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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在“第二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中，浙江

话剧团的原创话剧《凤凰》引起观众的关注。众

所周知，原创话剧好作品难觅，而写现实题材

的话剧就更难。但《凤凰》的出现令人惊喜，这

是一部接地气的戏，描写新一代浙商的成长经

历，反映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独

特方面，引发了观众对这段历史的回顾以及对

现实的思考。而剧中所塑造的鲜明有个性的人

物，也给观众带来了审美的愉悦。

这个戏以“凤凰”命名，具有很深的含义和

多向度的意向，也就是说，她既是现实的，又是

理想的；既是精神的，又是心灵的。

从现实层面说，“凤凰”是凤凰丝绸厂和凤

凰集团的标识，也是凤凰绣的招牌。从理想层

面说，“凤凰”是祖祖辈辈的浙江农村人心中永生永世对美的追求、

对幸福的企盼。戏就是从凤凰集团面临生死关头开始的。一直在国

外学习的江花匆匆赶回家乡江城，母亲江秀秀的突然离世让她痛苦

万分，而母亲临终前要她留在凤凰的嘱托又让她徘徊不定。面对大

厦将倾的凤凰集团，她能让这只满目疮夷的“凤凰”起死回生吗？于

是，她与凤凰集团的老总芦阿发展开了较量，追问母亲的生前身后

事，逼问过去30年间所发生的一幕幕。于是，一个女人30年命运与

情感的起落沉浮，一代浙商人在发家致富道路上的风雨历程、人生

往事，以及他们之间的恩怨情仇、道路选择、情感坎坷随之一一展

开。其中，有勤劳奋斗沐浴在成功与收获中的喜悦，有血与泪夹杂在

风霜雨雪中的悲苦，有牵手过河、抱团取暖时的温馨，有为私心私利

互相倾轧中的欺骗与血污，更有在成功中的尊严与扬眉吐气，以及

在失败中不断校正自己人生目标的成长与追求。这是新一代浙商成

长经历的体现，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个体户经济发展的一个塑影。

面对在改革开放之初这些敢为人先、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们，每

一个人都会情不自禁地回顾那段不平凡的历史，回望自己在那风风

雨雨之中留下的一串串脚印。

该剧在艺术上的贡献，是比较成功地塑造了江秀秀和芦阿发这

两个个性鲜明、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比较细腻地描写了他们奋斗

的历程、爱情的波折及由此所产生的复杂心理和被扭曲的性格。

江秀秀是一个可爱的形象，不只是她的外表，更在于她的心灵。

她是村里一个绣娘，继承了家传的凤凰绣的技术，在大风大浪中练

就了一种倔强的性格、独立的人格与不服输的骨气。她带领姐妹们

发展凤凰绣工艺，凭着祖传的绣花绝活创建了凤凰绣品集团，坎坎

坷坷从来没有压倒过她。可是，婚姻的不如意，却始终是她心中一块

抹不去的伤痛。她痛恨芦阿发对她的情感伤害，可后来却又与芦阿

发联合创办了凤凰集团，他们犹如两个冤家对头，“拆不开打不散”。

芦阿发这个人物是近年来话剧舞台上写得比较丰满的一个形

象。他的行为你可以不喜欢，但他却是现实中一个真实的存在，是一

个时代一个阶层或人群的典型代表。阿发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从挑

着担子走街串巷鸡毛换糖开始，别人不敢干的他敢干，别人不敢想

的他敢想，敢喝头口水，敢使顶风船，凭着600元钱起家，创立了发

