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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黃霑

黃霑，香港著名作
曲家、填詞人，對粵
語流行曲的發展有里
程碑式的貢獻，其填
詞的《獅子山下》、
《上海灘》、《滄海
一聲笑》等名曲，傳

唱廣大華人地區。黃霑2004年身故後，一班學者啟
動「黃霑書房」計劃，花多年時間搜集了黃霑歷年的
專欄文章、學術論文、手稿、樂譜、傳真、信件等珍
貴文獻，用黃霑留下的材料，探究黃霑行過的路。本
書一套五冊，展示了黃霑身世與香港軌跡的交錯、他
對流行音樂的心得和見解、與同代音樂人的交往，是
研究黃霑至為重要的專集。

作者：黃霑著，吳俊雄編，黃霑書房製作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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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江鑫
嫻北京報道） 以「文化遺產
裏的中國故事」為主題的圖書
《萬里走單騎：老單日記》近
日在北京首發，該書作者為中
國文物學會會長、故宮博物院
原院長單霽翔。全書以文化遺
產傳承、利用和保護的故事為
經，以作者「老單」在9個省
份、12處遺產地參加《萬里
走單騎》節目錄製的見聞和隨
想為緯，記述了一代又一代中
國人在文化遺產中尋找和守望
中華文化根脈的故事。據悉，
該書將亮相7月舉行的香港書
展。
《萬里走單騎：老單日記》
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
版。單霽翔將《萬里走單騎》
節目和這本書的特色總結為三
個關鍵詞：行走、交流、實
踐。在全書的尾聲，他寫道：
「最應該感謝的，是那些在遺
產地默默守護和傳承的人們。
無論是土樓的夯土人、西湖的
養荷人，還是每天去蘇州園林
遛彎的退休大姐、在國家遺址
公園綻放笑容的嬰兒。正是因
為有了這些基層工作者與普通
民眾的守護，我們的文化遺
產，我們的中華文明，才一代
又一代傳承下去。這本書獻給
他們。」他亦透露此書在未來
還會有第二部、第三部，收集
起來就是一部關於世界遺產的
百科全書。
中國擁有55處世界遺產，
是全世界擁有世界遺產最多的
國家之一。從事文化遺產保護
多年，單霽翔認為，「申遺」
不是最終目的，「世界之最」
也不是終極目標。公眾對文化

遺產保護有着知情權、參與
權、監督權和受益權。把更多
的文物保護、文化遺產保護的
故事告訴公眾，讓更多的人參
與到這項事業中來，這才是文
化遺產工作者們的共同追求。
「我有一個願望，要讓世界遺
產融入國人的現代生活，讓更
多的年輕人愛上中華傳統文
化，讓中國的世界遺產以鮮活
的文化姿態走向世界。」單霽
翔說。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總經

理劉祚臣表示，讀完這本書，
可以感受到單霽翔是同時具備
學養、閱歷、激情和表達「四
要素」的理想作者。「把專業
知識進行通俗化、大眾化傳播
是單院長一直的主張，也是一
貫的做法。」據他介紹，在
《萬里走單騎：老單日記》之
前，單霽翔在中國大百科全書
出版社出版過兩本書，已輸出
多個版本的版權。今次，《萬
里走單騎：老單日記》將參加
香港書展，期待該書能走出
去。未來，該出版社將通過資
源共享與跨界合作，共同講好
中國故事，擴大中華優秀傳統
文化的社會影響力。

簡訊 故宮原院長單霽翔
新書將亮相香港書展

舞中生有
──錢秀蓮舞蹈1969-2019

藝術，是一個從無到有、有中求
變的創作過程。舞蹈家錢秀蓮博士
是香港第一代編舞家，曾編導及統
籌近一百多齣舞蹈作品，並多次為
香港舞蹈團及海外作客席編導。曾
赴北京舞蹈學院研習中國舞及於美
國紐約深造瑪莎葛肯現代舞及研習
拉班動律分析，後更獲美國大學工

商管理博士、香港演藝學院編舞系碩士。她從上世紀
六十年代活躍於舞壇至今，舞品的靈感如何湧現？舞
品的背後訴說着怎樣的故事？如何面對各種衝擊？如
何跨過創作的瓶頸？透過這本著作，錢博士細細分享
她從無到有，從有到變的每一步。

