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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京安导演、主演
话剧《白鹿原》六月进京演出

2007年，中国话剧艺术开始了自己的第二

个100年的历程。人们期待着它比上个100年

更加繁荣，它比上个100年产生更多的开拓者，

更期待着它比上个100年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圣

殿贡献更多的光芒。

值得关注的是，第二个100年甫一开端，话

剧艺术的征途上迈开坚实步伐者有之，足迹上盛

开鲜花者有之，伴着号子前行者有之，披荆斩棘

者有之，趔趄之后站定脚跟者也有之……

在这样一群勇敢的探路者里，李宝群就是其

中的一位前行者。随着《李宝群剧作集》的出版，

人们再次瞩目李宝群的戏剧创作现象。尽管人

们对现实主义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各种要求，但

是，在人们的心目中，有个毋庸研讨的共识：李宝

群是一位坚守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并取得了突出

成绩的剧作家。

尽管我们在李宝群的剧作中看到了诸如《矸

子山的男人女人》里的男主人公秦大咧咧死后的

灵魂与恋人的婚礼，那是一个令人感伤的幻景；

看到了《万世根本》里的七位从天而降的古老的

花鼓女，那是昭示着世代草民对温饱的可怜希

冀；看到了《兵者，国之大事》（合作）里的当代军

人与林则徐、丁汝昌的隔空对话，那是屈辱灵魂

熔铸成图强意志的历史的“化学反应方程式”；看

到了《带陌生女人回家》里时空转换从容流畅，随

心所欲，那是让舞台变成了瞬息万变的心理世

界……这些似乎与人们习惯的现实主义戏剧呈

现范式颇有几分异样，但是，“实际上，要想找到

一出赤裸裸的现实主义戏剧或象征主义戏剧，那

是根本不可能的，而那些最杰出的剧作家在风格

上总是丰富多彩的”（J.L.斯泰恩）。李宝群的这

些种种变化的尝试是为了使现实主义剧作具有

更多的包容性，以强化现实主义表现生活深度与

广度的张力。

李宝群不变的是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自

觉坚守,是对生活的热爱与忠实。

对于首先应该具备思想家素养的剧作家而

言，对生活的热爱与忠实，主要表现是在困惑中

越来越深刻的辨识和越来越敏锐的寻找不断前

进的生活的本质。李宝群在现实主义戏剧创作

道路上的攀升就是以此为含蕴的。

窃以为，他的现实主义戏剧创作有着三级跃

升的台阶——

第一级：《父亲》

这部戏之所以能成为李宝群的成名作，就在

于它直面工人群众经受了社会转型的巨大撞击，

描述了他们从困惑中走出去，走进一片属于自己

新天地的艰难，甚至痛苦的历程。

从前我们阅读经典中的那句名言“旧思想的

瓦解与旧的生活条件的瓦解是步调一致的”时，

总有“瓦解”别人，与己无关的莫名轻松。而今，

剧中那些和我们一样的基层群众，面对陡然的变

化，自身处在原有生活条件“瓦解”的过程之中，

“十个有九个把岗下，还有一个在放长假”，不能

不突然产生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惶惶之惑。

所谓“步调一致”，其实是从不一致中形成的。《父

亲》的主人公父亲杨万山在骤然变化的社会环境

中，痛苦地感觉到“乱套了，全乱套了”，惟其如

此,他才常常生活在回忆里，鲜花、锣鼓、老模范

的光荣……他的信条依然是“这机床厂就是咱的

家呀……兴厂子不要咱们不兴咱自己跳槽！”然

而，现实是残酷的，他这个老模范的女儿照样下

岗去街头卖报，二儿子依然找不到工作，大儿子

毅然决然地跳了槽，走进了民办工厂。他和几位

老同事，面对着风驰电掣的火车呼啸而过，只能

