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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人民日报》2018 年 7 月 19 日发表上海
委书记、

林在勇

乐学 党

篇文章《展示新时代民族歌剧光彩——原创

歌剧《贺绿汀》创排 感》；《新华每日电讯》2018 年 8 月 5 日发
布《 “精神 征”，一场“兴师动众”的红色探寻》，报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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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28
2018 年 7 月 28 日，由上海 乐学

主办、上海

承办、张巍教授主持开展的国家艺术基
目“

乐理论人才培养”

中授课

研究生

2017 年度艺术人才培养

段完满落幕。此

年 6 月 24 日至 2018 年 7 月 28 日在上海
余。

乐学

乐学

段于 2018

举行，历时一月有

目负责人张巍教授 请了来自海内外相关学术

域的 17 位

尖专家学者，开设元理论课程、专 研讨、创作技术研讨、互动与对
话四大板块的课程。在 中授课 段最后一天的课程结束之 ，张巍
教授对于此次 目的开展 行了 段性小结。一方 ，张巍教授谈到
各位学员在 中培训期 的理论学习情况。他希望在座的学员们
学习，在了解并掌握授课专家们所带来的国 前沿理论的基础上，能
够为我国 乐理论的研究与发展、创作实践与教学以及 乐理论体系
的构建做出一份贡献；另一方 ，张巍教授对于本次 目的工作团
给与了 度地评价，同时对上海 乐学 研究生 的孙宁宁老师、乌
玉红老师、杨秀老师以及各位研究生志愿者的工作与服务表 了深深
的谢意。
20180730
2018 年 7 月 30 日下午两点，上海 乐学 作曲系教授、博士生
导师，科研处处 、贺绿汀中国 乐 等研究 秘书

仁平教授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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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后半段，

教授

点分析了罗忠

先生上个世纪 70 年代

末创作的“十二 序列”歌曲《涉江 芙蓉》。整场讲座， 教授从
“理论

动与历史观照”的角度切入，观点明确、分析仔细，幽 诙

谐、深入浅出地揭示了中国 代“艺术歌曲”与当代“古诗词歌曲”
的历史脉络、技法要点与 格特征，给学员们已启 和美的分享。
20180801
秦诗乐作品《祭》：纪念汶川大地 十周年。去年，我申报了国
家艺术基

年艺术创作人才资助 目，写一 为纪念汶川大地 十

周年的管弦乐作品《祭》。今天专程来到汶川参观大地 纪念 及地
址，亲身感受十年前
心情
晃十年

曾经发生的巨大灾

。在参观 程中，

常激动，泪水一直在眼眶中打转，心灵受到了极大的
去了，

的

撼！一

建， 常美丽。（ 到的） 位大姐是大地

的幸存者，当时她被压倒在废墟中，后来被自己厂的老板发现并及
时解救出来，但她 是失去了三位亲人。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在此，
向为解救百姓生命而牺牲的 20 多名解放军兄弟们深深的 躬、致敬！
我们会永 怀念你们！！！（秦诗乐）

20180810
国家艺术基 资助

目“古谱诗词传承人才培养” 中授课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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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丰硕。2018 年 8 月 10 日，上海 乐学 承担的国家艺术基 “古
谱诗词传承人才培养” 目 中授课圆满结束。上海 乐学 党委副
书记、副
生们

王瑞研究员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做了结课讲话，对师

着 31 天

暑坚持刻苦学习古谱诗词深表感动，对 目组全方

位的课程知识体系设置做了肯定，对学员们超 期完成所有课程任务
表示祝贺。王瑞说，“

” 目组聘请了海内外古谱、声乐、作曲、文学、
戏曲、教育、传播等专业 域的知名专家，紧密结合古谱诗词课 ，
以大师班和工作坊的形式，为学员们做了 36 次
织了 7 次圆桌论坛，对古谱诗词的整理与

