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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 力 百 老 汇
吴 云

“百老汇”是一个让人兴奋、令人期待
和充满幻想的名字，因为它代表着世界上
最高水准的戏剧表演。追根溯源，百老汇本
是美国一个寻常街名，直译过来是“宽阔的
道路”。美国不少城市都有这么一条同名大
街，但都默默无闻，只有纽约的百老汇享誉
世界，因为它不仅是贯通曼哈顿岛南北的
一条通衢，更是美国乃至世界戏剧表演艺
术的中心舞台。这里聚集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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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剧场，近
百年来上演了一出又一出精彩的音乐剧和
话剧，百老汇渐渐地成为美国文化的重要
符号，进而变成为世界顶级戏剧表演的代
名词。如果一部剧能在百老汇剧场上演，如
果一名演员能在这里登台，那都是了不起
的成就。

艺术 娱乐 现场感

百老汇的确名不虚传。它每年吸引着
来自世界各地上千万的观众，创造出上百
亿美元的票房收入。有的百老汇剧目如《歌
剧魅影》已经连续演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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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而中国
观众熟悉的另外两部音乐剧《狮子王》和
《妈妈咪呀》也已连续演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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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
百老汇的魅力是什么呢？百老汇的魅

力在于它是艺术性、娱乐性和现场感的高
度结合。它艺术性很强，却不“曲高和寡”；
它贴近大众，却不失品味优雅。拿百老汇的
音乐剧来说，每部音乐剧都有独特的美妙
音乐、动人的故事、变幻的灯光、优美的舞
蹈，这些不同的艺术元素在舞台上巧妙地
融为一体，深深地感染着观众，打动他们的
心扉。演出的时候，演员们在台上表演，乐
队在现场伴奏，不大也不小的剧院让后排
的观众也感觉和舞台上的演员近在咫尺，
这是百老汇演出所特有的现场亲密气氛。

每当演出落幕、掌声响起时，观众还沉浸在
心智与感官的享受中：音乐还在耳边回荡，
故事还在脑海演绎……

商业 激情 想象力

是什么造就了百老汇的魅力？从最初
诞生的剧本点子，到寻求投资、开始制作、
广告宣传，最后到上演，每台戏剧演出都是
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据拥有百老汇
3

家音乐剧剧场的著名娱乐业公司美国尼
德伦环球娱乐功能公司总裁小罗伯特·尼
德伦先生介绍说，经过百年摸索，百老汇已
经有了自己的一套切实有效的商业运作模
式，它涉及演出、管理、运营、推销等各个环
节。同时，百老汇的成功离不开一种情感，
那就是对戏剧艺术发自心底的热爱；不能
没有一种力量，那就是创造性和想象力；不
能没有一种精神，那就是敬业的合作精神。
这种情感、力量和精神是百老汇成功不可
或缺的因素。

没有艺术家和投资者对戏剧发自内心
的热爱和激情，就没有百老汇。百老汇呈现
给观众的是一台台精彩绝伦的演出，而在
每台演出的背后，都有一部奋斗和牺牲的
历史。支撑这些奋斗和牺牲的，除了对资金
回报的追求，主要是靠人们对戏剧发自内
心的热爱和激情。在谈到如何选择剧本这
个问题时，百老汇著名制作人董方思先生
说，他们挑选剧本的方式是“百里挑一”，标
准是中选剧本的作者之所以写作该剧本，
不为其他，只出自他的激情。对百老汇制作
人、导演和演员而言，剧目和演出就是食物
和空气。再说投资，作为商业演出，百老汇
的投资金额和风险都是巨大的，不是每位
投资者都可以在百老汇发财，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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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注定要失败，一旦演出失败，投资者就
会血本无归。明知风险的存在，仍然有投资
者青睐百老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
有着源自内心的对戏剧、音乐、舞蹈艺术的
热爱，并梦想着创造出流芳百世的作品。董
方思介绍了美国南加州的一位投资者，这
位十分富有的女士投资了百老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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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剧
目，遗憾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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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剧都没能成功，她也因此
颗粒无收，但是她乐于让自己喜爱的艺术
家进行创作，并期待她支持的某台剧目有
朝一日会成功。她心甘情愿花钱，就是为了
让艺术家衣食无忧地去创作。