唱出“看夕阳照枫林红似血染”的悲凉。然而，最

悲凉的不在于生计的着落，而在于他的二儿子居

然当面喊出了“我们仨都恨你”！

父亲的精神支撑轰然坍塌了。

然而，与此同时又豁然开启了一条新的路

径——当大儿子不顾父亲的威胁，在风雪之夜迈

开了脚步走出去的那一刹那，生活新的一页打开

了。新的经营模式带来了新的生活理念（就像一

根神奇的火柴，不用别人划，自己就能划着了

火），甚至开创了父亲这位老模范、老八级工重铸

人生价值的新生活（大儿子主持的民办工厂特聘

父亲展露才干）。

尽管“苦尽甘来”中的“苦尽”未必已尽，“甘

来”又来得太早，但是，敢于挖掘老工人在社会

生活严峻挑战面前所产生的情感的心理的理念

的深刻变化；敢于让人物命运在新旧转换中颠

荡回复；敢于写出旧的逝去，哪怕那是如何的

辉煌；敢于写出新的诞生，哪怕那是怎样的艰

难；敢于写出工人群众的百折不挠，坚实地担

当起生活主人的角色——这些，都是现实主义

的胜利。

人们对《父亲》的肯定，就是对李宝群在现实

主义创作道路上的开拓的肯定，也是对他的生活

态度的肯定，更是对他关切自己的父兄们——工

人群众的肯定。

第二级：《矸子山的男人女人》

与《父亲》相比，这出戏的戏剧危机要严重得

多，尖锐得多，生活的挑战愈加无情——一声巨

响，挖掘机那又黑又大的车斗轰然砸下，随即是

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沉静……以从矸石堆里捡

拾煤块为生的一支女子拣煤队的生计就此断绝

了！怎么办？

这支女子拣煤队里的惟一男性，“党代表”老

秦（支部书记，原来是掘进队的先进队长，外号秦

大咧咧）面对如此“绝境”，只能用自己编造的瞎

话来抚摩着女工们痉挛的心……

全剧非常单纯，那就是老秦竭尽全力地把自

己善意的谎言与严峻的现实对接起来。

全剧又非常丰富，在老秦努力把谎言与现实

对接的过程中，编织着他对各级领导的争取，编

织着他与女工佟丽的爱情，编织着他对青年女工

亮亮的挽救，编织着他对所有女工们的抚慰……

在白雪与黑山的衬映下，一幅笔触粗犷、色彩浓

重的苦斗画卷令人感慨万千！

不难看出，同样写的是“下岗之后”，这里没

有《父亲》中女儿大玲卖报纸碰到好心人的幸运，

没有二儿子当了“蜘蛛人”，高空作业，“脚下踩着

整个世界”的豪迈，更没有大儿子那样华丽地转

身，离开国营第9副厂长的位置，立即执掌民办

工厂，位居号令。在《矸子山的男人女人》里，整

个女子拣煤队就如断线的风筝，不知所终。在这

样冷峻的境遇中，青年女工亮亮无法抵挡诱惑，

当上了三陪女，她居然“理直气壮地质问”老秦：

“我爸（活着的时候）让你照顾我，让你带我过好

日子。可我问你，好日子在哪儿？”老秦本想“削

她”，但是举起的手却打在了自己的脸上。继

而，哪怕是他挨了地痞们的一顿毒打，最终还

是把亮亮拉回来了。由此，引出了老秦与《父

亲》主人公父亲杨万山的鲜明反差：后者在生

活动荡与骤变中，始终处于被动，仅仅是个承

受者，哪怕他能自觉地顾全大局，也是个承受

者。当他在儿女们的带动下成为适应者时，这

个人物的塑造就完成了。而前者则始终是主动

者，主动地编造善意的谎言,然后再把这些谎言

逐一变成现实，哪怕使用乞求，卖乖、游说，

“耍赖”等各种手段，甚至将自己老娘的终老钱

骗出来，充当女工们的“工资”。因为这些“老

娘儿们”都是自己矿工战友们的亲属或遗属

哇！实际上,他那些张口即来的谎言就是自己这

个“党代表”的工作目标。

在这幅画卷上，最耀眼的是老秦那独特的内

心世界——

他的幽默来自艰难生活的历练，他的自嘲源

于他对自我使命的尊崇，他的忍辱出于对死难矿

工弟兄的怀念，他的挚爱产生于对生活的信念，

他的梦想附丽在党的核心理念上……女工们发

自肺腑的心声是：你就是党。

尽管老秦带有李宝群主观的理想色彩，但是

这出戏以矸子山为支点，以老秦为核心，创造出

来的浪漫的美丽世界却不是虚幻的，而是建立在

严峻的现实生活基础之上的，更尖锐了，更深刻