发商贸集团。但是，在他身上也充斥着痞气与霸气，做生意不讲理，

打架不要命，就如江花说他的，“发家靠的是抢，致富靠的是骗，为了

钱他从来不择手段。”阿发没有多高文化，却懂得利用一切社会关

系。为了发展集团事业，他想尽办法贿赂权势者，借助他人之手发展

集团的事业，同时也为集团的衰败埋下了隐患。即使在爱情方面他

也显露出同样的痞气与霸气。他喜欢江秀秀，秀秀却不喜欢他。为了

得到秀秀，他甚至不惜采取伤害秀秀的极端做法。为了达到与秀秀

合作创办凤凰集团的目的，他用种种“霸蛮”的手段逼迫秀秀就范。

所以他一直得不到秀秀的爱。当然，他也有作为男子汉值得骄傲的

地方，那就是他始终没有丢掉发家致富的理想，具有帮人助人的仗

义与慷慨。他不光自己富裕，还带领更多的人都过上好日子。秀秀之

所以答应同他创办凤凰集团，也是他在“凤凰绣品店”最困难的时候

伸出了援救之手，帮秀秀度过了难关。他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代新型

商人的代表，具有着鲜明的典型意义。对于这个人物，人们既有同

情，又有批判。

不论是江秀秀还是芦阿发，他们都是“草根”商人，他们的汗水

与泪水、光彩与污点都是真实的存在，他们的成长历程直击观众的

心灵，迫使你无法不思考、不动情。如果说，我们站在今天历史发展

的维度去评判阿发们的行为，所希望获得的当然是对今后的发展道

路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从这一点说，年轻的江花的思考无疑给

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她牢记妈妈临终前的话：“让凤凰飞起

来”，所以才下定留下来的决心，接受濒临倒闭的凤凰集团。但是，她

心里很清楚，“现在的凤凰就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再继续走从前的

路，走不远，走不通”。由此看来，江花与阿发的矛盾，绝不仅仅是帮

助母亲清算阿发的“罪过”，而是两种经营理念的冲突。也就是说，凤

凰要走出困境，必须改变以前那种传统手工业作坊的模式和家长式

的管理方法，也不能贪多求大，出了问题就用钱开路，找政府解决问

题，而应该增强法律意识，提高在市场中的创新能力。这些无疑是该

剧留给剧中人和观众共同思考的问题。

如果说，《凤凰》所描写的是人们普遍关注的故事，写出了现实

中真实的生活，塑造了充满生命活力的真实人物，那么，整个舞台演

出则体现了一种青春的朝气。一群平均年龄不足25岁的年轻人，

以他们勤奋的努力与真挚的体验，演绎出属于他们父辈一代人的复

杂情感与真实的生活时态，使浙商新一代人物的形象定格在话剧舞

台上。而开放的舞台呈现形式，也为表现人物的行动与故事叙述的

顺畅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展示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整台演出就完

美无缺，也就是说，在舞台演出中，任何形式的运用一定是在与内容

的需要相融合时，其效果才是最佳的，否则就会出现喧宾夺主的结

果，该剧的舞台语汇还应该再精练，以便更好地突出主题和主要人

物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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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点评