故事 音乐 独特性

百老汇不能没有无限的创造性和想
象力。百老汇的每部剧都不乏独特、新颖、
动人之处。比如，音乐剧《狮子王》虽是改
编自迪士尼同名动画片，但在舞台上，整
台剧充满了令人惊叹不已的原创因素，恰
如该剧所自称的“想象力不可驯服”。该剧
有埃尔顿·约翰创作的好听的音乐，有感
人的故事情节，更令人惊叹的是它非常丰
富且极富想象力的服装和道具。在优美的
布景下，剧中展现了非洲大草原的各种动
物———威风凛凛的雄狮、智慧的大猴、忠
实的犀鸟、轻捷的羚羊、高贵的长颈鹿、调
皮的斑马、可爱的小蚂蚁，还有阴险的鬣
狗。这些动物多数由演员们身着各种动物
服装和面具来表现，还有的则靠皮影、木
偶来表现，各个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相比
之下，音乐剧《妈妈咪呀》和《歌剧魅影》则
更多地以音乐和故事情节见长。《妈妈咪
呀》是英国剧作家凯瑟琳·约翰逊的舞台
音乐剧，音乐则源自瑞典著名流行歌曲演
唱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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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
92

年代即风靡世

界的脍炙人口的歌曲。演出高潮时，观众同
演员们一起高声吟唱，台下台上相互交融。
《歌剧魅影》则取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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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法国的一
部同名小说，它不朽的音乐则由英国著名
作曲家韦伯为该剧量身订做。《妈妈咪呀》
的故事情节是浪漫、轻松和欢快的，而《歌
剧魅影》是浪漫、诡秘且令人心碎的。尼德
伦介绍说，百老汇就是“创造性地讲故事”。
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竞争 合作 敬业情

百老汇不能没有敬业的合作精神。作
为世界顶级表演艺术的中心，百老汇无处
没有竞争。制作人为自己的剧目能登台而
竞争，演员为自己能扮演某个角色而竞争。
但是，竞争并不意味着没有合作。董方思表
示，当上演剧目的角逐尘埃落定，人们都希
望获胜者成功，也会为获胜者出谋划策。不
仅如此，百老汇的每台演出都体现着参与
演出和制作的每一位表演艺术家、音乐家、
作家以及布景、灯光、音响和服装等其他专
业人士的精心工作和密切配合。为了一部
剧的成功，每一位艺术家和专业人士都要
准备着为了合作而妥协。拿音乐剧的音乐
创作来说，你也许有一位作曲家擅长写流
行歌曲，但不懂创作音乐剧，而另一位作曲
家能够为电影和电视剧作曲，却不会写流
行歌曲，因此，可能需要几位作曲家来合作
完成一部音乐剧的音乐创作。

历经百年，百老汇魅力有增无减，为美
国和全球观众带来欢乐和享受。面对未来，
董方思说，“成功就是挑战”。无论面临什么
样的挑战，可以想见，百老汇都会在一种情
感、一种力量和一种精神的支撑下去从容
迎接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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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若在这个夏天走进绿树掩映中的捷克驻
华大使馆，也许会听到叮咚悠扬的钢琴声，也许
会看到水墨飘香的中国画，也许会被抽象新奇
的现代画所震撼，但一定会和捷中两国热爱艺
术的人们相遇，分享彼此对艺术、对文化、对生
活的感触与体悟。正如捷克驻华大使利博尔·塞
奇卡先生所说，置身于艺术的氛围之中，语言不
再是障碍，无论音符抑或色彩，都能打开一扇窗
户，让人们自由交流，真诚沟通。

这样与艺术相遇的机会，源于捷克驻华使
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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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馆”项目，更源于塞奇卡推动
捷中两国人民加强文化交流、加深彼此了解的美
好愿望。塞奇卡与中国艺术的邂逅，就如一个浪
漫而优美的故事，用他本人的话来描述，则是“充
满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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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02

月，我第一次来到北京，来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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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区。天色已近黄昏，我和朋友无意中
走入一位艺术家的工作室，欣赏作品，观看创作
过程。夕阳渐渐西下，余晖洒向大地，树叶慢慢飘
落，眼前的艺术品与周遭的一切融为一体，那么
生动，直触我的灵魂。”塞奇卡如是说。

