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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琳老师远行，我久久怅惘。一直想去看看她，一直

想去向她求教，求教她的从艺道路，求教她在《推销员之

死》中的创作，求教她和刁光覃老师的携手一生，相濡以

沫，或者，什么都不说，就是看看她，看看她身着大红的外

衣，听听她快人快语的金玉之声……

然而，终于没有。想着她应该很忙，想着她身体不

好，想着不要给她增加负担，甚至，和她的孩子我的同事

商量好找个合适的时间，然而，一切都已经不再可能……

7月7日，在这一天远行。冥冥中，恰是她和先生刁

光覃投身抗战相遇相知77周年的日子。其实，和朱琳并

没有更多的交往，于她而言，我完全是一个虔诚而真诚的

仰慕者。而想到朱琳，就会想起刁光覃。我最早认识的，

却正是刁光覃。那时，几经努力，刚刚大学毕业的我，终

于有机会和业务工作沾了边。1983年文化部在青岛举办

话剧座谈会。就当时引起轰动别有意蕴但却也有疑议的

《梅子黄时》《五二班日志》等5台剧作创新得失展开研讨，

剧作者和当时名噪一时的“杜林”等一批新锐理论批评家

以及中国话剧界前辈艺术家济济一堂，各抒己见畅所欲

言，可谓是为之后中国新时期话剧的再出发，从理论准备

和队伍凝聚上，吹响了极有意义的“集结号”。也就是在

这次会议上，我见到了闻名遐迩的“中国话剧舞台上的活

曹操”刁光覃。苏民曾经为他的表演艺术题诗赞曰：“声

若洪钟意若泉，动如山摇静若禅。”这前一句是赞刁光覃

的台词功力，第二句重在描述刁光覃形体动作达到的境

界。而刁光覃则用八个字表达自己对台词的追求：“字

清、音美、意深、语醉。”每一次人物创造对他而言:“与其

说是一次语言创作，不如说是对人物精神形象的一次艰

苦探索。”正是由此，他才为中国话剧舞台创造了身份各

异形象鲜明的诸多人物，是他在新中国的话剧舞台上第

一个成功地塑造了列宁的形象；而在郭沫若的名著《蔡文

姬》中，他出色地树立起一位具有军事家、政治家和诗人

气质和风度的曹操形象；1956年全国第一届话剧观摩演

出中，他因在曹禺新作《明朗的天》中扮演的爱国知识分

子、医学专家凌士湘而荣获表演一等奖；他在《胆剑篇》中

饰演勾践时的13个“我听见”的排比道白至今仍是表演

和舞台语言处理的精彩范例。

然而，此时的他不仅仅是一位中国最优秀的表演艺

术家，他所思考的是更为严峻的中国话剧发展未来。那

时的我才疏学浅，在会上只有埋头做好工作的分儿，大气

也不敢出。只是在崂山的巨石旁，用当时已经很奢侈而

今天已不再存在的135相机为“老刁”和当时文化部话剧

处的青年才俊丁海鹏留下了一张海风扑面笑对江山的合

影。而就此之后，几乎所有人艺的演出我都会前去观看，

也尽可能听取研讨，或溜进排练场静观。面对当时形式

创新的狂涛巨浪，他坚持形式创新一定要从内容出发。

而几乎与此同时，人们在人艺舞台上看到了他执导的李

龙云的《小井胡同》、王树元的《小巷深深》，如果说《小井

胡同》是以主题的深刻、对现实的准确把握再现而给观众

以深沉的触动和感染的话，那么，《小巷深处》则一改以往

话剧舞台上的写实镜像，呈现出的是一片空灵诗化的舞

台。全剧不分幕，无场次，由灯光打出一条长约30米树

荫斑驳的绿荫地带从观众席直通舞台深处，整个戏由情

感串联起来，在展现当代青年在波折和挫折中自强不息、

