵士音
乐的伴奏。爵士乐自由律动，京剧唱腔
有板有眼，两种全然不同的音乐元素在
该剧中结合得天衣无缝。
《曹七巧》中，刘
欣然以红色的高跟鞋亮相在观众面前，
打破了传统京剧中旦角穿彩鞋的传统，
对小说中的女性进行了当今时代的诠
释。
梅兰芳曾说过一句话：
“ 学我者生，
像我者死。”在刘欣然的眼中，对于传统
京剧艺术应保有一种“博采众长”的态
度。融入跨界艺术的同时，又要充分汲
取传统艺术的精华，同时还需打破原有
形式的局限：
“戏曲讲究师承，要拜师，但
是有了师承以后就一定要按照老师的方
式去走，这个相对会有局限性。我当时
想拜马玉琪为师，但他说你跟我学就好，
如果拜师对你就会有局限，应该要博采
众长，吸收并化作自己的东西，再呈现出
来。其实我向许多老师都学过，但我一
直没有拜师。”刘欣然说道。由此，在《曹
七巧》和《麦克白夫人》这两部京剧独角
戏应运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