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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申遗成功 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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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名家讲故事

□ 朱恒夫

1 传统剧目改编越来越热
观察这些年的昆曲市场，我
们可以发现，只有改编传统剧目
的成功率较高，才能不断给昆剧
注 入 新 的 生 命 活 力 。 近几十年
来，对传统剧目的改编与上演，从
未停止过。主要剧目有《西厢记》
《长生殿》
《风筝误》
《狮吼记》
《牡丹
亭》
《玉簪记》
《绣襦记》
《白罗衫》
《连环计》
《白蛇传》
《桃花扇》
《琵琶

记》
《渔家乐》
《樊香记》
《烂柯山》
《义侠记》
《铁冠图》
《一捧雪》等。
有些剧目如《牡丹亭》，多个演出
单位进行改编，有北方昆曲剧院
1980 年时弢、
傅雪漪本，
上海昆剧
团 1982 年陆兼之、
刘明今本，
江苏
省昆剧院 1982 年胡忌本，苏州昆
剧院 2003 年白先勇青春版本，江
苏昆剧院 2004 年张弘本等。
《长生

殿》也是各剧团青睐的剧目，仅上
海昆剧团就有三种改编本，为全
本版、精华版与传承版。据不完
全统计，由传统剧目改编上演的
戏，
占到全部昆剧演出剧目的 65%
左右，而得到中国艺术节大奖、国
家精品剧目等国家级奖项的则全
部是此类剧目。
由此可见，传统剧目的改编

成功率相对于创编要高得多，但
也并不是所有成功的剧目都能雅
俗共赏，既得到戏曲专家们的欢
迎，也能得到广大普通民众的称
赞，相对来说，两岸三地共同打造
的青春版《牡丹亭》和永昆根据我
国现存最早的剧本《张协状元》改
编的同名昆剧和上昆改编自《铁
冠图》的《景阳钟》获得了普遍的
肯定，尤其是这三部剧让许多从
来没有接触过昆剧的青年观众从
此迷上了昆剧。
资料照片

冯俐

2 切合时代精神、传播正能量的作品最受欢迎
昆 曲《 牡
丹亭》剧照

今年是昆曲成功申遗 20 周年，
就昆曲本身来讲，
自申遗成功之后到
今天的 20 年里，变化是巨大的。从
事昆剧演出的剧团增加了很多，
如永
嘉昆剧团、
昆山当代昆剧院和台湾的
台湾昆剧团、台北昆剧团、兰庭昆剧
团，
昆曲成了两岸三地文化交流的重
要桥梁。以北京昆曲研习社、
北京国
际曲社陶然分社、
上海昆曲研习社为
代表的各地曲社也产生了六七十个，
而昆曲从业人员中，
年轻人的比例也
在不断增长。这是可喜的成绩。
要按照
“保护、
继承、
创新、
发展”
的八字方针来对待昆曲，
任何人都不
会提出异议，问题是如何保护继承，
又如何创新发展？这始终是让昆剧
业界极为焦虑却又亟须解决的问题。
人们在实践中摸索出了这样的
途径，
即用演出折子戏来传承昆剧艺
术，
以赓续传统，
除此之外，
用改编传
统剧目与新创剧目来发展昆剧艺
术也是有效途径。但是，
从接受的角
度来说，
“ 老戏老演”的折子戏，能较
好满足昆剧老戏迷的审美趣味，
而对
于扩大观众数量、
吸引青年人进入昆
剧剧场的作用还不明显；
许多新创剧
目则由于在取材叙事、思想表述、形
象塑造、曲唱表演等方面，或不能表
现昆剧的美学精神，
或内容与形式不
能和谐统一，演出一两场便销声匿
迹。如何解决这二者的困境，
需要昆
曲工作者和社会各界共同为之努力。

从改编成功的剧目中，可以
看到，选择切合时代精神的剧目，
以激扬社会正气，反映大众道德
要求是昆曲传统剧目改编叫好又
叫座的法宝之一。传统昆曲故事
中所展现的道德观、伦理观、价值
观，反映了中国人民忠贞、诚信、
慈爱、宽容等自古有之的美好品

