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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当年昆剧大师俞振飞在人生

低谷时遇到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作
曲之一陈钢（见上图），后者挚爱昆剧。

在俞振飞家里，年轻的陈钢握着他的手
说：“俞伯伯，你要相信昆曲的美，将来

我会把它和西洋乐曲相结合，谱出一部
美好的作品来！”随即，他就在钢琴上

弹奏了昆曲曲牌《皂罗袍》的旋律———

这正是昆剧《牡丹亭·游园惊梦》里，杜
丽娘唱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

都付与断井颓垣”的曲调。杜丽娘唱的
是家中后院花团锦簇的美景，却没人欣

赏的可惜可叹。

不是“长恨”是“长爱”
《情殇》聚焦杨贵妃与唐明皇的故

事。陈钢感慨道，这不是“长恨歌”，而

是“长爱歌”，所以他思来想去把总谱封
面的颜色调换成绿色，“那是常青的颜

色，爱是常青的。”
今年是他在上音的第六十年，去年

是《梁祝》首演 50周年纪念。其实，他始

终在思考是否要新创一部昆曲与交响
乐融合的作品来呼应《梁祝》———而这

部新作《情殇》的创作灵感在 10年前就
萌发：“《梁祝》的主题是破茧化蝶。如

果开纪念音乐会就是鼓励我们还能上
台走得动，那没啥意思。我还是要亮出

破茧化蝶的作品来。”
他看过一部美国清唱剧，仅有一位

女高音在台上打电话给情人，言谈吟诵
咏叹间回顾了跌宕起伏的爱情历程。他

大受启发：我为何不能写一部杨贵妃一
个人在马嵬坡前的清唱剧呢？她也能

一个人一往情深地回顾爱的崇高与不
易。“昆曲唱的是水磨腔，那磨得你的心

呐……要表现爱情，非昆曲莫属。”最近

曹可凡做节目同时邀请了陈钢以及年

轻一辈艺术家沈昳丽、黄蒙拉等。陈钢
就想，大家难得有机会碰面，何不就把

《情殇》给排演出来呢？于是，就有了仅
唱三句“陛下”的沈昳丽、拉得一手好琴

的黄蒙拉一起呈现陈钢的《情殇》。

不只昆曲还有戏
陈钢今年 85?，忆起活到 105?

的画家朱屺瞻：“他的长寿秘诀就

是———夜里吃粥听评弹。”《情殇》这部
作品不仅仅有昆曲与交响乐的交融，还

有锡剧。“开篇与收尾的两句‘两情若是
久长时，岂在朝朝暮暮’，取的是锡剧的

调子。那是我父亲生前经常吟唱的，待

他去世后，我母亲也一直唱着这一曲。”
沈昳丽原本预备了十八般武艺，包

括服装都自己做好了。最后，他们反复
打磨之际发现，只要单纯表现音乐的美

就好了，否则戏曲身段等其他表演?式
再好，也仿佛雕塑里“巴尔扎克的双

手”。所以，最终沈昳丽只有三句唱词，
就是不同情感起伏时对唐明皇的呼唤：

“陛下！”在最终诀别时，喊出了“三郎！”
最终，她会花尽全身力气敲响一面锣，

收场。沈昳丽演完有一种想哭但是哭不
出来的感觉，与指挥林大叶在后台拥抱
时感觉到他背上的衬衫

湿透。至此，大家才从作
品中回到现实。陈钢表

示：“那我就对得起《梁
祝》了，我没重复。”

本报记者 朱光

    写了祝英台 、

还写了王昭君，这
次 要 上 演 杨 贵

妃———曾 有 人 调
侃：“陈老师， 您是

要写‘四大美人’系
列？ ”陈钢正色道：

“我不是写‘美人’，

我是写‘美’与‘人’

———一切艺术作品

最终都通向音乐，

一切艺术作品都是

为了情、为了爱、为
了美、为了人。 ”

一切艺术作品
最终都通向音乐这

句话， 也是朱屺瞻
说的， 海外都有小

说家以赋格乃至索
纳塔（奏鸣曲）的结

构写小说。 陈钢认
为，作为音乐家，艺

术形式上更应该有
着超链接。 小提琴

家盛中国不相信陈
钢不会拉小提琴，

一次曾私下偷偷问
陈钢：“你真的不会

拉吗？”陈钢阐释道：“我的意思是
一位演奏家， 他首先并不是演奏

家，正如傅聪说的，他首先是一个
人，健全的人，然后是艺术家，接

着是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 ”

