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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捕祝融星》

长辛店与中国工人运动有不
解之缘。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
后， 长辛店就成为党开展工人运
动的主要策源地之一， 更是中国
北方工人运动的重要摇篮。 毛泽
东同志曾指出： “中国工人运动
还是从长辛店开始的。” 这一评
价是对长辛店工人运动历史地位
的高度评价。

本书作为现实题材长篇小
说， 艺术化记录了长辛店铁路工
厂的两个甲子的历史， 展现了中
国工人阶级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
和普通劳动者的高尚情怀。 作品
中描绘的一镇一厂的舞台， 不仅
浓缩了中国工业一百多年的发展
变迁， 更是刻画了工人阶级群体
的时代肖像， 再现了中国工人阶
级担重任、 谋创新、 求发展的心
路历程。 本书作者黄建东、 杨忠
华均是中车北京二七机车公司职
工， 二人长期从事文学创作以及
图书创作工作。

□本报记者 赵思远/文 通讯员 王京广/摄

环境舞蹈跳 首钢园区
于秀池和群明湖畔起舞弄清

影， 在三高炉内外漫步展风姿。
11月2日， 在新首钢园区内举办
的 “2019首钢园环境舞蹈展演 ”
系列活动中， 30多组舞蹈演员来
到园区各个角落， 用曼妙的舞姿
和优雅的步履， 与工业遗址和现
实景观水乳交融、 相映成辉， 让
建筑 “活” 起来， 花草 “动” 起
来， 为具有百年工业史的首钢园
区注入了文化艺术新元素。

舞者景中起舞
舞蹈借景生情

长亭下， 碧水间， 伊人起舞
眼波涟。 由来自国防大学军事文
化学院的刘芳、 杨海一、 杨婷在
群明湖上的一座凉亭下翩然起
舞， 共同演绎 《伊人如画》。 她
们身着汉服， 手击乐鼓， 丝带在
空中飞舞的曲线与身后有着 “敦
煌飞天” 寓意的滑雪大跳台形象
相得益彰， 一时间， 似是钟鼓齐
鸣， 梦回大汉。

作为本舞的编导 ， 刘芳表
示， 不光是观众在节目面前耳目
一新， 身为舞者， 自己演出后的
感 受 也 “与 以 前 大 不 相 同 ” 。
“平时我们的演出都是在舞台上
呈现的， 而今天我们将自己置身
于这样一个开放的大环境当中，
有山、 水、 湖、 桥、 亭， 顿时觉
得高大上的艺术形式也可以如此
接地气 。 ” 刘芳说 ， “我们在
《伊人如画》 中想要展示的是古
典美女的示意图， 穿上古典服装
的我们， 起舞时正好与古色古香
的亭台与小桥流水结合到一起，
完美呈现出一幅天时、 地利、 人
和的立体画面。” 刘芳表示 ， 舞
者置身于开放现实的环境中， 能
够为观众呈现出不同于舞台的另
一种美， 并且每一名观众对美的
认知都不尽相同， 一样具有开放
性和包容性 。 所以 ， 这对于舞
者、 观众双方来说都是一种全新
的尝试和体验。

演出前， 刘芳与团队多次来
到新首钢园区进行实地考察。 她
坦言， 当自己走到这处亭子时，
有一种非常强烈的 “古代穿越
感”， 于是便灵感迸发， 创作出
古代美女在凉亭下乘凉、 榻歇的
美好情景。 同时， 刘芳表示， 首
次来到百年首钢厂区， 心情十分
震撼。 她坦言， 本以为首钢作为

老牌钢铁企业和 “脏乱差” 不分
家， 但是没想到青山绿水能与工
业遗址在这里和谐共生、 刚柔并
济， 为自己提供了更多空间创作
的灵感与素材。

打造中国的
“爱丁堡艺术节”

三高炉内， 演绎不同节目的
舞者 ， 有的身穿一抹红 ， “绽
放 ” 在身着青灰色服装的演员
中， 就像炉前跃动的火苗； 有的
在炉壁上缓慢行走， 模仿着炼钢
工人铿锵的步履； 有的身着首钢
风格的工装， 欢快舞蹈， 呈现出
一幅首钢工人欢庆首钢转型发
展、 迎接美好新时代的群画像。
中国舞蹈家协会分党组书记罗斌
感言， “你会发现， 在风格多样
的环境下， 我们的舞蹈好懂了，
题材更鲜活了 ， 感觉也不一样
了。 我在这一幅幅立体生动的画
面中看到了一个好的开始， 更看
到了 ‘环境舞蹈’ 更好的未来。”