在随后的
@

年多时间里，塞奇卡一次次走
进艺术家们的工作室，与他们一起喝茶、谈天，
找寻那种震撼人心的灵魂触动感。现在，他在中
国已经有了很多从事文化、艺术工作的朋友，捷
克使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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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馆”项目也已成功举办
0A

场艺术展览，其中
00

场的主角是中国艺术
家。

来到中国后，不仅可以体会原汁原味的中
国艺术与文化，更是日日沉浸在鲜活的生活中，
塞奇卡对中国、对中国文化有了更多的切身感
受。最初他很喜欢中国当代文化艺术，如今对中
国传统文化也有所领悟，常从一个“外来者”的
角度思考、阐释一些中国传统思想，也尝试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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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馆”项目中融入更多中国传统元素，展示古典艺术的魅力。
“就像这幅山水画”，塞奇卡随手指着墙上挂着的一幅中国水墨画说：“在

中国艺术作品，甚至当代艺术作品中，始终都可以看到山和水这两个元素，这
来源于传统儒家思想：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
山的定力与水的活力创造出平衡，中国人自古以来便追寻这种平衡的状态，
希望天人合一，这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西方文化并不执著于这种平衡
状态，然而在当下的环境中，这种平衡的观念极具价值，值得借鉴。”
“虽然愿望强烈，但由于语言和文字障碍这些客观原因，捷克人民对于

中国文化的了解还不太多。但这正给我们留下很大的空间，对于中国文化
和艺术作品而言，也是很好的机会，有许多事情可以做。”在塞奇卡看来，空
白并不是悲观的理由，而是大有可为的动力。也许这正是使他一直推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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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馆”项目的初衷，两年来，这个项目犹如一座平台和一根纽带，
既展示着捷中两国艺术家的作品，又将大家聚集在一起。塞奇卡说，只要大
家开始对话和探讨，人们很容易就会彼此了解。“我经常感到捷克人与中国
人的距离很近，甚至连幽默的方式都很类似。”

的确，翻开“艺馆”曾举办过的展览画册，其中中国艺术家的画作大多借
鉴了西方现代艺术技法，或演绎中国民间传说，如《西厢记》、《白蛇传》中的
经典情节，或抽象地传递中国当代青年人的心灵世界。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距
离在这些画作中被弥合，仿佛艺术的确具有“世界性”，无论是创作者或观看
者，不论国别，跨越了语言障碍，通过声色光影，用心灵在精神层面交流，然
后“于无声处听惊雷”，感受这种心灵契合的震撼与快乐。塞奇卡常说，今天
的中国经济实力增强了，国际地位也提升了，成为世界上一支重要的力量，
影响许多国家人们的生活。在捷克的商店里，几乎一半的产品都来自中国，
中国元素影响着捷克人的日常生活。人们渴望了解这个东方大国，中国的文
化与艺术应该走出去，向世界展示其现状、目标及其美好的愿景。

中国是世界最具活力的国家，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中最具魅力的成分
之一。通过文化与艺术，中国可以与世界对话、交流。中国文化在向世界展示
自身特色的同时，对世界性的问题和世界性的挑战做出回应，发出中国声
音，从而真正成为世界人民共享的精神财富。

奥
运
遗
产
与
永
续
发
展

蔡
明
烨

1201

年奥运会开幕在即，回首当初

伦敦之所以能打败评选期间更为热门的

对手巴黎，基本上是因英国大打“遗产”

牌之故。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不确定因

素之下，加上环保意识抬头，伦敦所提出

的“永续发展”以及后奥运的“遗产管理”