水平学术讲座。组

、译介与编 、创作与

表演、教育与交流做了深入研讨与交流。大 分学员 已经具备参与
建设古谱诗词传承体系的意愿和能力。 目组与中国（上海）自贸区
家嘴管理局、上海
中国

家嘴

融贸易区综合党委合作，开展了“

站艺术季”活动，在上海中心大厦、 茂大厦、良友大厦、

家嘴 融街等地举办了 4 场古谱诗词展演，30 多位学员演出了 50
诗词曲目，1000 多名观众到场观看，社会效益显著。学员们自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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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导，协同合作，以 满的艺术状态完美呈现古谱诗词的审美品格与
人文精神，将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 市生活无缝对接，既有底气，又
接地气，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打响上海文化品牌。 目组与上海浦东
图书 合作开展了教育实践活动，开设了 2 期公益诗乐班，每期招收
35 名小学员。学员们 自主开设 20 个古谱诗词工作坊，就自己感兴
趣的、擅 的、相关的古谱诗词专 以自 、自译、自编、自唱的形
式 行探讨，以明确研究方向，改 研究方法，提 研究水平，搭建
研究团 ，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完成了中国唱片总公司 50 小时的录
实践，录制出古谱诗词歌曲 100
谱歌诗

，每周推出 2

，在喜玛拉 平台开设诗乐吟古

古谱诗词歌曲，两周内收听人数突破 5 万

人次。 密度、 强度、 质 的 中授课，搭建起 水平的学习平
台，营 了良好的学习氛围，学员们结识了才俊，提升了才干，增强
了古谱诗词传承的使命感和自信心。文化有根， 乐有 ，学员们纷
纷表示，一定要把“和毅庄诚”的上 精神带到五湖四海，学有所获，
学有所成，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古谱诗词传承下来，传播开去。在
目负责人杨赛副研究员的带

下，学员们正积极投入下一

段的

、创作和交流，编写《中国诗词歌曲》系列丛书、录制中国诗词歌
曲系列光牒；校订古谱诗词丛编，举办

中华诗词歌曲系列展演，

拍摄古谱诗词系列慕课、推动古谱诗词走出国 ，走 世界，一方
从事整理国乐，一方

输入世界

乐，一方

创 新 乐、传播新思

想和新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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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16
《沈 日报》8 月 16 日：上海 乐学

请甘肃 42 名小学生看

《海上· 》：8 月 15 日，在上海 乐学 创排的大型原创 乐剧
《海上· 》演出现场， 来一群特殊的小观众，他们就是来自甘肃
临夏回族自治州永 县的 42 名小学生。“
”。《海上· 》是一 由上海 乐学 本科生 容主演的 乐
剧，参与的演员多
个唱段串联

40 余名，再加上乐 ，

70 余人。剧情由 24

推 。《孤岛上海》《上海的夜》欢快灵动，《搬》

《最后的斗争》悲壮 浑……学生们且歌且舞，

或秀一下小提琴

与 琴。 乐剧强调 乐、舞蹈、戏剧表演三者结合， 度 ，欣赏
性强，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永 县的 42 名小学生坐在台下，看得聚
精会神。有小团员说：“
”让人忍俊不禁。看到大学生哥哥姐姐们在舞台上
自如挥洒，川北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张晓燕羡慕不已，她说：“
” 台演出也

对犹太民族

与中国人民为了世界和平而共同 行抗日战争的描 ，给小朋友们上
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为孩子们打开 乐剧 域的一扇窗。 些天，甘肃
的孩子们每天 在跟沈 日报童声合唱团的指导老师们学习合唱。到
宁大剧 观看《海上· 》，既丰富了课余生活，又是此次来沈学
习提 的外延。上海 乐学

乐戏剧系主任、作曲家赵光介绍，他

在《海上· 》中综合 用了中国传统 乐和犹太 乐元素， 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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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R&B、软摇滚和流行乐 格。此外，剧中的唱段紧扣剧情，既有咏
叹调，又有宣叙调，有独唱、对唱、 唱、合唱等多种形式，“