了，也更温馨了。其实，温馨本无可多指责，只要

不是粉饰，不是麻醉，那正是作者悲悯的情怀。

正如我们在阅读《悲惨世界》时，总是时时地感觉

到雨果对主人公冉·阿让无声的关爱。

李宝群在这部戏里的跃升，不仅表现在他对

生活更加热情的关注，对社会更加严峻的直面，

对人物命运更加深刻的揭示，还表现在：没有《父

亲》结构上的失误，那里的第4幕任凭情节主线

悄然离开主人公，滑向女婿宝成的品格缺失上去

了。尽管这是改革开放以来道德命题的挑战，但

是对主人公父亲的塑造，无疑是外加的。

第三级：《长夜》

在这部戏里，没有《父亲》里始终温情脉脉的

家庭，哪怕是儿女不再乖顺，思想情感有了“异

动”，家依然是爱巢；没有 《矸子山的男人女人》

里那个艰难而又温暖的矸子山，哪怕是主人公

为工友献出了生命，那依然是个浪漫而又美丽

的所在。这部戏的月儿楼虽然是女主人公嫂子

及其伙伴们的精神支点，但是从一开始就处于

岌岌可危之中，眼看就要被当地的势力人物劫

夺。嫂子与诸弟兄们的聚会是为了给蹲了 8 年

监狱、刑满释放的秦虎子接风，那注定的就是“最

后的晚餐”。

月儿楼怪异狐疑的氛围，千钧一发的势头，

刀光剑影的暗示，欢声笑语里弥漫种种的不祥。

仿佛是《天方夜谭》里的那只盖着封印的黄铜魔

瓶，打开瓶口之后会有怎样的结果？并非故弄玄

虚，而是的确要发生一件天翻地覆的大事——

出狱的虎子要用生命寻找事情的真相：谁陷

害了他，把工地火灾事故的罪责统统扣到了他的

头上？嫂子历经8年炼狱般的内心折磨之后，揭

示了令人目瞪口呆的真相：正是众弟兄们最敬仰

最怀念最佩服的那位死去的大哥，为了给大家多

挣几个钱（那是在无奈地承受了种种盘剥之后），

昧着良心购进了低劣的建筑材料，最终酿成了大

祸，自己也被烧成重伤而死。所有人都震惊了，

虎子发出了满腔怨恨的吼叫：“啥啥我都想到了，

可咋也没想到害我的那个人会是我的恩人！

叔（大哥），你在我心里是天啊！”

天真的塌了！

《长夜》中的嫂子在激荡的生活中，既没有杨

万山那样的被动地承受和适应，也没有老秦那样

单纯的辉煌，而是在开拓、创造之后失足了，被失

败的涡旋冲进沉寂的水湾，煎熬着，抉择着：浑浑

噩噩地等死，还是自我撕碎虚幻的假象？8年

来，她用真诚的温暖维系着大家，就是为了这一

天的当众爆发，撕破虚假。

杨万山在接受心灵的抚慰的过程中，适应了

新的生活方式。

老秦在抚慰女工友们心灵的过程中，发出了

自己的光和热。

嫂子在自我“毁灭”中，震颤着所有人的内

心。她的行为和虎子的吼叫，发出了困惑中的天

问：我们的灵魂在何处安放！

何止这群农民工？当穷困这条疯狗把人逼

得不敢回头的时候，当追求富裕与道德操守相

互抵牾的时候，能有几人想到我的灵魂在何处

安放？

嫂子和虎子的发问就是觉醒，就是探索，

就是建设新品格，就是虎子对爱人荷花说的，

“往亮处走哇”，光明在前。

这样的“毁灭”是多么令人振奋！

《长夜》发问了——这是转型时期的时代之

问。

因此，《长夜》是李宝群现实主义戏剧创作新

的制高点。

我们没有，也不应该用创作方法来区分剧

作家的高低贵贱。我们评价李宝群“自觉坚

守”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其实，不在于对其进

行理论性的辨析，更多的则是赞赏他对现实生

活的热爱与忠实。的确，美是生活。

这是李宝群戏剧创作最可宝贵的不变的精

髓。

别林斯基说过：“生活本身应该是正剧的主

人公。”李宝群热爱生活，忠实于生活的主人

公——他那亲如父老兄弟的普通人，不断发现他

们在艰难前行中所展现出来的时代的光彩。

人们，我是多么地爱你们啊——这是李宝群

在自己的剧作里惟一的潜台词。

■关 注

□欧阳逸冰

李宝群李宝群
现实主义戏剧创作的三个台阶现实主义戏剧创作的三个台阶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作品《红高粱家