曲艺是中国文艺百花苑中的一朵奇葩,是老百姓喜闻乐

见的一门说唱艺术。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新媒体的出现给

曲艺的发展带来了挑战。同时,微时代快捷的传播方式也为

曲艺提供了新的传播途径。曲艺能否善用微时代新媒体的优

势来开拓新思路,推进曲艺的创新与发展,是当前曲艺工作

者面临的新课题。

新媒体让曲艺焕发生机

“看得少，听得少，自然不懂也不了解。只有多创造机会，

让更多的年轻人与鼓曲亲密接触，他们才有可能欣赏并喜欢

上这门独特的艺术。”作为评书版《海贼王》的幕后策划，“80

后”的谢岩这些年来想方设法加强戏曲曲艺的传播。他创新

推出的评书《海贼王》在考拉电台社区引发无数“围观”。大家

都觉得这种新形式“太好玩了”。有网友留言：“从来没想过评

书还可以说这个。”在考拉电台上，评书《海贼王》的点播量已

达几十万次。为了推动鼓曲的发展，谢岩还尝试创办了北方

曲艺网，利用互联网资源传播鼓曲。2014年，谢岩又推出了

“戏曲曲艺两门抱”的微信公众号。公众号推出后，不到一个

月的时间就收获近万名粉丝。谢岩认为，如何让更多年轻观

众爱上鼓曲，传播形式很关键，一定要突破传统观念。微博、

微信都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传播方式，触手可及，利用这些

平台传播鼓曲，可以事半功倍。

相声演员苗阜一行人也在2014年提出了“文化传承科

技分享”的口号，并在网络视频开通了曲艺专区，新增曲苑频

道，和全国的小剧场一起以全新的传播方式打造自己的曲艺

传播平台，并面向全国推广。苗阜深感：“曲艺从业者一定要

想办法跟上时代的步伐，把先进技术与艺术表现结合起来，

充分利用新媒体把曲艺更好的传播出去”。

面对新媒体的利用，青春鼓曲社创始人杨菲有一个大胆

的计划：一方面把鼓曲唱段做成MV，以电影、小型情景剧的

形式用新媒体包装起来，让观众看到更具体、生动的鼓曲；另

一方面，创作、表演一些反映当今社会热点话题的作品，并与

新媒体结合，让故事和人物更加鲜活，令年轻人更易接受。

在甘肃省文联副主席王登渤看来，新媒体对于传统艺术

来说是全新的领域，为曲艺艺术的传播创造了无限的可能，

传统艺术能否在新媒体的舞台上熠熠生辉，曲艺从业人员任

重而道远。

曲艺的“火”离不开观众的“捧”

作家莫言曾经说过，他的文学启蒙最早来源于说书先生，

在以往的时代可能文化普及度并不是很高，老百姓想要了解

历史和新闻事件很多都是靠说唱艺人。唱古书、评书的艺人就

成为老百姓了解古今世事的传播者。让曲艺重新进入寻常百

姓家，成为老百姓的一种生活方式，这一直是王登渤的一桩心

愿，也是他呼吁地方政府推广的事情。“演员是少数，观众是多

数。没有观众，再好的艺术也只能称之为博物馆艺术。因此，曲

艺要想发展，关注点仍然要放在观众身上。”王登渤认为，曲

艺传承目前面临着一定的生存压力，应当作出一些培根固本

的事情，而不是作为政绩工程去做。比如曲艺进校园，让因为

没看过、不懂得而觉得曲艺不好看的青少年真正近距离去了

解曲艺、爱上曲艺，这样的“培育”工作值得推广。

“我很多年没在剧场听过鼓曲了，现在也听不懂鼓曲。”