”上海 乐学

为公益活动点赞。甘肃的

42 个小朋友如何与《海上· 》结缘？记者了解到，上海 乐学
《海上· 》主创团

8 月 12 日抵 沈 ，看到《沈 日报》以及

帅正新 推出的“共唱一 歌，同圆中国梦”的系列报 后，他们特
地联系沈 日报童声合唱团，表示希望 请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永
县的 42 名小学生免费观看 乐剧《海上· 》。上海 乐学 党委
书记、

林在勇表示，沈 日报童声合唱团联合东北大学、沈

乐学 发起为甘肃国家级贫困县儿童圆 乐梦的公益活动让人感动，
他为此点赞。林在勇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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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822
《

乐周报》8 月 22 日以整版《创新科研

目，

校发展的新

动力》，报 上海 乐学 “将艺术创作纳入科研范围”“以 大
目带动人才培养”等新举措、新成果。

20180904
上 原创歌剧《贺绿汀》应 走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第

二课堂。为深入学习贯彻习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提

导干 艺术素养，丰富党性教育“第

二课堂”，2018 年 9 月 4 日，中共中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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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热烈的掌声，终场时全场掌声 动，经久不绝。对于此次演出，
上海

乐学 党委书记、

、《贺绿汀》总策划、作词林在勇表示，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 请我们来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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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国家行政学 ）的演出 容以教师组为主，学生组的几位主演就
全 加入了群演 伍。 些，无疑 是上 精神的体现。在国家艺术
基 的资助下，上 原创歌剧《贺绿汀》今年启动三省二市的全国巡
演。5 月初，在今年第 35 届上海之春国
旬，走出上海的第一站是新四军军
贺老 115 周年诞
绿汀

乐节上

演。5 月下

建地江苏盐城；7 月 20 日，

之 ，上 联合贺老家乡湖南

共同主办

届贺

乐艺术节，向贺老家乡人民作了两场汇报表演。之后，来到贺

老曾经两度工作、战斗

的武汉，献演两场。8 月 1、2 日又在北京

保利剧

人民献演。《贺绿汀》剧组一路走一路学一

续两晚向

路演，所到之处， 引起了当地 度关注和强烈反响，掀起了一股红
色旋 ，被誉为新时代的一次“精神 征”。（朱则彦）
20180907
2018 年 9 月 7 日上午，上海
持召开国家艺术基
副书记、副

目

乐学

党委书记、

林在勇主

乐剧《爱·文姬》创排工作推

王瑞，科研处处

会。党委

仁平，艺术处处 、 目制作人

明， 目负责人李涛出席会议。会议 报了 目开展以来尤其是创
作、排演等方 的 展，分析了目前所 到的困 与
方案，对下一

段尤其是

演和巡演等方

的工作

并提出解决
行了

署与安

排。

20180921
2018 年 9 月 21 日，上 召开国家艺术基

套专家论证会，会
10 / 24

议由科研处处

仁平主持。评审专家许红珍、汪海元、 仁平、周

湘林、 虹、 明、汤 杰、章斌、 斌在会前先行召开 备会，对
申请 套经费的 4 个国家艺术基

目：原创 乐剧《爱·文姬》、

跨界融合作品《东去西来》、古谱诗词传承人才培养、 乐理论人才
培养， 先 行了材料交流和审核。 后，评审专家一一听取 目组
筹备与执行情况的报告，并分别就各

目的

行现场论证与答

。最后，评审专家就 目论证与答 情况 行了详细讨论并给予现
场评审。经 三四年来上 主体国家艺术基

目 行管理，上海

乐学 在该 域学术引 、制度建设、行政管理、协调服务等方 也
取得 足的 步。

20180924
国家艺术基 官网发布国家艺术基
星海
事

资助 目《丝路星海——冼

乐作品巡演》在上海成功上演，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致信感谢。2018 年 9 月 11 日，国家艺术基

上海总

2017 年度传播交

流推广资助 目《丝路星海——冼星海 乐作品巡演》在上海保利剧
上演。来自中、哈、俄等国的艺术家联袂奏响中国著名 乐家冼星
海在哈萨克斯坦创作的《 曼盖尔 》《牧歌》《满江红》等交响乐
作品，为现场观众献上时光与友谊牵系的丝路新声。《丝路星海——
冼星海 乐作品巡演》由上海宝泓文化传播有 公司组织实施（上海
乐学