族》所引发的“红高粱热”至今依旧热度未减。从

1988年一举摘下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

的电影《红高粱》，到27年后火遍荧屏的电视剧

《红高粱》，原始生命力所呈现出的热情奔放令观

众神往。

作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献礼剧目，晋剧

《红高粱》为“红高粱热”再添一把火。该剧讲述了

日军侵华期间中国乡民余占鳌、刘罗汉与民女“九

儿”婉转凄恻的爱情经历以及以他们为代表的广

大民众奋起反抗、英勇悲壮的抗战故事。在由文

化部主办，文化部艺术司、北京市文化局承办，中

国评剧院协办的“全国地方戏优秀中青年演员汇

报演出”中，由山西省晋剧院报送的参演剧目《红

高粱》一经上演就获得了观众的广泛好评。晋剧

《红高粱》专家研讨会上，数十位专家与《红高粱》

主创人员齐聚一堂，对该剧的艺术创新及演员表

演等进行了认真评议，既把脉又开方，对该剧的进

一步打磨以及接下来的展演都具有重要意义。

定位抗战主题，弘扬民族精神
晋剧《红高粱》主题立意十分明确，大力弘扬

了中国普通民众英勇抗日的精神。与会专家认

为，该剧与其他一些抗日文艺作品的创作思路不

同，它难能可贵地将抗日这条线索贯穿始末。

晋剧版《红高粱》从第一场开始就紧扣抗日主

题。中国戏曲学会顾问郭汉城在书面发言中提到，

这部剧作一开场就渲染出全民抗战的时代背景：

“高粱红了，鬼子来了，家亡了，国破了”，日军入侵

激化了民族矛盾，乡民们的抗日热情被有力激发，

这就与有些抗战文艺作品往往只在伦理情感大戏

后面缀上“光明的尾巴”的创作思路形成分野。

吸收原著精髓，巧妙二度创作
在晋剧《红高粱》的二度创作中，编剧大胆重

组了九儿、罗汉大哥、余占鳌的人物关系，突出了

罗汉大哥的人物形象。罗汉大哥虽然也爱九儿，

但是他懂得九儿的心思，一直克制着自己的情

感。麻风病人单扁郎死后九儿成了烧锅酒坊当家

的，罗汉大哥一直将九儿尊为主人，诚挚勤恳地帮

助她打理着烧锅酒坊上的事，像兄长对待亲妹子

一样维护和帮衬着九儿，晋剧《红高粱》塑造了一

位人品高尚、受人敬重的罗汉大哥形象。

戏剧评论家薛若琳指出，编剧龚孝雄进行了

更适于舞台观众接受心理的改编。晋剧版中将单

老板的死处理为是被余占鳌气死的，余占鳌把自

己和九儿在高粱地里“野合”的事情告诉了单老

板，单老板本来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结果气死

了，这种处理方法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比

处理成余占鳌为跟九儿结合进行凶杀，更让人易

于接受。

传承民间技艺，续写新的辉煌
晋剧《红高粱》在表现手法上，创造性地让女

主角“九儿”全场展现“跷功”，“跷功”被誉为戏曲

舞台上的芭蕾，演员练习踩跷十分辛苦，脚趾磨出

老茧甚至变形是常有的事。戏中画外音说：“我奶

奶从小就是小脚，走起路来像风摆柳”，这为“跷

功”的合理运用埋下了伏笔。中国艺术研究院研

究员、中国戏曲学会顾问龚和德对演员师学丽的

跷功给予了充分肯定，“戏中的跷功同九儿的形象

有机结合在了一起，使这个戏在表演技巧上独具

特色。”在拜堂一场，九儿在椅子上跟单老板拼搏

的动作技巧难度极大。薛若琳指出，晋剧《红高

粱》巧妙地借鉴了蒲剧《挂画》中战椅子这一传统

技巧。蒲剧《挂画》表现了青春少女迎接心上人到

来的喜悦之情，晋剧《红高粱》“采他山之石以攻

玉，纳百家之长以厚己”，借用椅子功展现了九儿

对封建牢笼的反抗。

晋剧《红高粱》在音乐方面更是吸收了祁太秧

歌、伞头秧歌等多种民间音乐元素，唱腔地域特色

十分明显。传承民间技艺的同时，晋剧《红高粱》