顽强进取情感生活的同时，也将观众的情思与舞台连接

起来，成为当时话剧舞台上风貌独特的“舞台上的诗”，

1986年他和林兆华执导《狗儿爷涅槃》，他写下了《〈狗儿

爷涅槃〉导演构思断想》一文，对于虚实结合、打破时空界

限、写意、泼墨、似与非似、画龙点睛、跳进跳出等一系列

问题都有精辟论述。

1988年8月，刁光

覃已经重病在身，却仍

然与朱琳一起为内蒙古

包头市漫翰剧团执导表

现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

大型史诗歌舞剧《拔都汗》。那时正是话剧在“文革”之后

经历短暂复兴陷入最低谷之时，但是，两位老艺术家不顾

年高体弱，坚持要做，而正是在他们的扶持努力下，草原上

诞生了新的剧种“漫翰剧”。

是的，当我们今天面对中国话剧舞台的多元发展格

局和中国话剧艺术的巨大历史进步，不能不回想当年，如

焦菊隐把“有朝一日在中国也能建立起莫斯科艺术剧院

那样的现代话剧院，像丹钦科那样进行一场戏剧改革”当

成了一生的梦想。正是这样的梦想，才有了焦菊隐、曹

禺、欧阳山尊、赵起扬为创办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那48小

时的长谈，我们由衷感慨感动感谢前辈艺术家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的艰辛和执著。

这样的感动，在朱琳每一次的艺术创作中，我都强烈

地感受到。舞台上的朱琳，永远是那样的端庄典雅。柯

文辉曾经将她的表演风格和于是之、刁光覃相比，他说，

如果说于是之是素美，刁光覃就是壮美，而朱琳则是华

美。其实，这华美，并不仅仅是柯文辉一个人的卓见。苏

民就特别为她的艺术风格题诗评价“雍容气度在”。

朱琳在《雷雨》中的那句“你是萍……”的经典台词，

我未曾亲耳听过，但《推销员之死》《贵妇还乡》《洋麻将》

等演出，我都一一看过，此刻，我好像就看着她一步步缓

缓走到台前，缓缓坐下，一字一字缓缓地在说，“……都还

清了……我不明白……”那一刻，台下鸦雀无声，所有的

人都和她一起，沉浸在她的悲痛之中，感受着她的悲痛，

为她而悲痛……

用心演戏，努力走进角色的心灵，只有在对角色的心

灵深入理解与体验的基础上才能找到外在表现的心理依

据，最终达到“演员与角色转换无障碍”。这是朱琳多年的

艺术经验，也是她多年坚持的艺术方法，更是她所追求并

达到了的艺术创作境界。为了饰演侍萍，感受侍萍，她曾

经在夜半时分，抱着自己刚刚出生的孩子，奔走街头；为了

饰演蔡文姬，她向古琴大师查西阜虚心求教，刻苦练习吟

唱……朱琳在曹禺名著《雷雨》中饰演的鲁侍萍至今仍为

广大的话剧观众津津乐道；而在焦菊隐总导演排演郭沫若

的剧作进行话剧民族化探索的《虎符》《蔡文姬》《武则天》

这三个戏中，朱琳结合自己深刻的内心体验，巧妙地化用

了传统戏曲中典雅的程式化动作，从而神形兼备地塑造了

如姬、蔡文姬、武则天的形象，攀登上自己艺术生涯上的一

座座高峰。郭沫若感慨“朱琳同志演蔡文姬能传神”，特别

题词祝贺：“辨琴传早慧，不朽是胡笳，沙漠风沙烈，催放一

奇花。”之后并把历史剧新作继续交由北京人艺演出，成为

北京人艺“郭老曹”艺术佳话。也正是有感于此，苏民在

1988年7月为朱琳题诗：窃符明恩义，胡笳声遏云。雍容

气度在，树碑敢无文。郭老案头曲，凭君场上吟。善解焦