作者：錢秀蓮
出版：天地圖書

樹冠上

2019年普立茲得獎小說。生命
從地球上消失之前的關鍵時刻，森
林正在向人類發出警告，種種信息
從天而降……全書宛如盤古巨樹般
自樹根揭開半世紀美國西北部的伐
木浩劫，帶出九名主角與最後一片
原生林木之間生死相繫的命運。當
中包括青年藝術家、華裔女工程

師、心理學博士生、專利法律師夫婦、越戰退役上
尉、半身不遂的IT科技鉅子、言語障礙的植物學家，
以及一名曾因縱情玩樂觸電身亡但死而復生的女大學
生，據說銀閃閃的樹靈在幽冥中對她說話，伸出援
手，將她拉回人世。生命究竟對人類有何要求？多少
人願意為了保護樹木而犧牲？生命如此豐富，為何人
類擺脫不了物種孤獨，總是感到孤單、無助又寂寥？

作者：理察．鮑爾斯
出版：時報文化

東野圭吾的影視改編作，一向數目驚人，隨
手一算，近年曾在香港公映的已有2019年的
《假面飯店》及《平行世界的愛情故事》、
2018年的《人魚沉睡的家》、《當祈禱落幕
時》及2017年的《解憂雜貨店》等等，雖然並
非所有均是叫好又叫座的作品，但整體上的平
均水準，一般而言均可說保持娛樂性及人性探
索的平衡。
今次我想談相對而言，一些較為冷門的東野
影視改編作，以及他們的有趣特質。我發現一
般而言，東野改編作在修改原著的程度上，大
抵都傾向保守，或許是因為東野名氣大，大幅
度的刪改容易引起書迷的反悖；又或是東野小
說本身的完成度高，簡單而言文本已接近影像
的記錄版，亦步亦趨的「還原」大抵已屬稱職
的安排。
此所以如2011年的《黎明破曉的街道》（岸
谷五朗及深田恭子主演）又或是2016年的《疾
風迴旋曲》（阿部寬主演），均屬典型的「還
原式」作品，尤其是原著中的經典文本，更加
珍而重之在電影中作審慎重現式的處理，如前
者借新谷之口道出一眾中年男人的悲哀：「每
一個，統統已經不是男人，就像老婆不是女
人，我們也不再是男人……想重新當男人就去
風月場所。」（電影版借石黑賢之口作「智
者」分享）。不過有趣的是，或許是因為電影
版始終因時間之限，未能完全從容交代情節，
又或是擔心小說文本有一定的曖昧性或含蓄的
餘音，往往不約而同喜歡「畫蛇添足」似地把

結局隱藏式的收結，盡量以毫無懸念的方式，
把下場作明確交代說明。
《黎明破曉的街道》的小說本來收結在渡部

發現妻子一早已發現自己外遇的情況（他一直
以為掩飾得很稱職），而加上發現當晚，正是
秋葉宣布與他結束關係之際，於是頓時陷入
「雙失」的窘境。電影則唯死以上的收結還太
過含蓄，於是加上翌日上班時，妻子還要稱職
地送渡部上班，配上旁白插入這才是無休止地
獄的開始云云；另一邊廂則配上秋葉獨個兒的
唸白，表示非常感激渡部陪過度過一段艱難的
日子作對比，以顯示禍福無常的悲喜逆轉。
與此同時，《疾風迴旋曲》的處理也大同小
異。小說收結於秀人偷走了炭疽桿K-菌Ｋ-55，
再打算迫父親栗林公開事實，把公司不負責任
的舉動揭示出來。回到電影時，不僅安排飾演
栗林的阿部寬大徹大悟（原著中以栗林以為
K-55再被對手千晶偷走而無比煩惱作結），接
受兒子的勸說及好意，甚至更進一步，在總公
司來一場大逆轉，在把K-55歸還上司東鄉之
時，同時告之已在外安排了記者招待會以公諸
天下，徹底把栗林一角英雄化。於我而言，以
上兩者的處理，可謂不約而同地為觀眾「着
想」，把再無懸念及變數的結局選擇呈現在大
家眼前，大抵而言也是一從俗的應對方法。
而印象中最為關鍵性的東野小說影視作改