质，在今天，这依然是一部文艺作 “梦中情”
“人鬼情”
“人间情”三个
品能吸引观众的重要因素，真善 单元的故事，
淋漓尽致地表现了那
美的传播与歌颂，
从来不过时。
动人美好不掺杂任何功利的爱
富有社会责任感的昆曲人，
利 情，激发了人们对纯真之情的向
用舞台来宣扬正确的道德观念，
或 往。
《张协状元》与《景阳钟》则通过
塑造具有榜样作用的光辉人物形 展示反面人物形象的丑陋灵魂，
如
象，
或批判自私、
残忍、
卖国、
奸诈、 贫女与胜花一死一伤，
皆因为张协
贪婪等行径。青春版《牡丹亭》以 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来取舍“性

3 在尊重原创基础上进行创意创新
此外，成功的传统剧目改编
往往在尊重原剧、充分运用其表
演艺术的前提下，做应合今人审
美要求的改编。旧时演出于富贵
之家红氍毹上的传奇一般都在四
五十出之上，而要将之搬上今日
剧场舞台，且获得生活节奏快的
当代观众的喜爱，
删减是必须的。
然如何删减呢？青春版《牡
丹亭》的制作人白先勇要求改编

者“只删不改”，更不能增加，所以
将 55 出缩减成的 27 出，在原剧中
都能找到。尤其是留存至今的折
子，一个也没丢掉，这样便因袭了
原剧的艺术形态，人们在新编剧
目中依然能看到原剧核心的内容
与形式。
南戏《张协状元》产生于戏曲
诞生初期，不仅演员人数少，布景
道具也几乎没有，常用人做门、凳

《景阳钟》虽然改编的幅度较
大，但也是以原剧的《乱箭》
《撞
钟》
《分宫》
《杀监》四个折子为核
子、庙中的鬼神塑像，本是不得已 心生发出来的，其表演更是以留
而 为 之 ，倒 成 了 一 种 表 演 特 色 。 存下来的折子为基础。但对于原
永昆《张协状元》继承了这样的表 剧和今人审美要求抵牾的内容，
现方式，一部时长两个小时的大 无疑须进行修改。南戏《张协状
戏，只用了 6 个演员，却扮演了 12 元》在张协拒绝千金小姐王胜花
个角色，丑角分别演了小二、王德 求婚的情节上，没有交代清楚他
用、庙鬼和强盗甲，末角扮演了李 的 动 机 ，使 得 人 物 性 格 不 统 一 ，
大公、祗侯、黄门、强盗乙。舞台 损害了形象的完整性，改编者则
上连一桌二椅也没有，布景道具 修补了这一明显的漏洞，让人物
全由演员的身体临时充任。
行动有了心理依据。

4 符合当代审美，又不失传统精神是创作原则
昆剧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剧
种，在于有着独特的声腔音乐，倘
若在这方面弱化了它的个性，无
疑会从根本上扼杀它的生命。
声腔音乐以正宗、悦耳、有助
于剧情发展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为
原则。改编传统剧目时，
在音乐的
处理上都特别小心，有效的做法

是，全依传统唱腔，以保持原汁原
味，
若要变动，
须要像青春版《牡丹
亭》这样处理：
经典唱段基本不动，
对不常演出的、
人们不太熟悉的唱
段，
在不影响原有风格的情况下抽
掉一些板眼，
使之节奏紧凑、
流畅，
如《冥誓》中的【太师引】等；
对与情
节和人物心理相悖或不切合的少

命”
与
“名节”
的实用主义的市侩哲
学；
周奎等一帮奸佞贪婪的官员因
只顾满足个人的私欲，
而致使大明
的政权倾覆、
山河破碎。
这些反面人物的形象能让人
们深刻地认识到卑劣品质的罪恶
与危害。许多人以为这些剧旨是
现代意识注入传统剧目所致，这
实在是一个误会，剧目所要宣扬
的 思 想 观 念 ，原 著 本 来 就 有 ，改
编者只是强化、突出了而已。

部分曲子则按照昆曲的旋律进行
重写，如下本《圆驾》中的【南双声
子】
【北尾】；
对新写的《标目》中【蝶
恋花】这样的《纳书楹曲谱》里没有
工尺谱的曲子，则从【皂罗袍】
【山
桃红】两个曲牌中提取最具代表性
的旋律加以完善，
通过不同的变奏
手法，
形成杜丽娘与柳梦梅这两个

主人公的主题音乐，
以贯穿全剧。
昆剧能够成功改编传统剧
目，归因于改编者敬重传统，并自
觉服务于当代的意识，尤其是能
以广大观众为中心，无论是内容
还是形式，都能从观众的审美需
要出发。这样的戏剧理念，对于
整个戏曲的振兴工作也是有指
导意义的。
（作 者 系 上 海 师 范 大 学 教
授、中国戏曲学会常务理事）

