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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走进艺术殿堂 亲子音乐会有新招
视觉化，同时在演奏中加入能引起孩子兴
趣的元素，可以让原本对孩子来说枯燥艰
深的内容以更生动、更友善的方式呈现在
他们面前。”

音乐会常常因高雅的
艺术演出形式而被认为难
以走向大众， 但如今题材
各异、 形式多样的亲子音
乐会相继登台， 吸引着孩

创作。不管是音乐会还是舞台剧，在校园里
并不普遍。创作者要对儿童进行引导，前提
是要戒骄戒躁，潜心打造精品，付出时间成
本，让孩子们看到精良的作品，从而提高辨
别作品优劣的能力”。

寓教于乐培养艺术素质

子们走进演出现场， 感受
音乐之美。 而从另一个角
度来看， 亲子音乐会的出
现不仅给孩子提供多元化
的娱乐方式， 也为家长和
孩子沟通提供了新的方
式， 在成年人和儿童群体
中培养具有艺术鉴赏力的
观众， 为日后演出市场的
发展积攒势能。

视听结合演绎经典作品

提到音乐会，人们便会想到“高雅艺
术”四个字，认为走进音乐会演出现场，聆
听乐团演奏的观众需要相当高的艺术鉴赏
力。其实不然，作为能够和多种艺术和技术
融合的演出形式，音乐会能包容相当广泛
的观赏人群。眼下，亲子音乐会便以各种
“奇招”吸引着小观众们，孩子们也拥有越
来越多的机会走进音乐艺术殿堂，感受音
乐的魅力。接下来的5个月中，北京市内各
大院场将上演题材风格各异的亲子音乐
会。据北京商报记者在大麦平台的不完全

统计，目前已经有11部儿童亲子音乐会确
定上演时间，并开放预售。
在这些即将上演的剧目中，不乏以视
听结合的形式对经典音乐作品的创新演
绎。11月13日，国图艺术中心上演的《天
鹅湖原创动漫音乐故事会》 以原创动漫
绘本的形式，向小观众们讲述《天鹅湖》
中公主奥杰塔和王子的经典故事。12月
18日上演的《圆舞曲王国音乐故事会》也
将施特劳斯的音乐作品改编成以动漫形
式呈现的故事，生动展现施特劳斯父子
之间发生的趣事。
除了经典音乐外，一系列音乐会也将
瞄准儿童喜好，以古典乐器奏响深受孩子

欢迎的动画主题曲。8月22日爱乐汇艺术空
间上演的《久石让&宫崎骏动漫经典作品
亲子视听音乐会》将通过宫崎骏电影片段
播放和乐团现场演奏同步的形式，再现久
石让经典电影配乐。12月31日北京剧院上
演 的 2022北 京 儿 童 新 年 钢 琴 音 乐 会
《SUMMER
》将以视听大型交响乐的形式
演绎《冰雪奇缘》《熊出没》《喜洋洋与灰太
狼》等动画主题曲。
北京小布丁卡通剧团业务团长韩涵
对这种基于孩子喜好，并采用视听结合的
音乐会形式表示认可：“ 音乐本身是抽象
的听觉艺术，孩子们很难直观地感受音乐
之美。而通过视听手段，把一些音乐作品

随着国家放开生育政策，强调素质教
育，面向儿童观众的演出市场逐渐扩大。对
此，一千零一剧场市场总监宦峰深有体会：
“受疫情冲击，整个戏剧行业都受到一定影
响。在这种情况下，儿童剧市场依然保持健
康状态。这一方面是得益于国家对素质教
育的重视，另一方面，注重培养孩子艺术素
养的年轻家长群体逐渐增加，现在有更多
家长愿意带着孩子走进剧院。”
音乐会是需要观众长时间集中注意力
的娱乐活动，这要求创作者思考如何让儿
童观众沉浸甚至参与到作品当中。与常规
音乐会不同，亲子音乐会除了现场表演音
乐作品外，还会结合美术、多媒体和现场互
动，以求最大程度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并以
孩子的喜爱为切入点，寓教于乐，让小观众
们在轻松愉悦的观演过程中接受艺术的熏
陶，领略人文之美。韩涵指出，面向儿童的
音乐会要有一定的互动性，“表演者和观众
可以多一些语言和肢体的交流，让孩子参
与到作品的演绎当中，最大程度上吸引孩
子注意。在互动的过程中让孩子学到新事
物，感受到作品想传达的情感”。
演出市场的发展是培养全民艺术素质
的良好契机，而这需要以优良作品为引导
促成的良性循环。韩涵特别强调儿童题材
戏剧作品的教育意义，认为校园内戏剧音
乐欣赏教育的缺失需要由剧场来弥补，“剧
场能展现孩子们在学校接触比较少的艺术