公意，舞台三知音。

舞台上永远华美的朱琳，她一生有过多少坎坷，为了

艺术，她又有过多少付出？“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15

岁，她就走上了抗日救亡的演艺之路，那时，她只有初二的

文化基础，但是聪慧而质朴，真诚而坚强。她始终忘不了抗

战八年她在演剧队的烽火岁月，在那里，她得到了周总理

的关心，得到了洪深、田汉、吴晓邦、舒强等最优秀的艺术

前辈的指导，得到诸多战友的帮助，她感悟践行田汉的理

想“通过艺术改造中国”，她牢记洪深老的教导：“演话剧，

导演要吃力，演员也得吃力，但不能叫观众吃力。“她尤其

不能忘记许之乔对她的读书近乎强制的引导、辅导，

直到晚年，她还清楚地记得，他让她抄写的高尔基关

于读书的名言：书籍会给你的心灵插上翅膀……

她也不能忘记热情直率、有着一颗滚烫的赤子

之心的沙蒙在戏剧理论上对她的辅导，记得他在编

剧方面的独到见解；记得他当年的临别赠言：“不

要灰色，不要桃色，要战斗的鲜红色。”她为沙蒙在

新中国成立后执导的电影《赵一曼》《上甘岭》由

衷的感动，更为他在非常时期的不公正遭遇和过

早离世而深深惋惜痛苦。

腥风血雨，艰难困苦，玉

汝于成！皖南事变后，田汉

有感于当时的恶劣环境和悲

观情绪，创作了歌颂抗日志

士的《秋声赋》。他认为朱琳

是最合适的主人公人选，但

是“当前国民党投降派占主

导地位，他们有权有势，演这

个戏是要担风险的，也有可

能遭到禁演，你敢演吗？”只

有 18 岁的朱琳毫不犹豫：

“您敢写，我就敢演！”

这句话在田汉心里珍藏

了17年。17年后，他把这句

话写进了《关汉卿》，成为剧中倔强勇敢的演员朱帘秀的

一句掷地有声的台词，也成为田汉艺术生命的最后绝唱。

抗战八年，他们走遍了川、贵、黔，经历了长沙大火，

战地救灾……朱琳感念这艰难岁月，并因此自豪，“我们

为抗战作出了贡献，我们也在演剧实践中得到了锻炼和

成长。如果说八年抗战中演剧队生涯的艺术实践和生活

经验相当于一届戏剧大学，那么我也可以自豪地认为，我

是这所大学一名合格毕业生”。

是的，自这所大学开始，她度过了70多年的演艺生

涯，演艺已经成为她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说，

“我很爱我的角色，演员一定要爱她的角色”。她向往着

像著名日本女演员衫村春子，尽管70多岁了，还是每年

演出达150场之多；向往着像她那样，“我是个演员，要站

着死在舞台上。”她这样说，并不是仅仅为她自己，而更是

为那些正值壮年、演艺也十分出色的中青年演员呼吁，珍

惜艺术家的艺术生命，她是在为中国当代话剧艺术应当

按照艺术规律改革发展呼吁请命……

坚持站在舞台上！这几乎是所有艺术家的最高理

想。1996年，73岁的朱琳拉着就是想演戏的于是之又一

次走上舞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合作：话剧《冰糖葫

芦》。于是之已经记不住台词了，“好多台词都是我替他

说的，他在台上都不知道怎么下来。我跟他演了25场

《冰糖葫芦》，那是一个很宝贵的纪念啊”。

2012年9月，年近90岁的朱琳参加了人艺建院60周

年大戏《甲子园》的演出，这是她戏剧生涯的谢幕演出。

她坐着轮椅坚持完成演出：“我90岁了，要给自己留个纪

念，我要再听一听首都剧场的钟声。”