中作曲学科主任强巍昊教授担任该 目艺术总监，冼星海

女儿冼妮娜以及上海 乐学

教授 仁平、洛秦、徐孟东、刘英等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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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学术

），已在哈萨克斯坦的 斯塔纳、 拉木图、卡拉干 和

州、南京等地上演数场，获得广泛好评。9 月 24 日，哈萨克斯坦共
和国

上海总

事

给国家艺术基

管理中心发来感谢信。信中写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上海总 事 向中国国家艺术基 致意，并
谨对于 2018 年 9 月 11 日在上海保利大剧 有幸欣赏了国家艺术基
传播交流推广资助 目《丝路星海——冼星海 乐作品巡演》表示感
谢。本次 乐会是由哈萨克斯坦国家爱乐乐团演奏，在国家艺术基
资助下向中国观众

次演出了中国杰出的

乐家冼星海在哈萨克斯

坦期 创作的《 曼盖尔 》《牧歌》《满江红》等等一批伟大的
乐作品， 一步加强了中哈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取得了圆满成功。
值此“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周年之 ， 常感谢中国国家艺术基
资助了

很有意义的 乐作品展演。《丝路星海——冼星海

乐作

品巡演》在 9 月-10 月在中国演出 40 场，不同的城市，不同的观众，
多场次的演出使得观众更加了解历史，走

乐，使得两国人民更加

深了彼此的了解，加固了友谊，事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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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29
为了确保上海

乐学

2019 年度国家艺术基

作 利完成，2018 年 9 月 29 日上午，上海
2019 年度复评

目答

会议， 党委书记、

乐学

目复评答 工
举行国家艺术基

准备会。 党委副书记、副
林在勇，科研处处

王瑞主持

仁平、参加复评的

目负责人出席会议。会议对各复评 目 一 行讨论、研究，落实各
目答

人 、提出了具体的答 意见。据统计，上

初评

入复评，继续

有 26

位 行，而且结构更趋合理，民族

目
乐学科

表现出色。

20180913
跨界融合创新民族器乐剧《笛 天籁》9 月 13 日至 20 日在上海
交响乐团演艺厅 演八场，立

以来累计演出 13 场。

20180929
《中华神话交响曲》成功 演。9 月 29 日晚，广州星海 乐学
乐厅，由广州珠江乐团（原珠影乐团）演奏、刘新禹先生指挥
培的《中华神话交响曲》（2017）（国家艺术基
台资助 目）成功 演。

2018 年度大型舞

80 分 的作品有十一个乐章，对

乐团来说有着 上以及技术上的巨大挑战性。 乐会上半场也是具有
挑战性的一 时

13 分 的《童年的歌》。 是 2004 年 培为美国

芝加哥 年交响乐团委约创作的双弦乐 、竖琴、 片琴、打击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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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乐章作品《舞天》的第二乐章。 场 乐会于 28 日下午在乐团
排练厅举办 一场公开彩排。 演之夜，座无虚席，演出前的二十分
千座位的观众席就滿满当当。在刘新禹的指挥棒下，整场 乐会
如行云流水，乐 超水平发挥， 乐得到了较为充分的演绎， 乐会
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谢谢乐团成员的热情工作！谢谢刘新禹指挥的精
心演绎！谢谢广州听众的热情与支持！感谢国家艺术基 和上海 乐
学 对该

目的资助与支持！ （ 培）

20181011
为庆祝改 开放四十周年，由上海

乐学 出品、创作，深圳交

响乐团演奏，林大叶指挥的多媒体交响剧场《丝路 梦》于 2018 年
10 月 11 日、12 日晚在深圳大剧

-

乐厅

演两场，本场演出上演

的是该作品的管弦乐版。多媒体交响剧场《丝路 梦》由上海 乐学
党委书记、

林在勇出品，副

廖昌永任艺术总监，科研处处

仁平策划，上海 乐学 作曲家周湘林、叶国辉、张旭儒、赵光、
尹明五共同创作完成，旨在礼赞华夏文明，编织丝路新梦。她是上海
乐学 创作团 学习习 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 要讲话精神，
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以 地丝绸之路南、中、北三线沿 及周 民
族民