動，我想起2011年的電視電影《迴廊亭殺人事
件》。原著中關鍵的復仇人物桐生枝梨子，為
求混入一原家的遺囑聚會中，於是喬裝成為與

一原家關係密切的七十歲老婆婆本間菊代。影
視版由常盤貴子飾演桐生枝梨子，本來我以為
有機會可以看到她挑戰自己極限，扮演老婆婆
的「考牌」演出，豈料竟然改為她扮演菊代的
女兒美代子（原著中並無此角色），且由她代
替菊代參加遺囑宴來草草應付。大抵這也可看
成為對東野原著的最大改動作，尤其是因此把
東野原著中不少關鍵性的設計一筆抹去，甚至
可以說成為徒增了本來沒有的漏洞，由衷而言
對東野來說，可謂蒙上不白之冤。舉例而言，
扮成菊代的枝梨子在進入一原由香的房間後，
發現後者已被人殺害，匆忙間從後花園再跳過
水池回到自己房間。後來刑警在查案時，正是
以七十歲的老婆婆不可能跳過水池而把菊代排
除於嫌疑範圍，但影視版的改動顯然便破壞了
小說的設計，令到枝梨子的犯案動機呼之欲
出。
在改編的議題上，我從來不是小說的原教旨

主義者，但前提一定要改得其所，否則只會自
暴其短，丟人現眼。

書評東野圭吾的改編作 文：湯禎兆

《疾風迴旋曲》
作者：東野圭吾
譯者：王蘊潔
出版：台灣東販

1945年8月出生的趙季平，自幼深受家庭文化熏陶。其父趙望雲，為長安
畫派的奠基人，被認為是與齊白石、徐悲鴻、
石魯等齊名的國畫家。趙望雲酷愛戲曲藝術，
愛好秦腔、豫劇、京劇，拉得一手京胡。趙季
平自幼隨父親畫畫、聽戲，並在父親的教導
下，立志創作出接地氣、反映人民心聲的音樂
作品。1961年，趙季平進入西安音樂學院附中
求學。1964年，考入西安音樂學院，學習演奏
二胡、打擊樂，同年創作第一首歌曲。1970
年，自西安音樂學院畢業後，分配至陝西戲曲
研究院工作，在此期間趙季平深入關中、陝南
和陝北，鑽研了秦腔、碗碗腔、銅川梆子以及
外省劇種、樂器，通過學習民間藝術，為音樂
創作打下基礎。1978年，趙季平進入中央音樂
學院進修，從此開啟了一場跨越近半世紀的音
樂之旅。
趙季平在中國音樂創作領域獨樹一幟，被譽

為中國樂壇最具中國風格、中華氣質和民族文
化精神的作曲家，也是目前活躍在世界樂壇的
中國作曲家之一。趙季平創作體裁涉及影視音
樂、交響樂、民族管弦樂、協奏曲、室內樂、
舞劇等。在不同作品中，都保持了或輕或重、
或濃或淡的中國韻致，將中國傳統音樂文化與
現代作曲技法結合得淋漓盡致。而他為百餘部
電影和電視劇作曲，亦塑造了眾多生動的音樂
形象。
此次出版的《趙季平音樂作品選集》共18

卷，囊括23部作品總譜，創作時間跨度40餘
年，較全面地展示了趙季平音樂創作的軌跡和
發展、成熟的進程。《選集》分為管弦樂和民
族管弦樂兩大部分。其中管弦樂作品包含《第
一交響樂》《喬家大院》《絲綢之路音樂瞬
間——管弦樂小品三首》《第一小提琴協奏
曲》《第二琵琶協奏曲》《大宅門寫意》以及
大提琴協奏曲《莊周夢》（管弦樂隊版）、
《中國古詩詞歌曲五首》《關山月》（為大提
琴、琵琶、笙、塔布拉鼓而作）；民族管弦樂
作品包含《第二交響樂——和平頌》《慶典序
曲》《古槐尋根》《悼歌》《覓》《大宅
門——盧溝曉月》，管子協奏曲《絲綢之路幻
想組曲》，二胡協奏曲《心香》，大提琴協奏
曲《莊周夢》（民族管弦樂隊版）、《第三交
響樂——風雅頌之交響》。除此之外，這套選
集具有「一書一碼」，讀者可以通過掃碼在線
視聽。