左 图 ： 昆 剧《张 协 状 元》
右 图 ： 昆 剧《景 阳 钟》

近日，
由武汉杂技团创作演出的
大型原创杂技剧《英雄之城》，
作为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武汉优秀
剧目展演的剧目上演。该剧用杂技
形式讲述抗疫故事、表现现实题材，
既展示杂技的高超技艺，
又讲述武汉
抗疫故事。这是杂技剧的突破，
也是
杂技和舞台剧在现实层面的高度融
合，
使得杂技这种古老的形式焕发青
春光彩、
更好地服务现实服务人民。
《英雄之城》由《过年》
《寂静中
的光芒》
《极速，
十四天》
《春之韵》
《最
美人间烟火气》
《您的祝福已送达》
《扬帆追梦》
《尾声》等 8 个单元组成，
讲述武汉封城、举国支援武汉抗疫、
武汉人民英勇抗疫、最终战胜疫情、
“武汉解封”
、
大城重启的全过程。该
剧最突出的是以不同群体中的平凡
人为主角，
医生、
护士、
火神山雷神山
的建设者、快递小哥等，在疫情中表
现出了超越平凡的英雄之举，托举
起了武汉英雄之城的伟大精神。
武汉杂技团超越了杂技只是技
艺表演的局限，献上杂技人对中国
共产党、对武汉英雄之城、对武汉平
凡英雄的无比崇敬之情。该剧注重
杂技的戏剧性表达，注重人物、情境
的塑造，寻找杂技和故事讲述的新
颖表达方式，用全新的戏剧观念、美

的樱花，把观众带到如梦如幻的情
境中，
这时，
浪漫的绸吊出现了，
氛围
变得柔美、温情，展示大城重启的美
好景象，飘飘欲仙的绸吊杂技演员
在空中如仙子一样飘飞、
腾挪、
翻转，
□ 杨 彬
如梦如幻。接着，
用
“女子柔术”
表达
学观念对传统的杂技艺术进行再创 山建设者不怕牺牲、不怕困难、不计 神。比如，
杂技的
“大跳板”
表现建设 生命的坚韧和刚强，那柔软的肢体、
造，并对杂技舞台表演进行了新的 得失的战斗风采。在《春之韵》中，
用 者 14 天建成雷神山火神山的奇迹， 美丽的容颜，呈现出一棵生机勃勃
尝试和实践。杂技有着很大的表演 杂技的柔术表现武汉的复苏、生命 大跳板中演员翻腾跳跃，虽然是一 的“生命之树”，象征着战胜苦难、同
空间，尤其在力量和技巧的展示方 的美好。而在《您的祝福已送达》中， 个演员完成，但是有很多演员在默 舟共济的生命真谛。这时氛围演员
面，与讲述武汉抗疫故事有很好的 则运用杂技的
“钻圈”
，
表现快递小哥 契配合，
有很多演员在砸板、
接人、
保 化作花香鸟语，呈现出武汉以及全
契合度，该剧充分利用杂技的车技 在疫情中，
不顾安危，
穿行武汉三镇， 托，体现杂技表演的凝聚力，正如武 中国生机勃勃的春天景象。
技 巧 、大 跳 板 、蹬 人 以 及 浪 船 上 的 为封闭在家中的武汉人民送物品， 汉杂技团创作室主任、
《英雄之城》的
该剧的舞美设计也独具特色，
360 度空翻等技艺来讲述故事，
塑造 送药品，保证了千家万户的生活物 总导演曹心所说，这种凝聚力，是雷 舞台上呈现出浮雕式的黄鹤楼、江