乐为索引与象征，自然 光和人文景观为基本素材而创作一

气象万千的时代交响。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核在于交流与交融，《丝
路 梦》聚焦“天下大同”的主 ，传播人类对和平美好未来的理想
求。《丝路 梦》是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艺术传承发展计划”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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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舞蹈专

扶持

目，国家艺术基

目，国家“双一流”

校建设

2018 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

目，2017 年度第一期、第二期上

海市 大文艺创作 目，上海 水平地方 校建设扶持 目。自 2016
年 9 月 演以来，《丝路

梦》先后在丝绸之路国

民共和国艺术节、上海之春国

艺术节、中华人

乐节公演，获得业界和社会的广泛

关注、认可和赞许，荣获 2017 年上海市舞台艺术作品评 展演“优
秀作品奖（大型作品排名第一）”。文化主管
在观摩演出后指出，多媒体交响剧场《丝路

导与业内专家等
梦》“亦真亦幻，动人

心弦”，充满古典交响乐的色彩，又融入丝路沿线各民族
体现创新，又 常亲民，是一

乐元素；

大势、讲大事，以人民为中心创作

导向的优秀作品。10 月 12 日上午，“上海 乐学 原创交响乐《丝
路 梦》研讨会”于深圳召开。武汉 乐学 教授彭志敏、

师范

大学教授杨 、中央 乐学 教授贾国平、江苏交响乐团团 吕军、
上海

乐学

贺绿汀中国

乐

等研究

中国红色

乐文化研究与

发展中心主任李诗原、延安市文化广电新 出版局副局 王安潮、
席录 师 晓幸、深圳交响乐团团 聂冰、副团

兵，我 创委会、

主创团 ，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新 媒体记者出席了研讨会。与
会专家、学者认为，《丝路 梦》精致、新 且贴 大众，深得演奏
家和观众的喜爱，可谓是“五彩缤纷乐 交响，大气磅礴丝路 梦”，
她的创作、演出标志着学 派作曲家在关注学术性探索的同时开始真
正地考虑与大众沟 ，构建属于自己的 乐语言，体现出中国作曲家
正不断形成 范并 渐趋于成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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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12
【上观新

】2018 年 10 月 12 日发布：五种声

交织成《丝路

梦》，深圳观众的掌声说明了一切：继在丝绸之路国 艺术节、中
国艺术节、上海之春国

乐节大获好评之后，上海 乐学 原创交

响乐《丝路 梦》10 月 11 日、12 日两晚由深圳交响乐团在深圳大剧
乐厅 演两场。开场前，指挥家林大叶向观众介绍说：“

”
此前，《丝路 梦》的演出 伴有虚实交融的多媒体影像，此次演出
受 乐厅条件 制，损失了视觉呈现。一位现场观众却表示， 符
的画 感足够激发无拘无束的想象，跟

乐，观众好像 行了一次

历史与地理的双 旅行。谢幕时，深圳观众意犹未尽的掌声说明了一
切。 场演完，深圳交响乐团团 聂冰表示，希望能购买《丝路 梦》
的演奏权，未来继续演出

”五种不同的声

作品。
“

，交织成五彩的丝路 景。《丝路 梦》包含

五个乐章，作曲家周湘林的《序曲》中使用了古琴“大 ”的 乐元
素，作为旅程的起点。 后，叶国辉、张旭儒、赵光三位作曲家，分
别以 上丝绸之路南、中、北三线沿 及周 民族民

乐为索引，

创作出《 想曲》《狂想曲》《幻想曲》。最终由尹明五的《畅想曲》
收尾，将历史和未来 接起来。10 月 12 日上午，在《丝路 梦》的
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表 了对五位作曲家亲密无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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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和 契十足的 乐表 的赞赏。