在世界樂壇留下獨特印記
在當日的首發儀式上，中國音協分黨組書

記、駐會副主席韓新安表示，《趙季平音樂作
品選集》的出版首發，不僅是對趙季平先生創
作成就的梳理和總結，也是新時期中國音樂文

化繁榮發展進程中一個值得聚焦的事件。趙季
平先生是陝西這片廣袤的黃土地養育的音樂驕
子，是一位活躍在世界樂壇的中國作曲家，他
的音樂作品具有極強的民族性、藝術性和緊扣
時代脈搏的時代性。在他的音樂作品中，能感
受到漢唐禮樂的精彩，能品味出京劇民謠的神
韻，能聽得到古琴笙簫的律動，能體會到胡琴
雜鼓的共鳴。對於今天乃至今後的音樂創作者
來說，他的藝術實踐，既是一種示範，更是一
種引領。
上海音樂出版社副社長、副總編輯劉麗娟亦
表示，選集中的作品，展現出作曲家不斷尋求
自我突破的開拓與創新精神，作品運用中國民
族音樂元素，並結合現代西方音樂的作曲手
法，尋求民族音樂的時代表達，對促進中國傳
統文化的國際化進程具有重要推動作用，「相
信這套選集的出版，能讓中國當代的音樂創作
在世界樂壇上留下獨特的印記」。
「趙季平先生作為西安音樂學院名譽院長，也
是學校著名校友代表。他幾十年如一日致力於傳
承和弘揚中國民族民間音樂，善於將中國傳統文
化與現代作曲技法相融合，創作出了一大批人民
群眾耳熟能詳的經典作品，被譽為中國樂壇最具
中國風格、中華氣質和民族文化精神的作曲
家。」西安音樂學院黨委書記張立傑在致辭中表
示，《趙季平音樂作品選集》首發式在西安音樂
學院舉辦，希望通過此次作品首發式，激勵學校
更多的文藝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肩負起
時代重任，創作出更多謳歌黨、謳歌祖國、謳歌
人民、謳歌英雄的優秀作品。

中國民族音樂早已融入血液
作為扎根於三秦大地的作曲家，趙季平的音

樂創作具有強烈的時代氣息。多年來，他善於
通過音樂表現時代、展示現實，同時，他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從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將
經久不衰的故事，幻化為動人的音符，寫出了
能和世界對話、為老百姓喜歡的音樂作品。首
發式上，趙季平現場感謝了許多人，他說，這
部選集從策劃到付梓，經歷了兩年，如今終於
首發，非常激動。
據介紹，今年已經76歲的趙季平一直都很
忙，儘管他的作品已經超過了上千部，並且獲
獎無數、享譽海內外，但他依然停不下來。
「我每天早起吃完早飯寫3個小時，坐那兒就
開始，已經成為習慣了。」趙季平說，他已經
這樣寫作了50多年，中國的民族音樂早已融化
在他的血液中。「創作要保持一顆真心，寫從
自己心裏流淌出來的東西，才能打動聽眾。」
而早前，由趙季平掛帥，攜陝西老中青作曲家
進行創作的交響套曲《延安》，亦在陝西省隆
重上演，獻禮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

趙季平：
創作要保持一顆真心

「大河向東流哇，天上的星星

參北斗哇……」雖然距離這首

《好漢歌》首發已有20多年，但

如今在內地的眾多城市鄉村，這

首歌依然是經久不衰，大人小孩

耳熟能詳，甚至是口口相傳。作

為享有世界聲譽的中國當代著名

作曲家，在近六十年的藝術生涯

中，趙季平創作了逾千部音樂作

品 ， 其 中 更 是 不 乏 《 大 話 西

遊》、《紅高粱》、《霸王別

姬》、《喬家大院》、《大宅

門》、《水滸傳》等享譽全球的

著名影視劇音樂，體裁廣泛，題

材多樣，其數量之多、質量之

高，令人歎服。日前，《趙季平

音樂作品選集》由陝西省音樂家

協會策劃，上海音樂出版社、上

海文藝音像電子出版社出版推

出。早前，《趙季平音樂作品選

集》首發式在西安舉行，激動之

餘，趙季平鄭重將選集贈送給了

自己的母校——西安音樂學院及

多個來自全國的樂團和高校，他

希望能讓更多的當代年輕人可以

聽到、看到、學習到。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

圖：受訪者提供

音樂作品集西安首發音樂作品集西安首發

●●《《趙季平音樂作品選集趙季平音樂作品選集》》創作時間跨創作時間跨
度度4040餘年餘年。。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中國當代著名作曲家中國當代著名作曲家
趙季平趙季平。。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萬里走單騎：老單日
記》。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