儿童剧《报童》复排重现时代精神
据中国儿
童艺术剧院官方微信公众号的消息显
示，2021年复排经典儿童剧《报童》目前
正在创排中，并已入选“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
程”优秀精品复排计划重点扶持作品的
儿童剧，计划于9月25日在中国儿童剧
场与大家见面，并陪伴观众度过“十一”
佳节。
公开资料显示，《报童》以抗日战争
期间国民党制造的“皖南事变”事件为
背景，描写了重庆《新华日报》的一群小
报童，在周恩来总理的教育、关怀下，在
北京商报讯（记者 郑蕊）

斗争中迅速成长的故事。《报童》是中国
儿童艺术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且是一
部集体创作作品，由当时的中国儿童艺
术剧院演员队队长邵冲飞、儿童剧导演
朱漪、剧作家王正、评论家林克欢共同
创作。该剧自1978年首演以来，获得了
广泛好评。
时隔43年，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集
结众多实力主创，再次将该儿童剧搬
上舞台，并由国家一级导演焦刚担任
导演，国家一级演员薛白担任表演指
导，国家一级舞美设计冯磊负责该剧
的舞美设计、道具设计，灯光设计则邀

请了中国戏曲学院教授、舞台美术系 开眼看世界的代表，是中国人追求真理
主任马路。
和自由的表达窗口。同时它也把那个时
焦刚此前在《报童》的建组会上表 代的精神传递到了现代”。
示，“一个剧院的风骨需要挺立，一个剧
值得注意的是，薛白在担任此次表
院的精神需要传承。我们将一起踏踏实 演指导前，曾在电影版《报童》中扮演
实地做一部有风骨、有精神、有传承的 “腊月”这一角色，对于此次《报童》的复
戏，把我们的真情实感和专业素养传递 排，薛白表示，“我发现剧院每一位青年
到每一位大、小观众的心中”。
演员身上都有很多可挖掘的才华，我能
冯磊则表示希望《报童》整个舞美 做的就是启发他们，让他们身上优秀的
的设计能紧扣“《新华日报》创刊”这个 才能可以展示出来。过去的《报童》有它
主题，从报纸中来，到报纸中去，“我认为 的特点，我们现在的演员也可以创排出
报纸实际上就是当时中国人的觉醒之 有自身特色的、同样优秀的《报童》，对此
窗，是思想觉醒的一个代表，是中国人 我很有信心”。

民族音韵音乐会用歌声体味各地风土人情
8月20日至
21日，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将演绎《民族
—吴灵芬与国家大剧院合唱团
音韵——
经典合唱作品音乐会》。在这场合唱作
品音乐会中，国家大剧院合唱团的成员
将演绎多民族多地区经典民歌名作，唱
响各族声韵，让观众通过歌声体味各地
的风土人情、倾听华夏民族的呐喊之
声，领略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
的卓姿风采。
据悉，该场音乐会将演绎上世纪50
年代流传于浙江金华一带的牧童山歌
《李有松》，该作品是一首汉族民歌，以谐
趣的语调尖锐地批评了李有松“封建思
想老古董，不许女儿找老公”的陈旧观
念。旋律富有朗诵性，表现手法十分简
洁，具有即兴编唱的特点。作曲家徐坚
强改编的女声合唱版本，是对原民歌的
二度创作，保留歌词部分，对其他部分
进行解构和创造，保留了民间音乐的活
泼风貌，也具备合唱艺术的丰富多彩、
变化多端。
与此同时，音乐会还将带来特色鲜
明、“ 辣椒味儿”十足的湖南民歌《一根
北京商报讯（记者 郑蕊）

竹竿容易弯》以及经典湖北民歌《龙船
调》。其中，《一根竹竿容易弯》的曲调来
自湘中，歌词采用的则是湘东的长沙方
言，歌曲流畅动听、朗朗上口。而《龙船
调》则将带来人们熟悉的“妹娃要过河，
哪个来推我嘛……”，生动地描绘了一
个活泼俏丽的少妇回娘家时途经渡口，
请艄公摆渡过河的鲜明生动的画面。
除此以外，在本场音乐会上，国家大