概念特别具有吸引力，终于从巴黎手中

抢得了主办奥运的先机。伦敦奥委会从

各个场馆的设计到活动的宣传、推广等

事宜，全都力求“让奥运会留下一份厚重

的遗产”，那么，伦敦奥组委怎样规划达

成这些目标呢？

首先，让落后的东伦敦大变样。伦敦

市政府在经济较为落后的伦敦东区拆除

了
122

多座建筑，清理了超过
0B2

万平方

米的场地，施工初期伦敦市政府要求施

工方必须达到
325

的循环利用率，完工后

甚至超过了这个标准，有
365

的拆除物被

再利用或回收。根据规划，奥林匹克公园

将成为全欧洲
062

年来最大的城市公园

之一，不仅邻近社区可通过运河小径、步

道、单车专用道等，就近享受新的休闲场

所，奥林匹克公园也将经由地铁、轻轨列

车和各式大众运输工具与伦敦市中心接

轨，让伦敦市民及各地游客轻松前往，估

计数千个新的工作岗位将因奥林匹克公

园而诞生，当地社区和居民也将因新设

施而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其次，合理推行永续经营。奥林匹克

公园的开发与管理将是一个长达
12

年的

过程，无法一蹴而就。毕竟要从工业废气

用地蜕变成绿树、花草、湿地植物欣欣向

荣的生态环境，这就需要超前的视野和

理念，更需要恒久的耐心和魄力。因此，

奥林匹克公园遗产公司应运而生，启动

资金来自英国政府和伦敦市长办公室，

但其愿景是自我创造盈利的“永续经营”

模式。

再次，大力推广“可拆卸”和“再利

用”。奥林匹克公园里兴建了好几座新的运动场馆及设备，迄今都已

竣工，彻底改变了东伦敦的天空线。主场馆的大名为“伦敦碗”，因为

外形下窄上宽，酷似一只汤碗而得名。“伦敦碗”由
6

个环状结构组

成，奥运期间可以容纳
4

万名观众，但只有位于碗底下的
1C6

万个座

位是永久性座位，汤碗外围架设了一个可以拆卸的轻质铁架做看台，

附加了
6(6

万张临时坐椅。奥运会结束以后，由轻质铁架组成的上层

环状结构将被拆除，部分临时坐椅也会被重新组装，使“伦敦碗”场馆

的面积缩小
1DB

，可容纳
A

万观众。如果需要，也可以拆除全部临时

坐椅，只留下
1(6

万个永久坐席。

除了“伦敦碗”之外，其他的伦敦奥运场馆也都采取类似的“可拆

卸”及“再利用”理念，以期达到“永续发展”和“遗产管理”的终极目

标，例如造型似一大片海浪的游泳馆，在奥运期间可以容纳
0(9

万名

观众，但在后奥运时期，游泳馆内的临时设施将被拆除，坐椅只剩

1622

个，
B

个大型游泳池将被分成
6

个规模较小的游泳池，对公众开

放；拥有
0(1

万个座位的奥运倾斜自行车赛车馆，有多达
625

的临时

坐椅，这里的赛车道将会进行适当改建，以便和其他的自行车道相结

合，变身成为一座面向社会的自行车运动园；手球馆也会改头换面成

为健身中心，而篮球馆更将被彻底拆除，视需要搬到他处甚至海外重

建。

至于“伦敦碗”的会后使用规划，经过了特别激烈的讨论，因为除

了奥运会的开、闭幕式外，能够吸引好几万名观众的超大型活动屈指

可数，所以奥运会主场馆会后再利用的问题，始终是困扰各个主办国

的难题。伦敦奥组委目前决定由英超球队西汉姆联队获得“伦敦碗”

的赛后租用权，他们同意保留
1(6

万个永久座位，并希望在球赛期间

覆盖田径跑道，这样既不用拆除田径场使“伦敦碗”变得面目全非，足

球迷在观赛时也不会受到太多不必要的干扰。这种富有创造力的管

理思维，充分体现了持续开发后奥运剩余价值的良苦用心。

6

月
0B

日，第三届“长城—佩特拉杯”中文比赛大学生组决赛暨第十一届“汉语桥”世界大学

生中文比赛约旦赛区预选赛在约旦大学语言中心举行。约旦大学中文专业一年级的学生林娜以

3A(0

分的优异成绩勇夺一等奖。她将作为优胜选手代表约旦赛区参加在长沙举行的决赛。上图为

选手佘涵在才艺比赛中表演葫芦丝独奏。她在此次比赛中获得二等奖。 程春香摄（新华社发）

醉

庇隆餐厅故事多
陈晓航

胡安·多明戈·庇隆，是阿根廷家喻户晓的传奇政治家，上世纪
@2

年代
到

92

年代曾两次出任阿根廷总统。他的第二任夫人埃娃·庇隆的“如果我为
阿根廷而死，请记住：阿根廷，别为我哭泣……”的话语，曾让全体阿根廷国
民感动。上世纪

32

年代由美国著名歌星麦当娜主演的影片《艾薇塔》，让庇
隆和埃娃的传奇人生为世界所熟知。近年来庇隆热在阿根廷再次升温，一些
精明的商家和一些怀有庇隆情结的人开办了庇隆主题餐厅。第一家该餐厅
于