师范大学教授杨

路 梦》五个乐章，既相对独立，又自成一体，十分

表示，
《丝

得。“

” 种 契不是一天 成的。几位作曲家在
多年交往中已合作完成了 20 多 作品。用周湘林的话来说，他们“一
起 大，一起变老”。在他看来，合作就意味着付出和牺牲，意味着
彼此平衡。在《丝路 梦》创作 程中，他们一起赴西安、兰州、敦
煌、哈密等地

，反复开创作会议，思维碰撞， 成共识。上海

乐学 教授 仁平作为整 作品的策划者，如同粘合剂一般，起到了
关 的作用。正因为是 体创作，《丝路 梦》汇 了不同作曲家的
才华，层次 明，包罗万象。上海 乐学 贺绿汀中国 乐 等研究
中国红色 乐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李诗原说：“

”回归传统的土壤，走出一条创作的新路。
学 派作曲家常常

前沿作曲技法的 用和个性的表 ，但《丝路

梦》的五位作曲家更看 观众的听觉感受。五个乐章，旋律优美，
充满画 感。作曲家张旭儒告诉记者，在创作之初，几位作曲家就
成了共识，摆脱学 派的写法，创作一 接地气的作品，让普 老百
姓也能欣赏。技巧已经被他们抛诸脑后了，因为一切形式 要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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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 武汉

乐学

教授彭志敏说，“

”彭志敏希望，能有更多作曲家们能跳出狭窄的自我表 ，多写
一点好听的作品。当然，《丝路 梦》并不是单纯的回归传统，而是
在传统 汲取养分，走出自己的新路。中央 乐学 教授贾国平提到，
所谓的“传统”有时沦为一种
免

，“民族”被简化成一种符号。要

，作曲家既要有文化自信，又要突破标签的束缚。杨 在作

品 听见了传统之美，也听见了强烈的时代感。但他最欣赏的 是《丝
路 梦》中对“梦”的描绘。“

”（吴桐）

20181013
上 原创 乐剧《海上 》赴杭州演出圆满结束。10 月 13 日至
14 日晚， 作为 2017 年度国家艺术基
海 乐学 原创 乐剧《海上

传播交流推广资助

》在杭州浙江 乐厅完成了自 演以

来的第 28、29 场演出。10 月 13 日晚，浙江省文化厅厅
上海 乐学 党委副书记、副
浙江 乐学 副

目，上

王瑞，浙江 乐学 副

杨九华、浙江 乐学 作曲系主任

褚子育，
张建国、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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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众临
剧
乐学

乐工程系主任 晓东等观看了演出，并在演出结束后对《海

上 》给予了 度赞扬。浙江歌舞剧 、浙江 乐家协会等艺术机构，
浙江 乐学 、浙江大学、浙江传媒学 等 校师生也纷纷观演。演
员谢幕时，观众们反响热烈，起身 掌欢呼，意犹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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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17
《 乐周报》
2018 年 10 月 17 日《 体智慧 构建中国 乐语言》
：
10 月 11 日、12 日，由上海 乐学 创作、出品，林大叶执棒深圳交
响乐团精彩演奏的管弦乐版《丝路 梦》在深圳大剧
创团 与专家们举行了创作研讨会。

续上演，主

气势磅礴、五彩缤纷的大时

代交响作品得到了现场观众与专家的 度赞赏，它礼赞华夏文明、编
织丝路新梦，在改 开放四十周年之 于深圳——改 开放的桥头堡
推出，具有深 的意义。“舞台呈现又获佳绩”。多媒体交响剧场《丝
路 梦》由上海 乐学 党委书记、
任艺术总监，科研处处

林在勇出品，副

廖昌永

仁平策划，上海 乐学 五位作曲家周湘

林、叶国辉、张旭儒、赵光、尹明五共同创作，以丝绸之路沿 民族
民

乐为索引与象征，聚焦“天下大同”的主 ，传播人类对和平

美好未来的理想 求。自 2016 年 9 月

演以来，作品获得业界和社

会的广泛关注与认可，荣获 2017 年上海市舞台艺术作品评 展演“优
秀作品奖—大型作品排名第一”；获得文化

四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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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性探索的同时开始真正地考虑与大众沟 ，体现出中国作曲家正不
断形成 范并 渐趋于成熟。“
”在研讨会上，深
圳交响乐团团 聂冰表示，乐团要购买《丝路
演奏