还在舞台表现上做了与时俱进的改进与创新，导

演采用LED背景以及三维虚拟景象技术丰富了舞

台表现。与会者认为：“作为现代戏而言，晋剧《红

高粱》在观赏性方面有许多突破，为了增强视觉效

果，各种电子现代科技都在剧中有所运用，一个狭

小的舞台空间得以有效扩大。”伴随时代发展与科

技进步，戏曲艺术创作应充分发挥舞台艺术的特

点，用新的舞台手段去表达剧作的思想内容，从而

续写新的辉煌。 （许 莹）

由吴京安导演、主演，西安外事学院影

视艺术学院师生演出的大型话剧《白鹿原》

日前在西安首演。这是继北京人艺、陕西人

艺版之后，首个“学院版”的《白鹿原》演出，

也是吴京安尝试话剧导演的处女作。全剧以

说书人的讲述串联起20个片段，以全新的

角度演绎了白鹿原的故事。

谈及此次排演，吴京安表示，陈忠实以

小小的白鹿原为支点，展现了一个民族的生

活史，又以鲜活的农村生活为着眼点，塑造

了一个个骨血丰满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让

读者对于革命、对于人生、对于命运有着各

自的回味和深思。他特别重视此次出演“白

嘉轩”的机会，“我心仪白嘉轩这个角色已经

太久了。如今，带着孩子们一起排戏，我分文

不取。”在演出之后举行的专家研讨会上，文

艺评论家肖云儒认为，该剧抓住了小说以道

德冲突为核心的政治斗争、生命呐喊相交织

的精神图像；用阅读原著的讲述人为引线，

点式进入，抓住原著的重点，道尽了几十年

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苍凉；舞台设计的土

塬，简洁而有深意，具有巨大的审美再创造

空间；京腔与秦腔混合的台词处理方式，增

强了人物的台词表现力。据悉，该剧将于6月

进京在清华、北大演出。

（陕 文）

为“红高粱热”再添一把火
——山西省晋剧院《红高粱》专家研讨会侧记

中国国家话剧院正在复排的小剧场话剧《俺爹·我爸》将作为第二届中

国原创话剧邀请展小剧场开幕大戏，于3月11日至20日在国话先锋剧场演

出。据悉，本轮复排由李梦男执导，褚栓忠、陈强、董畅、赵小川、谢林、陈端、

王楠主演，其中李梦男和褚栓忠都是当年参与创作的原班人马。

《俺爹·我爸》首演于1997年，讲述了两个拥有不同经历的年轻人走进同

一间大学宿舍，面对纷乱的外界生活，回忆起父亲给自己带来巨大影响的感

人故事。全剧饱含着父子之间的理解与辛酸，刻画了父亲的伟岸形象。李梦男

表示，这个剧本源于他的同学褚栓忠大学时期的一篇感人至深的散文。二人

毕业后，经过半年多筹备，《俺爹·我爸》被正式搬上舞台，雷恪生、黄小立、澹

台仁慧、常蓝天、辛柏青、丁凡等一批知名演员参与演出。该剧也成为李梦男

走出校园后执导的首部小剧场话剧。主创团队表示，时隔近20年再次复排

《俺爹·我爸》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此次复排将坚持“举重若轻，以小见大”的

创作理念，牢牢把握接地气的剧本、本真的表演、朴素的表现手法这三大要

素，力求以高水平的艺术品质呈现给今天的观众。国家话剧院院长周予援认

为，一部优秀的话剧作品就应常演不衰。国家话剧院复排《俺爹·我爸》，用戏

剧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意在呼

吁全社会懂得尊重，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益之举。（王 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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