1226

年开业，随后的几个月又诞生了几家。
我怀着好奇心走进坐落于庇隆总统前官邸的咖啡餐厅“和庇隆喝咖啡”

（
EF G7HI JKF LMNKF

）。这座充满历史故事的小楼位于阿根廷首都布
宜诺斯艾利斯市雷科莱塔区的奥地利街上，

03@A

年至
0366

年这里正是庇
隆总统的官邸所在，整幢建筑现在被分为两个部分，左边是两层结构，也是
咖啡餐厅所在地，右边是三层结构，是阿根廷国立庇隆思想研究所的办公
楼。咖啡餐厅由研究所负责经营。

沿着门前的大理石台阶拾级而上，我来到了这间典雅的餐厅，木质门
窗、地板以及老式的桌椅吧台，恍若回到庇隆当政的年代。这里不仅可以品
尝咖啡、用简餐，还可以走进一个关于庇隆的图书馆免费阅览，另外有小型
电影院，播放与庇隆有关的纪录片。墙壁上挂满庇隆和埃娃的照片，其中较
为珍贵的是庇隆党的第一批全彩海报，上面有庇隆的亲笔签名，旁边还摆放
着其党歌的黑胶唱片，以及贴有庇隆头像标签的纪念酒瓶。

餐厅里最吸引人目光的，是一尊跟真人一样比例的庇隆塑像，在周边氛
围和怀旧歌曲的影响下，你仿佛回到了庇隆与埃娃共同引领阿根廷人民前
行的岁月。“他”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身着白色礼服，系黑色领结，手举咖啡
杯，面露微笑，仿佛正与最亲近的人相谈甚欢。点上一杯咖啡，与“他”合影留
念，如同“和庇隆总统喝咖啡”。热情的餐厅服务员米盖尔为我和塑像拍了一
张合影，据米盖尔介绍，这尊塑像，有许多耐人寻味的细节，脖子上的黑领
结，就是庇隆参加埃娃丧礼时戴过的，甚至连庇隆手指上常戴的玛瑙戒指，
也都一模一样。这尊塑像坐在餐厅中一组桌椅上，双手放在桌上似乎是邀请
大家来用餐，很多常客都会特地来这里坐一坐，也有不少外国客人慕名而
来，跟庇隆合个影，以圆梦想。

更为可贵的是，餐厅并没有利用庇隆的名声向顾客敲竹杠，食品价格适
中，一杯咖啡

0@

比索，约合
B

美元。来咖啡馆的大多是熟客，进门就和招待热
情地贴面、打招呼。点上一杯咖啡后，就坐到窗边或是小店的天井里，边看报纸
边品咖啡，大概是被店里浓厚的历史氛围所感染，新来的客人都会压低声音，
以免打破这里的宁静。人们来到这一方小小天地，追忆庇隆。

阿根廷国立庇隆思想研究所所长罗兰索·佩贝表示，他认识并见过庇
隆总统本人，所以对餐厅内的雕塑作品要求很高，以至于雕塑家重做了好
几次，直到达到理想的效果。他还介绍说，原本这幢具有文物价值的大楼
就要被拆除，后由政府出资改建成主题咖啡餐厅并由该研究所经营，才改
变了它的命运。他说，“我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凸显庇隆将军的一生和丰
功伟业。”

无论在阿根廷政府还是普通民众中，庇隆主义都具有重要影响。在其执
政时期，阿根廷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由他创立的
理论学说———庇隆主义推动了阿根廷的发展进程，以这一学说为基础的庇
隆主义运动至今仍是阿根廷社会中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而且在拉丁
美洲其他国家也有一定的号召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