“哎，你们看，火葬场怎么还排队呀？老伴儿唉，慢点

儿走，过些日子，我穿上你给我买的小牛皮鞋来跟你做伴

儿。”这是在这次演出中，她仅有的一句台词。寓意颇

深——剧中的角色王奶奶患有痴呆症，而生活中，她曾经

照顾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伴儿刁光覃两年多；“火葬场怎

么还排队呀？”也是老刁在患病时说出的话。今年是朱琳

与丈夫刁光覃从艺77周年，也恰在7月7日这一天，朱

琳，正是怀着抗战胜利的骄傲和自豪，去和她的老刁在天

国相伴。

是的，是在那烽火岁月中，他们牵手走过战火中的青

春。在解放战争时期，刁光覃在九队导演了郭沫若的名

剧《孔雀胆》，由朱琳饰演女主人公阿盖公主，以此抵制国

民党演“戡乱戏”的无理要求；《丽人行》中，刁光覃、朱琳

又分别饰演王仲良和梁若英，为迎接黎明而呼唤，剧作者

田汉因此赋诗留念：“举世争和战，全民迫死生。愿将忧

国泪，来演丽人行。”

从1942年到1992年，整整50年，他们相濡以沫，携

手走过。他们两人的性格迥异，漂亮清纯开朗活泼的朱

琳，会有多少仰慕者和追求者？记得朱琳曾经不无得意、

自豪也有些歉意地说过，老刁对我最宽容……

就这一句，蕴涵多少深情真情？而就在《甲子园》王

奶奶的那句剧作者没有写的，朱琳老师自己加上的台词

中，又有着多少20多年中朱琳对老刁的深情怀念。

朱琳远行，却留下了他们那一代人的追求和向往，留

下了他们追梦的坚毅、坚强，留下了他们的聪慧睿智；留

下了她那金玉之声，让后辈永远感念感怀——剧魂脉脉，

雍容气度在……

剧魂脉脉，雍容气度在
——远别表演艺术家朱琳 □陈迎宪

最近观看了浙江台州乱弹剧团创作演出的《戚

继光》，该剧刻画和塑造了明嘉靖年间民族英雄戚继

光的生动形象。全剧以抗倭战争中台州大捷为背景，

编织了复杂尖锐的戏剧矛盾，使人们感受到主人公

坚贞顽强的品性和杀敌报国的豪情。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如南宋的岳飞、文天祥，

明朝的袁崇焕、史可法，清末的林则徐等人，他们都

曾与朝廷，或与权臣，或与奸人爆发激烈的矛盾冲

突，所以创作起来有抓手，正反两方面人物存在严重

的对立，在设置情节、塑造人物、制造冲突等方面，相

对地给剧作家提供的空间和平台多一些。而戚继光

则不同，在调任浙江抗倭时，他是一名中级军官，太

上层的人事斗争够不着，而他与下层的兵将、军士都

是同仇敌忾，奋勇杀敌。因此该剧在文本上如何营造

激烈而浓郁的戏剧气氛，是摆在剧作家面前的一道

难题。然而，剧作家姜朝皋毕竟是写作高手，在符合

大的历史背景和历史趋势下，巧妙地突破了这一难

题。精心设制了戚继光和浙直总督胡宗宪饶有趣味

又引人深思的两个情节。一是戚继光走马浙东，雄心

勃勃准备杀敌时，胡宗宪却命令戚继光在卫所囤田

养马，给他坐冷板凳，使戚继光英雄无用武之地。明

朝军队从上到下腐败成风，高点的军官吃空额，贪污军饷，低一点的军

官乃至士兵竟滥砍百姓人头充当倭头去领赏。戚继光初到浙江，亲眼目

睹这等禽兽不如的官兵罪行，当即义愤填膺拔剑斩杀了其中一个败类。

而这被斩杀的小头目又是钦差赵文华的亲信，因而引发了赵文华对戚

继光的不满。而当胡宗宪上门来“敲打”戚继光时，戚不但不领悟，反而

直言浙江官兵军纪败坏，毫无斗志，一万官兵竟不敌八百倭寇等等。胡

宗宪见戚继光如此桀骜不驯，决心要给他一点颜色，煞煞其锐气，遂不