在与身边朋友的交谈中，这一番话似乎很有代表性，如今，像

这样听不懂鼓曲的观众不在少数。在曲艺作家杨妤婕看来，

要想让鼓曲艺术“火”起来，根本出路仍在于培养观众。鼓曲

是唱给人听的，观众是决定一个艺术门类发展前途的重要因

素之一。杨妤婕认为，浸染、熏陶需要时间，培养观众是一个

循序渐进的过程，急不得。她以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播放《曲苑

大观》节目为例，“这个节目每天在固定时段播放京韵大鼓、

梅花大鼓、单弦、北京琴书等，据我所知起码有40年了，天津

的很多观众都是从这里接触并喜欢

上鼓曲的”。

杨菲的青春鼓曲社现在所做的

另一项工作就是培养社会各年龄段

的曲艺爱好者，普及和寻找鼓曲传

承人，让大家有一个可以学习曲艺

的地方。

没有新作品等于“零”发展

网络资讯的发达让一些相声从

业者过度依赖、盲目追随，一旦从网

上找到新段子、新包袱、网络流行语，就迫不及待地加入到作

品中，忽略了曲艺表演最重要的东西：原创和基本技法。苗阜

曾在多个研讨会上发言提出，曲艺要想发展首先要继承，不

仅要继承传统，还要跟上时代的步伐，用新的思维和观念发

展曲艺艺术，而且最重要的是应该团结起来，搞好曲艺的生

态建设。“现在好的相声作品越来越少，靠写相声作品难以维

持生计，因此没人愿意写。很多编剧退而求其次，改写电视

剧、网络剧”。为了引领更多的编剧回归曲艺队伍，苗阜提议

联合全国的小剧场成立类似于评审委员会的部门，适当给予

编剧奖励资金，他深信曲艺说得再好，无论怎样的传承，没有

创新的作品等于零发展。

地方曲艺立足于地域文化，方言成为其特点。从产生来

讲，由于以前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在特定的方言区域和文化

区域产生了一些独特的曲艺艺术。而如今地域间的交流已基

本没有障碍，这种情况下，方言曲艺的生存空间也开始逐渐

被压缩，传播发展也面临着压力和挑战。对此，王登渤认为，

地方曲艺的出路在于要拿出被人民群众普遍接受的作品，

“任何一个艺术从产生到接受的过程都是兼收并蓄、博采众

长，一个艺术样式永远也不可能定型，还在不停的完善之中。

长远来看，地方曲艺仍旧拥有十分可观的发展前景”。

杨菲的曲艺工作室近年来为曲艺的传承注入了新鲜血

液。青春鼓曲社的演员平均年龄在22岁左右，是非常有青春

朝气和活力的团体。今年2月，青春鼓曲社赴台湾举办了7

场演出，此次演出是国台办和中国文联合作的文艺精品走出

去重点项目之一。让杨菲和鼓曲社的演员们始料未及的是，

台湾观众热情表达了对大陆地域文化的尊重和喜爱，演出得

到了他们的高度认可。杨菲表示：“用青春的面孔唱响古老的

旋律是我一直以来想要做的事情。灵活、轻便、快又精是曲艺

的优势，这一优势正适应于现代城市的快节奏生活，所以我

们需要把节目精练化，变得短小精悍，不仅出精品，还要在有

限的时间内抓住观众的眼球，选材上不要老是唱过去的故

事，要唱好当下新故事，还要把握好节目的节奏，相对加快”。

（夏宁竹）

由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文化厅主办

的“同心筑梦·美丽河北”——河北省优秀剧目进

京展演活动于6月至8月举办。

本次共有14台河北精品剧目参加演出，这

14部戏的遴选，坚持了传统戏、现代戏、新编历史

剧“三并举”的方针，在演出主体上，坚持了既有省

级院团、也有基层院团，既有国有院团，也有民营

院团的原则，从而全面展现河北省戏剧创作成果。

此次展演作品呈现四个特点。一是具有深刻

的主题思想。比如话剧《春天的承诺》、河北梆子

《子弟兵的母亲》《牺牲》、评剧《安娥》等，都是弘扬

党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的主题性作品。这种主

题性作品选择这个时间段在北京演出，也是为庆

祝建党95周年举办的文艺纪念活动。

二是具有时代特色。现代题材戏剧在展演剧

目中占有较大比例。此次展演的精品剧目撷取了

河北省具有代表性和传承意义的经典传统剧目，

同时，突出了河北省近年来创作的优秀剧目，大多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深刻的主题思想。比如，话