梦》的演奏权，经常

作品，深交每年有 100 场公益演出，希望能够向公众，特别

是 少年推广当代中国最杰出作曲家的作品。江苏交响乐团团 吕军
认为，

作品 常打动人心，而深交的演奏 常精彩，带给观众很

强的冲击力。当代中国作曲家有很多好作品，但是乐团与作曲家之
的沟 、合作有很多 碍，导致乐团获得 些优秀作品的演奏权比较
困 ，不利于推广中国优秀作品，希望 种状况得到改善。“构建中
国 乐语汇”。

师范大学教授杨 分析，

作品抽象的表现手

法给人更宽 的想象空 ，独 蹊径。在传统 出新比较 ，因而，
回传统 要相当的勇气，《丝路 梦》既体现了中国哲学与审美，
又将作曲家对西方 乐的认识融合到一起，在传统 走出了新路；将
泛 的滑动等现代作曲技术与传统有机地结合，很有旋律、有调性，
同时具有很强的现代感，给大家很多启示。“

”中央
乐学

教授贾国平分析，目前很多丝绸之路 材的作品

的少数民族旋律，视角狭窄。而《丝路

用新疆

梦》没有受到地域、民族的

制，没有符号化、标签化，突破了现代 乐技法的 制也突破了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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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方古典

乐传统，其 乐语言延续了一些传统，尽管有调性，但又不

是西方传统的和声、 乐语言， 到了更 的境界，包含了许多新的
体 。“传 中国审美意趣”。乐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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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场试演后，于 10 月 19 日晚 19:15 在上海戏剧学 实 剧场，第二
十届中国上海国 艺术节“ 年艺术创想周”中

演。代晓蓉博

士现为上海 乐学 数字媒体艺术学科带头人，多年来她致力于前沿
数字视觉艺术在中国的创新与发展，在 二十 舞台剧目中担任多媒
体设计、视觉总监，包括 舞诗画《木卡姆印象》、多媒体 乐剧场
《 ·界》、《正气歌》、多媒体京剧 乐剧场《白娘子·爱情四季》
等。曾分别荣获文化 创新奖、国家 大 目精品工程、多媒体创意
设计优秀奖及上海文化发展基

等。2018 年，代晓蓉以舞美影像创

“戏剧磁场”，策划打 跨界艺术剧场作品——《东去西来》，为
舞台艺术创新带来前所未有的全新想象。作品的幕后舞美制作团 由
上海 乐学 艺术与科技相结合的数字媒体艺术学 的师生组成。演
出团体则是由上海

乐学

师生以及特

嘉宾著名舞蹈艺术家

豆

豆、 乐人帕尔哈提等合作完成。上海 乐学 凝聚着一批优秀的作
曲、导演、表演、舞美等创演人才与前沿艺术学科，为国家舞台艺术
孵化 精尖 乐人才、创作优秀作品持续贡献力 。

20181020
10 月 20 日上午，国家艺术基

目跨界融合艺术剧场《东去西

来》论证会在上海 乐学 贵宾室举行，上海

乐学 党委书记、

林在勇出席会议并致 ，国家艺术基 特派专家李守成、著名戏剧
影视学学科专家周星、著名编剧徐瑛、 乐评论家 志 ，著名作曲
家努斯勒提、沈叶、斯坦福

乐学

Jaroslaw kapuscinski、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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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艺术大学教授 Brain Lock，《戏剧艺术》主编潘健华、

宁大剧

田剑峰、《艺术评论》主编唐凌、经典 947 负责人沈舒强等出
席会议，对作品及其 演给予 度评价，并对未来的打磨与完善提出
建设性意义。上海 乐学 科研处处

仁平教授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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