给其领兵打仗的权力，引发了强烈的外在和内心戏剧矛盾。二是坐镇东

南沿海的钦差大人赵文华，畏敌如虎，却手握浙江生杀大权。对抗倭大

局乱发指令，他不去检阅部队的战斗力和鼓舞士气，而是下令军民祭

海，祈求海神逐退倭寇。这种荒唐的举动引起戚继光的愤慨，他断然拒

绝祭海，而且暗中备战。结果就在赵文华、胡宗宪等军民大肆祭海之时，

混在祭海百姓中的倭寇与海上的倭寇里应外合杀来，幸亏戚继光早有

准备，一举击溃倭寇，保护了百姓生命财产安全。胡宗宪却下令有大功

的戚继光闭门思过。随即上奏朝廷，称赵文华是佯借祭海之名，实为诱

敌之策，才打了一场灭倭的大胜仗。这样既保住了赵文华的面子，又使

戚继光免于追究抗命拒绝祭海的责任，并缓解了赵文华对戚继光的忌

恨。接着有胡宗宪夜访戚继光，借棋盘对弈而进行开导的一场精彩的

戏。两人相互搏弈，言在意外，相当传神。胡宗宪在恩威并施中告诫戚继

光只会棋术不会心术不仅行不通，而且难以自保。戚继光却“执迷不

悟”，坚称只要让他去带兵破倭，就是绑赴刑场也在所不惜。这样一个在

官场混迹多年老谋深算的总督形象，和一个一心报国杀敌、不懂“为官

之道”的战神形象，相互映照，双双呼之欲出。

剧中另一个人物沈海平的出现，使人耳目一新。沈海平是前任浙直

总督张经的女儿。张经因不去献媚取宠赵文华，打了抗倭大胜仗竟被诬

陷下狱处死。深怀家仇国恨的沈海平深深敬慕戚继光，以身挡住了暗藏

倭寇投向戚继光的飞镖。为了使戚继光能早日领兵上阵，得到上司更多

的支持，以实现其“但愿海波平”的壮志，设法把自家珍藏的名贵字画以

戚继光的名义送给胡宗宪，胡宗宪以为戚继光“开窍”了，岀于同样目的

他又转手呈送给赵文华，彻底消除赵文华对戚继光的芥蒂，终于促成了

戚继光就任宁、绍、台参将的职位，并同意他召慕义乌兵的请求。而戚继

光知悉此事后却相当气愤，认为这是污损了自己的人格，并要查出行贿

者砍断其献媚之手。这时站在身边的沈海平坦然把双手伸出来，使戚继

光十分惊讶。这里安排了一场二人针锋相对又推心置腹的深谈，并通过

独唱、对唱、重唱等形式抒发胸怀，可谓爱恨交融，情理并重。最终沈海

平毅然离去。随后，就在有名的花街大战中，两军对峙的紧要关头，沈海

平再次出现，并只身绕到敌后，放火焚烧倭寇大营，使戚家军又一次全

胜。沈海平却身负重伤，死在了戚继光怀中。这一人物的塑造是该剧的

一大亮点，使这种刚性的戏剧场面增加了柔美的色彩，加深了戏的情感

浓度，同时也代表了广大民众对戚继光抗倭大业的全力支持。

剧作家姜朝皋以厚重的笔触，独特的选材，新颖的视角，在乱弹《戚

继光》中，真实再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态，生动展示了一代战神戚继

光集内忧外患于一身，却出污泥而不染的精神品格。他通过招募义乌新

兵，创造鸳鸯阵、发明狼筅，终以极小的伤亡，歼灭倭寇，威震敌胆，直至

彻底扫平延续两百余年的海患，成为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民族英雄。

戚继光这个人物，在剧作者的笔下，充实饱满，性格鲜明，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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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点评