剧《春天的承诺》、晋剧《直隶巡抚于成龙》立足反

腐倡廉题材，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情景音乐剧《挂

红灯》以张家口风情为主要表现对象，是一台为

2022年冬奥会量身打造的舞台剧目。除此之外还

有反映环保题材的剧目《百合岭》、反映先进典型

的《紫花丁》等。

三是具有突出的原创性。新创剧目在展演剧

目中的比例较大，目前的14部剧目中，除了《南北

合》《勘玉钏》这两部经典传统剧目外，有11部是

近年河北省新创作推出的。此外，京剧表演艺术家

裴艳玲的《桃园三结义》也是新改编的历史剧。原

创剧中，大型多媒体儿童剧《小兵张嘎》把电影故

事搬上了舞台，实现了舞台艺术的重新演绎。河北

梆子实验剧《牺牲》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在

表现手法、呈现方式等方面大胆创新实验，产生了

很大的震撼力。

四是艺术水准高，演员阵容强。本次展演活动

所选剧目，能够代表河北省近几年舞台艺术作品

创作的最高水平。比如，儿童剧《狐狸与枪》《小兵

张嘎》、河北梆子《百合岭》等均为获得国家艺术基

金资助的剧目。新创排的《春天的承诺》被专家评

价为“是一部有强烈红色印记的政治寓言，是一部

有史诗品格的正剧”。特别是在演出阵容上，裴艳

玲、许荷英、雷保春、刘凤岭、袁淑梅、赵玉华等一

大批梅花奖演员均在这次展演活动中登台献艺。

展演活动将充分发挥互联网作用，借助手机

“自媒体”传播的力量，举办戏剧评论大赛、剧照大

赛，举办票友、戏迷座谈会，举办戏剧发展专家座

谈会，通过这一系列活动，让群众也成为这次活动

的主角。展演活动以“公益”和“惠民”为基本原则，

在票务工作方面，将惠民票价份额提高到30％以

上，使更多的北京、天津观众能够共赏河北优秀戏

剧作品。 （艺 文）

河北省优秀剧目进京展6月至8月举办

由艺品同盟（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出品、田

戈兵导演的大型新视觉舞乐赋《从前有个山》将于8

月26日在北京展览馆剧场首演。该剧以中国上下五

千年诗词、曲赋为台本基础和表演素材，借取现代舞

及先锋戏剧中的肢体表演与现代吟诵、唱赋相结合

的方式，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全新表达。

据主创介绍，该剧定义为“舞乐赋”，并非是简

单的文学名词或舞台语汇的再编织、再组合，而是

创造性的、全新的现代舞台艺术体裁样式，可以看

作是从实验意义上对华夏远古“歌舞乐”三位一体

的溯本求源，对汉代乐府、唐代乐舞等古代艺术形

式有一种文化符号上的呼应。演出将以老庄哲学

释义人生或曰“人生为何物”的宇宙时空观为依

托，所有的诗词曲赋，将被重新分解、组合、映照、

再释，并依照它们情感蕴意和文化表征的内在逻

辑关系，再现古代文人志士忧国悯世、砥砺德行、

义薄云天的风骨与节操。同时，也对古典诗词曲赋

中隐含、折射出的人性人格的矛盾和魅力，从传统

意义和现实思考的不同角度进行了新的解读。

（向 阳）

舞乐赋《从前有个山》追溯华夏“歌舞乐”文化

新媒体网络环境下曲艺如何发展新媒体网络环境下曲艺如何发展

来自革命老区江苏盐城的原创现代淮剧《半

车老师》日前在中国评剧大剧院上演，剧中宣扬的

诚信话题获得京城观众的一致好评。

淮剧《半车老师》中的乡村老教师田半车是一

位执著、有着强烈的自我反省意识的传道、授业、

解惑者。田家湾小学的校友会上，田半车号召他

的学生们资助母校改善教学环境，众学生纷纷响

应，慷慨解囊，身为民营企业家的老板焦浩运表态

为母校捐赠电教室。田半车喜出望外，连忙跑到

县城赊欠了50台电脑，却不料焦浩运的捐赠款迟

迟没有到位，供货商讨债无果，封了电教室。田半

车受众乡亲委托进城“讨要捐赠款”……

这是《半车老师》第二次在首都舞台“开

讲”——讲诚信、讲道义、讲担当，感动了现场观

众，也得到了专家学者的称赞。作家曹文轩看后

说，诚信一直是淮剧反复地、不厌其烦地表达主

题。近年来，随着价值取向的多元，社会主流价值

观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很多有良知的人们以各

种各样的方式呼唤心灵的回归，寻找失落的纯

真。《半车老师》直面当下，无疑是一部有文化和现

实担当的优秀剧目。戏剧评论家廖奔对演员的表

演给予充分的肯定，“近几年来，戏曲演员唱得好

的多，演得好的不多，《半车老师》里的演员人人出

彩，没有小角色，都是大演员。导演调动了戏曲表

现的传统手法，非常难得”。

近年来，盐城市淮剧团将创作方向聚焦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上，接连推出了多部现代

戏剧作品。此前，剧团先后来京演出过《鸡毛蒜

皮》《十品村官》和《菜籽花开》等剧目并获得好评。

（任晶晶）

“半车老师”首都舞台“二次开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