两年前， 罗斌了解到， 首钢
老厂区将转型成为一个新型文化
园区， 同时2022年冬奥会的滑雪
大跳台也将在这里落地。 当他看
到新首钢园区的规划图， 当即表
示： “这个地方难道不该做成中
国舞蹈界的永久性的主会场吗？”
来到首钢进行实地考察后， 罗斌
发现， 首钢厂区集中， 后工业文
明有着自己的个性， 更是闻名世
界的东方工业符号。 他进一步坚
定了自己心中所想 ： “这个地
方， 所有的环境、 平台、 瞬间，
都特别适合跳舞。” 他向记者介
绍， 世界文明的爱丁堡艺术节，

一天便可进行500场演出， 时间
长达一个月， 是世界各地艺术家
的一场盛宴。 “目前， 国内并没
有这样大规模 、 大体量的艺术
节。 首钢既满载着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历史痕迹， 又是当代中国的
人文象征之一， 基于所具备的种
种基因， 新首钢园区完全有能力
打造出中国的 ‘爱丁堡艺术节’，
为中国的文化艺术开辟出一片新
天地。” 罗斌说。

罗斌向记者介绍， “环境舞
蹈” 这个概念由自己想出， 将天
然环境作为舞蹈生态， 更多利用
环境本身的因素创造舞蹈动作与
内容， 在 “环境舞蹈” 中， 人是
有机因子， 与自然和谐共生。 罗
斌坦言 ， 当自己提出 “环境舞
蹈” 这个想法时， 首钢人甚至有
些吃惊， 直言 “根本想不到在厂
区内还能跳舞”。 他表示， 首钢
是以工人为主体的钢铁企业， 在
新中国成立后有力支援了国家经

济建设。 转型后， 国家又赋予了
首钢建立文化园区的新任务， 作
为文艺工作者， 舞者要主动走进
这种新环境， 用实际行动来开辟
双方的视野， 这在客观上也能够
为首钢提供文化园区建设的创意
与经验。

把世界“请进来”
让艺术“走出去”

“一个作品里， 有好几个舞
种在交织”， 在罗斌看来， 恰恰
很好地展示了 “环境舞蹈” 的创
作自由与表现自由， 更符合世界
舞蹈发展的大趋势。 为了充分调
动舞者主观能动性以及创作积极
性， 尽可能多地发现更多年轻编
导的创作才华， 罗斌让年轻编导
们深入首钢园区， 自己找点位、
选位置、 搞创作， 自己则为他们
搭平台、 提供便利。

“《炉间漫步》 展现车间场
景， 现代舞融入焊接元素， 这些
不都是现实题材吗？ 这些以往首
钢工人的形象，能够以兼具美感、
潮流的舞蹈方式体现出来， 可以
让观众读懂舞者， 让舞者读懂工
人，让工人读懂自己。 ”罗斌说，
“不管是体制内还是民间，我们都
鼓励他们参与进来， 灵活挑选创
作团队， 为他们提供这样一个珍
贵的机会。 ”他表示，这个展示平
台没有界限， 不仅在艺术形态和
种类间，更可以从创意、思想，到
人文理念以及采用方式任意跨
界，“好好做艺术， 突出正能量”。
“突出正能量 ， 才能有建设性 ，
首钢是正面典型， 我们的作品更
要与它遥相呼应， 产生良好的化
学反应。” 罗斌说。

“明年我争取将展示的时间
延长到一周， 后年延长到两周，
再往后延长到一个月。 并邀请世
界各地的舞者前来参观欣赏 。”
罗斌认为， 所谓艺术 “走出去”，
光靠一两个作品、 一两个团队，
是走不出去的 。 把世界 “请进
来 ”， 让他们看到自己的价值 ，
恰恰是变相的一种 “走出去 ”。
“未来， 我们将制定完整的评选
体系， 召集更多高端的、 有号召
力的编导和舞者， 用通俗形式展
现高端品质。 我们的目标， 便是
将这里打造成与世界接轨、 与世
界同步， 让世界上的艺术家都关
注的 ‘中国国际艺术节’。”

《追捕祝融星 》 是一部兼
具可读性与启发性的作品， 戏剧
性地讲述了科学家如何寻找一颗
不存在的行星， 以及爱因斯坦如
何用科学史上最美丽的理论解开
了关于这颗行星谜团的传奇。

水星是距离太阳最近的行
星， 在几个世纪的观测中， 人们
发现水星轨道存在轻微的扰动。
这与牛顿理论所预言的行星行为
有些许偏差 。 为了解释这种现
象， 法国天文学家勒威耶进行了
计算， 于1859年提出假设： 水星
轨道内尚有一颗未被人们发现的
行星。 他还以罗马神话中火神的
名字 （Vulcan） 为之命名 （对应
中文译名即 “祝融星”）。 此后，
人们开始疯狂地寻找这颗行星。
1915年， 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体系构建完成， 首先解决的问题
就是解释水星轨道的扰动现象。
自此证实： 祝融星并不存在。

工业与艺术交融 人与自然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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