□薛若琳

本期一家 小麦地（短篇小说） ………………………… 吴克敬
故乡尘事（散文） …………………………… 吴克敬

短篇小说 迎香穴 ……………………………………… 唐 诗
巨灵 ………………………………………… 房 伟
林中之鸟 …………………………………… 鲁兴华

散文随笔 书家（三则） ………………………………… 简 墨
徒然的稻草（九则） ………………………… 王月鹏
红安长胜街的洪炉（外二篇） ……………… 刘益善

诗 西 部 想起大姑（外三首） ………………………… 刘乐牛
三月来临的日子（外二首） …………（回族）杨春礼
远方（外二首） ……………………………… 西 野

论 坛 西域是一个怎样的域——读唐荣尧《月光下的微笑》
………………………………………… 何 平

乡土·成长·哲思——王佐红诗集《背负闲云》的关
键词 …………………………………… 李 丽

访谈与对话 河流的声音就是文学的声音——访作家蒋一谈
…………………………… 蒋一谈 行 超

“新月”刊中刊
展现回族风情 凸显地域特色 搭建文化平台 传播友谊理想
哈巴雪山下美丽的新月家园（纪实） ……………（回族）李春俊
卓玛阿佳（短篇小说） ……………………………（回族）丁 颜
西风山下的坟茔（散文） …………………………（回族）敏洮舟
久违的书香（随笔·外一篇）………………………（回族）李正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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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潮》杂志每月5日出版，16开本，超值128页。执行主
编：刘川。邮发代号：8—17，国外代号：BM5114。每期定价：
8.00元，全年定价：96.00元。欢迎订阅，随时可以汇款到编
辑部办理邮购。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66号《诗潮》杂
志社。邮政编码：110003。电话：024—22859033（办）。

名家新作 黑大春新作 …………… 黑大春
诗歌·歌谣·摇滚 ……… 谢湘南

诗坛百家
李天靖 李发模 苏 浅 王夫刚 阿 毛
胡茗茗 梅依然 张剑霜 吴学刚
星光集（网络新人作品选）
阿 麦 谷 风 剑 东 九州峰 李 桐等
白天鹅诗群作品选
胡世远 李一泰 王文军 张烈鹏 于 睿等
中国诗歌地理（广东五月诗社小辑）
桂汉标 罗瑞玲 杨振林 余玉英 唐学连等
散文诗·中国原创
李见心 杨启刚 苏启平 黄曙辉 田汉文等
当代风华（为青少年荐评当代好诗词）
李同振 郭庆华 莫真宝 昆阳子 张树刚 留取残荷
古韵新声（承社小辑·第一辑） 主持人：李勇
林英男 独孤食肉兽 郑 力 张 照 邬小香
箫心剑气 顾青翎 林 杉 沈双建 邢哲夫 罗恺文
品诗评潮 读陆健近年来的诗 …………………… 程光炜

艺术变形散论 ………………………… 张智深
家国伤时泪，风尘感旧篇……………… 冯永军
新旧诗和解共同续写中国诗歌史 …… 陈友康
现当代诗词研究的反思与前瞻 ……… 陈 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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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说

长篇 鲽鱼计划（原载《十月·长篇小说》） ………… 张新科

中篇 寻找鱼王（原载《人民文学》）………………… 张 炜

短篇 篾梁父子（原载《民族文学》）………………… 周建新

一个叫小说的人（原载《北京文学》）………… 刘益善

甜蜜的盯梢（原载《财新周刊》）……………… 南 翔

罗家早市（原载《作品》）……………………… 李 厘

名家散文 等影响作家一生的童年阅读（原载《中华读书报》）

……………………………………… 李佩甫

中华诗苑 姚辉诗选（组诗）（原载《星星》）………… 姚 辉

佳作点评 评《缔结了就不会消失》等 ………… 本刊编辑部

好 看 凶杀后的晚餐（小说）……………… 周 伟

小 说 《约伯记》第廿四章十八节（中篇）… 东 君

秋天的告别（中篇）………………… 甫跃辉

赤裸（短篇）………………………… 陈 鹏

诗 歌 母亲书 ……………………………… 张敏华

在湖之北（组诗）…………………… 哨 兵

味道（组诗）………………………… 寒烟儿

散 文 三余堂散记 ………………………… 商 震

在大地与时光中徜徉 ……………… 樵 夫

豆腐乳西施 ………………………… 朱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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