英雄，象征写意，营造出许多精妙绝 质需要。在《最美人间烟火气》中，
运 神山火神山建设的“中国速度”的力 汉关等武汉地标建筑，让观众能更
伦、
惊险奇崛的艺术画面。在《过年》 用魔术、帽子戏法等欢快诙谐的形 量源泉。另一方面则在《最美人间 好 理 解 武 汉 的 历 史 文 化 、地 域 特
中，该剧出现了市民出门过早、打年 式，用吃热干面、喝蛋酒这种生活细 烟火》
《扬帆追梦》
《尾声》等单元中， 征。同时背景屏幕上不断展现出热
货，地铁里人群熙熙攘攘的热闹武 节表现恢复烟火气的武汉人民充满 采取整体象征、氛围制造、技巧展示 闹的街市、疫情来后空无一人的街
汉过年情境，以此对比疫情封城后 欢乐的生活。
等方法，表现杂技和戏剧表演的炫 道、火神山雷神山建设的骨架、白衣
的情境。在《寂静中的光芒》中，
采用
杂技剧《英雄之城》不仅采取文 幻、唯美特色。在《扬帆筑梦》中，在 天使的暖心微笑……这些背景增添
武汉杂技团的
“女子车技”
形式展示， 学讲述的方法，还发扬光大杂技的 杂技“浪船”中，武汉杂技团突破了 了杂技剧的丰富性与美感。
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和护士从一个人 惊险、奇崛、炫美的特点，运用舞台 “浪船”节目的极限，在浪船上表演
《英雄之城》充分利用杂技的长
到一群人集结，歌颂在疫情中医生 剧、
戏曲的虚实相间，
虚以实之，
实以 360 度的翻腾，
这样超越极限的高尖 处讲述武汉抗疫故事，超越了很多
护士的逆行风采，他们在寂静中放 虚之的方法，用杂技的内在特色象 难度、超乎想象的技巧，正是武汉人 杂技剧多讲述历史故事或者传奇的
射出伟大的光芒。同时表现出一方 征武汉英雄的人民。
《英雄之城》一方 敬畏生命、勇于拼搏、抛弃畏惧的表 局限，不仅让更多目光聚焦到杂技
有难，八方支援的抗疫精神，在《极 面运用杂技的技巧和具体的抗疫故 现。
《春之韵》中，
英雄的城市、
英雄的 这个古老的艺术种类，而且使杂技
速，
十四天》中，
运用
“大跳板”
“蹬人” 事相结合，用具体的女子车技、杠上 武汉人民同心协力、英勇奋斗，挺过 更好地焕发青春，
活态传承。
等杂技方式展示火神山、雷神山建 技巧、绸吊等令人叹为观止的技巧 了寒冬，迎来最美的春光，这时背景
（作者系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
设者的力量、
速度，
歌颂雷神山、
火神 比喻武汉抗疫中英雄们的力量和精 展现出美轮美奂的红霞，灿烂明媚 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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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生活矿井，
找艺术
“富矿”
□ 冯