剧院合唱团还将给观众带来重庆垫江民
歌《数花》及《川江的故事》，揭开千百年
来生活在川江两岸的人们那朴实的生活
场景，演绎乐观向上、不惧艰险、勇于拼
搏的精神。同时，作曲家瞿希贤根据广西
民歌改编的混声无伴奏合唱作品《云飞
天不动》也将登台上演，用“云飞天不动，
船动岸不移。人离心不离，情意永不断”
的歌词唱出朋友之间深厚的友情。

该场音乐会指挥吴灵芬表示，这是
一趟环游中国，探索祖国万里河山、唱
响民族之声的旅行列车，“ 在这场音乐
会中，我们从民族的、历史的、地域等角
度去探索、去演绎民歌音乐，还原各民
族音乐的特色。也许我们身处钢铁城
市，喧嚣哗闹，但这场音乐会可以带你
我重回淳朴的自然、简单的生活”。
图片来源：国家大剧院微信公众号

“走心”作品兼顾老少观众

尽管亲子音乐会主要面向儿童观众，
但创作者并不能忽视家长的审美需求。
“毕竟儿童由家长带着进剧场观演，节目
的好坏由家长鉴别，主要消费人群还是家
长，创作者既要照顾孩子的接受能力，也
要争取成熟观众的认可。”宦峰对北京商
报记者谈道。
《天鹅湖原创动漫音乐故事会》以音画
结合的创新表演形式赢得了观众李女士的
喜爱，并表示会带上孩子一同观看。“今年
初有幸观赏过宁波站演出。绘本形式演绎
的音乐剧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而且小孩
接受起来会比较容易。这次我会带上孩子，
让他用别样的方式感受经典老剧的魅力。”
对于如何能同时获得家长的认可和孩
子的喜爱，韩涵认为创作者要做“走心”的
作品，“‘走心’的作品是经得起推敲的作
品，而不是只在形式和包装上哗众取宠。现
在市面上作品水平参差不齐。作品水平能
去到哪里，主要看主办者的心态是什么：是
奔着经典作品的目标来做？还是本着收门
票赚钱的心态来做？这两种心态直接影响
制作的投入和质量的把控。现在网上也能
看到优秀的舞台剧和音乐会，家长能通过
各种途径不断提高艺术鉴赏水平，我相信
粗制滥造的作品会越来越少人去看”。
北京商报记者 郑蕊 实习记者 苏梓彦/文
贾丛丛/漫画

音乐剧《在远方》
上线学习强国
北京商报讯（记者 郑蕊）尽管当下为防控
疫情，相关线下演出延期或取消，同时音乐剧
《在远方》的北京演出也已结束，但观众如今能
通过线上平台再次感受该作品。据北京演艺集
团的消息，音乐剧《在远方》现已在学习强国平
台上线专题页，并分为“幕后故事”“精彩花絮”
“返场分享”“观后感受”等板块展现该部作品。
公开资料显示，《在远方》改编自同名电视
剧，并由北京演艺集团出品、北京歌剧舞剧院
演出，是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为主
题开发的重点选题，调动歌舞类资源优势而全
力打造的剧目。
该剧将故事背景放在上世纪末，正躲避稽
查的“黑快递”姚远，误打误撞与稽查队长女儿
路晓欧相识，身为心理学高材生的路晓欧与同
学霍梅敏锐捕捉到姚远的心理问题，将他与身
在美国的网友刘云天视为两个病人，逐步怀着
好奇走入对方生活。跨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
姚远无法隐藏自己的自卑走向远方，暗生情愫
的恋人只有选择分离。路晓欧蜷缩在大雪纷飞
的夜晚，孤独面对新世纪钟声。多年后，姚远
通过自己的奋斗，成立了“远方”快递公司，在
创业过程中，与刘云天相识，可面对强劲对手
于情于商的挑战，姚远从未屈服。在地震救灾
的路上，姚远重遇了路晓欧，经历种种波折后，
路晓欧还能回到姚远身边吗？事业遭受重创的
姚远能否东山再起？
《在远方》在开排前，主创团队曾为筹备耗
费了一年的时间，并推翻了十几版剧本，不断
打磨而成。而该剧自首演以来便掀起了观演热
潮，其中2020年11月在京演·民族文化宫大剧
院举行首轮演出发布会时，开票不到半个小时
的时间，北京、上海两地就实现演出票全部售
罄，此后该剧一经上演也均受到观众的追捧。
据悉，此次《在远方》上线学习强国，观众
可在“幕后故事”板块中通过视频走进后台了
解各个工种，“精彩花絮”板块则向观众展示
《在远方》的排练趣事和主创主演的心路历程，
超长的“返场分享”板块中则有精彩音乐剧片
段合集，此外在“观后感受”板块中，则能看到
现场观众的真实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