为此，陈钢还写过一篇散文《钢琴
家的脚》：“钢琴家天天坐着练琴，

很少站起来走路。 有的钢琴家一
出场，走路是同手同脚的……”

所以， 哪怕陈钢先前摔了一
跤动了手术， 这两天日常走路要

拄拐杖， 但是他还是打算选一套

灿烂的服装，舍弃拐杖，以漂亮的
步伐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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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靡一时的欧式双眼皮，让少女心驰神

往的漫画眼……那些如今被膜拜的“彩妆大

法”，原来早在三百多年前芭蕾舞诞生之时，
就被运用于舞台，人们通过线条和色块来修

饰容貌，并用头饰和帽饰来改变气质。芭蕾经
典名剧《天鹅湖》中，高贵优雅的“天鹅公主”

就是芭蕾妆容的最佳代言。
刚刚开启的第二届“艺树计划”首场跨界

主题讲座“芭蕾和妆容”日前在上海大剧院别
克展厅前举行，活动特邀时尚专栏作家、译者

顾晨曦，携手上海芭蕾舞团资深造型师闵晓
梅、青年化妆师吴雯婷共同揭开藏于芭蕾妆

容下的时尚密码。
芭蕾的历史起源最早可追溯到意大利宫

廷舞蹈，后流传到法国，并在国王路易十四时
期迎来开端。1653年，14?的路易十四把自

己装扮成金光灿灿的太阳王登台演出芭蕾舞
剧。这个痴迷芭蕾舞的国王，想让自己“太阳

王”的?象固定在民众心中的地位，而芭蕾是

他塑造“王”的方式。
芭蕾的化妆，并不是独独适用于舞台的

妆容，而是结合当时社会发展、审美潮流而创
造和发展起来。当时盛行浓妆，是被文艺复兴

时期的艺术圈影响，更受启发于达·芬奇等画
家，他们把数学家提出的黄金分割带到自己

的人物创作中，以此来创作最漂亮的脸型和

身材，而芭蕾舞的妆容修饰和服装制定也尽
量趋近“黄金分割”这一美的规范。

芭蕾舞台上的时尚元素却至今影响着人
们，细究起来，丸子头、蓬蓬裙甚至高跟鞋都是

芭蕾之美在生活中的延伸。闵晓梅以“天鹅妆”
为例，点出了妆容要分场合的重要性：“很多时

候，我们化妆还要想到所要去到的场合。我在
给演员化妆前，通常会先到剧场去逛一圈，看

看今天场灯的主基调是什么色。譬如我们画
‘天鹅妆’就不会选择很红的唇彩，而是会尽量

用浅粉，因为《天鹅湖》是蓝色基调的灯光，在

蓝光下红色会变紫，就不能凸显那份‘仙气’。”
舞台妆还能让观众了解那个时代、解读

故事。闵晓梅坦言：“如今很流行的丸子头，最
早就是盘发，现在的年轻人当然不会去在意

发髻的高低。但若演时代剧，我们就会仔细处
理，大家闺秀的发髻一般是在耳后，梳成 S?

的发髻，若发髻放很低那是仆人的角色。包括

鬓边插花也是，通常风尘女子会插得略高，而
名门贵族则都在耳后，绝不会高过耳朵。”

有意思的是，手中一支化妆笔就能让演
员“脱胎换骨”的闵晓梅，日常却是素面朝天。

记得多年前，她随团去中国台湾演出，因看到
不少当地明星特地前往后台看她，就有记者

悄悄布置了灯光机位，想在后台捕捉采访她，
结果发现赫赫有名的化妆师居然素颜，闵晓

梅当时只能如此解释：“我把所有最美的色彩
都给了台上的演员。”

作为时尚专栏作家，顾晨曦也将芭蕾舞

台上的时尚秘密引用到生活：“时下流行的漫
画眼，其实在舞台上早有运用，将眼线画得略

夸张来凸显眼睛，通过色块及阴影来改变脸
型，化妆虽然不是整容，但若技法高超，照样

能让你‘焕然一新’。” 本报记者 朱渊

芭蕾妆，你扮过吗？古典妆容融入现代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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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 ，陈
钢在其上音工
作室内一边拿
着交响曲 《情
殇———霓裳骊
歌杨贵妃》的
总谱， 一边感
叹道 ： “我 18

日在上音歌剧
院举行的音乐
会上， 就是要
推出这部新
作， 一方面是
实现向俞振飞
大师许下的诺
言， 一方面也
是为了呼应我
当年创作的
《梁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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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 sports

■ 现场演绎芭蕾妆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 《情殇》唱片封套

让让日日常常生生活活 美美起起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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