俐

前几天，一位三十岁的年轻同
行发现一张演出说明书，
是话剧《人
跟人不一样》1996 年首演时的说明
书。我当时也是三十岁，那是我的
第一部原创大戏，
现实题材的。
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我被分
配到了中国煤矿文工团创作室。中
国煤矿文工团有很好的传统：队伍
长年坚持下矿演出，大学生进团后
都要下矿体验生活。我是文工团大
学生下矿体验生活纪录的保持者：
进团不久，我一个人到淮南谢家集
一矿
“体验生活”
整整两个月。其间
我多次下井——在从没有女性到达
过的矿井八百米深处，我去过采煤
“掌子面”、掘进“迎头”工作面……
那是个老矿，
条件非常艰苦，
最远的
采煤工作面，下罐笼后要走四五十
分钟；
条件最差的工作面要爬进去，
脚底下是积水，
矿灯照到的地方，
是
光着膀子打眼放炮或是挥锹攉煤的
工人。我还在灯房当了两周“灯房
姑娘”，每一只来领灯的手都是白
的，
每一只还灯的手都是黑的……
调入中国儿艺前我在煤矿文工
团工作了 24 年，
这 24 年中我是下井
最多的创作人员。从最古老的到最
先进的，我去过不同的矿井和工作
面，乘坐过不同的下井工具：罐笼、
乘人车、
猴杆儿……
每当在工业广场演出时，我总
能在上万观众中认出一线工
人——他们是人群中最白的人。想
不到吧？下井的人常年晒不到太
阳，上班的时候，太阳还没升起；工
作的地下深处没有阳光；升井的时
候，太阳已经下山……我始终记得
我离开谢家集一矿不久，那里发生
了特大瓦斯爆炸事故，我曾经走过
多次的矿井巷道炸塌了，一百多位
矿工罹难……所以我总想说：
煤，
给
人们带来光明和温暖，那是采煤的
人们把属于自己的光明和温暖甚至
生命也一起付出了。我愿意为煤矿
工人说话，
为他们歌唱……
说这些，
是表示我创作《人跟人
不一样》的时候，
已经有了厚实的生
活积累和真实的情感积累。1994
年，当时的煤炭部进行了全国煤矿
劳模评选，希望煤矿文工团根据劳
模事迹创作一部话剧。几十位劳模
事迹中都写满了感人的吃苦耐劳。
但有一份材料很特别，
题目是《不圆
国外黄金梦 甘在矿山写春秋》，
写
的是山东枣庄山家林煤矿矿工苏德
福，
其父是香港企业家，
解放初多次
为国捐拖拉机、
种子。60 年代初，
他
将淘气的小儿子苏德福送回老家接
受教育。后来煤矿把苏德福招了，
他一直在井下挖煤。改革开放后，
父亲从香港回来找到他，
“家里有公
司，
有大工厂，
跟我回家。
”
可他去香
港却又回来了，
评上劳模时，
他刚刚
被提拔为机电科科长……
文工团的“年终总结大会”上，
团长瞿弦和强调——文工团一直没
有直接反映煤矿生产的作品，希望
这次创作不辜负八百万煤矿工人的
希望。瞿团长点名叫我上台发
言——之前他刚给我布置了这个创
作任务。我说我了解矿山，一个普
通人在井下能干一辈子，我都觉得
他了不起了，能当上劳模那更是拿
命干出来的。只是我目前还不理解
他为什么会选择留下来。如果我能
够找到他留下来的理由，这个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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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写出来了。
我又去了矿区，一“扎”就是一
个月。第一次见到苏德福，大高个
儿，山东大汉，却像被“押”来的，我
问什么，他只低着头点头，很害羞，
大概是采访接受多了，偶尔回答也
比较像“套话”。两三天后，我们俩
熟起来，
苏劳模
“活”
了，
原本一口山
东话的他，突然英语和粤语全都成
串 蹦 了 出 来 ，与 刚 见 到 时 判 若 两
人。每天他走到哪儿，
我都跟着，
闲
下来就聊天。他给我讲他小时候如
何淘气，怎么和小伙伴开 party……
讲他刚回到山东时，
“ 穿得漂亮，吃
得好，他们都不和我玩，叫我小华
侨。
”
他说他当时为了能加入少先队
戴上红领巾，
天天想去
“做好事不留
名”，专门守在坡底下帮人推车，可
别人谢过他还是叫他小华侨。
与他和周围人的无数次
“闲聊”
后，
我觉得我找到了他
“不圆国外黄
金梦，甘在矿山写春秋”的理由：这
是一个逃避孤独的选择！刚到国内
时，他因为“不一样”而与周围格格
不入，因为“不一样”而孤独。在那
个年代，人家都是红领巾，他不是；
人家都入团，他不能。被招到矿区
后，他终于不孤独了，因为在地下
800 米深处，
随时可能有塌方、
冒顶、
瓦斯爆炸、
透水等致命威胁，
人和人
的关系反倒是平等的，只要你肯干
能干，
友爱互助，
就会被接受。井下
的人际伦理是
“只有同生共死的，
没
有见死不救的。
”
苏德福在最艰苦的
井下，获得了他人生中第一份平等
的友情甚至是生死之交，这是他从
童年就渴望的。改革开放之后，爸
爸来找他回去，但回去后他却再次
陷入与环境的格格不入，
“出门大家
都叫我老板，哥哥弟弟们一直在做
生意，多年不见也没啥可说。”回到
香港回到家的他再次陷入孤独，所
以他回来了，
回到了属于他的矿山，
回到了他的心之所属。
“ 这里的人，
不仅能共难，
还能共生死，
上哪去找
这样的朋友？
”
这个内心成长过程非常饱满。
更重要的是，他的生命历程带我们
把目光投向了煤矿工人这个人群，
让我们看到这群人在如此恶劣的工
作环境下形成的人文环境却如此温
暖。在苏劳模的故事里，我们可以
看到一个普通人在煤矿这个环境中
经历了怎样的哺育、
淬炼和成长，
直
至成为这群人中的英雄。我们看到
哺育他、淬炼他的这群人又是怎样
真挚、无私、甘于付出，从他们身上
读到那个光荣的专有名词：
“中国工
人阶级”
。
这个戏在当年非常轰动，给观
众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想说，我在
第一部大戏创作时的创作习惯一直
延续至今：坚持生活积累、情感积
累，努力探究“事迹”背后的内在理
由和精神实质，并将之转化为令人
信服的艺术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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