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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夏天敏和我是君子之交。我们在如水的友
情中，感受着岁月的流逝，也见证着彼此的成
长。

近些年，夏天敏在创作上风生水起，全国知
名的文学期刊上，时时看到他的作品，尤其小说
集《好大一对羊》让他荣获鲁迅文学奖。

在桂冠的光辉下，他却愈发的淡定，愈发的

从容平和，完全没有名人的架子，也没有大腕的
口气，照样一步一个脚印走在昭通的街上，照样

“饥来吃饭困来眠”。这样的胸襟和气度，使我想
到了一个比喻：成熟的谷穗，都是低着头的。

繁忙的文学创作之余，他又忽起画兴，重拾
青年时代对丹青的雅好，临池不辍，画了大量的
花鸟画。

中国画以笔墨为语言和灵魂，写意花鸟画
尤其如此。对毛笔字驾轻就熟的本领和功力，让
他在泼墨挥毫时游刃有余。

他画傲霜挺立的菊，画凌寒怒放的梅，画迎
风沐露的翠竹，画风华绝代的牡丹，画昂首啼鸣
的雄鸡，画隐迹深山的猛虎……他更是在表达
着一种精神的追求。

中国画讲究“立象尽意”，不斤斤计较于对
物象的如实描画，而是追求“象外之意”和“弦外
之音”。通过物象的美来表达精神的美和人格的
美，让物的气韵和人的气韵相生相发，相得益
彰，从而达到“天人合一”，这才是绘画的极致。

夏天敏有一双作家的眼睛，他的画注重对
物象的深入观察和感受，注重体味物象瞬间的
神态和特征，然后以心运笔，笔随心动。因此他
的画气韵生动，形象鲜明，情趣盎然，充溢着对
生命和生活的热爱。

他注重传统笔墨而又不囿于传统笔墨。用
墨、用色重视阴阳、浓淡、虚实、枯润的对比，也
重视画面的形式构成；重视对物象的细致刻画，
也重视提炼和概括，乃至变形和夸张，因而他的
画苍润、灵秀、鲜明，流动着文人气息也闪现着
时代的审美意味。

在构图上，得力于其写作的立意布局，照应
安排，过渡呼应。在匠心独运中，巧妙运用了宾
主、奇正、繁简、疏密、开合、藏露、虚实等阴阳对
立法则，既能放胆大处落墨，又能潜心细处收
拾。险而能稳，常中有变，空灵厚重，不拘一格，
既在情理之中又出乎意料之外。砚池余韵，花鸟
画的创作，也许只是夏天敏写作之余的一种调
节、放松和消遣。但一花一草总关情，这些画都
是他的思想、情感和心境的外化。他在画中，构
造经营着自己的精神绿洲，放牧着自己的心灵。

他的画，使我们领悟了一个道理：功夫在画
外。

深厚的文学和艺术修养，使他画得轻松，画
得从容，画得随心所欲。为画而画，只在画上用
功，难成大气候。中国画是一门综合艺术，融诗、
书、画、印为一体。学养是笔墨的根基。懂得这个
道理，你就懂得王维、赵孟 、石涛、八大山人、
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你就懂得中国艺术。

“精神到处文章老，学问深时意气平”，只有文化
的积累到一定地步，心灵的陶养到一定境界，才
能触手成春，“等闲拈出便超然”。

他的画，还使我懂得了只有心怀大爱的
人，才能深深浸淫于艺术。如果说悲悯情怀赋
予他的小说以人性的深度，那么大爱之心则带
给他的绘画以生命的灵光。美学大师宗白华
说：“艺术的根基在于对万物的酷爱，不但爱
它们的形象，而且从它们的形象中爱它们的灵
魂。”正是有了这种爱，夏天敏才能为花草写
实、传神、造境。

夏天敏的文学作品在全国有广泛的影响，
又是昭通艺坛中辛勤耕耘的一员，创作了大量
的花鸟画。文以怡情，艺以养心；文艺双栖，左右
逢源。我以为这是一种理想的人生状态。衷心希
望他在这种状态中慢慢走下去，让自己的心灵
在文艺的浸润下像莲花一样缓缓开放的同时，
给这个世界留下更多至真至纯的文化种子。

■赏 析

夏天敏书画印象
□陈孝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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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剧创作的问题在哪儿
□谭霈生

11 月上旬，国家大剧院第六届“春华秋
实——艺术院校舞台艺术精品展演周”即将拉
开帷幕。除了精彩演出，展演周更有一系列丰
富多彩的艺术教育、交流活动。10月20日，首
场普及活动“中国戏曲学院《梅兰霓裳》品鉴
会”已率先举办，为展演周提前预热。

中国戏曲学院最新创作的新京剧《梅兰霓
裳》，将作为本届展演周的开幕大戏，于11月2
日至 3 日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上演。《梅兰霓
裳》以艺术大师梅兰芳的代表剧目《太真外传》
为基础整理改编，讲述了唐玄宗李隆基和贵妃
杨玉环的爱情故事。此次改编，邀请到梅葆玖
亲任艺术指导，周龙任导演，在叙事上选取《太
真外传》精彩段落，展现李隆基与杨玉环“道宫
定情、华清赐浴、长生盟誓、潼关烽火、骊山羽
舞、马嵬埋玉、剑阁闻铃、玉真仙会”8个场景，
在保留原剧精华的同时重新挖掘失传的唱段
与舞蹈。

更值得期待的是，《梅兰霓裳》以现代科技
手段“嫁接”京剧。演出运用多媒体手段，
实现视频、音频与演员现场表演互动，形成
一个多维的剧场艺术空间。周龙介绍说，虽
然运用了新技术，但并不是为了花哨，而是

用新技术突出艺术本体。这一京剧改革之作，
云集了中国戏曲学院最强阵容，除了师生同
演，还有京剧表演艺术家李胜素、于魁智等明
星校友倾情加盟。

除了中国戏曲学院，今年，“春华秋实”展
演周还汇集到北京舞蹈学院、美国杨百翰大
学、台北艺术大学、天津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
院、西安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沈阳音乐学
院等中外艺术院校。他们将于11月2日至13
日，带来12场精彩纷呈的演出。其中，北京舞
蹈学院“大美不言 国韵雅舞”获奖作品展演，
囊括了当代芭蕾、拉丁舞、现代舞、中国古典
舞、中国民族民间舞等舞种，不少作品在“桃李
杯”、“荷花奖”、全国舞蹈比赛中都荣获过最高
奖项。中国音乐学院“乐舞诗魂”音乐会，指挥
关乃忠将执棒华夏民族乐团，民乐“皇后”宋飞
担纲，参与演出的还有唢呐独奏家侯彦秋、青
年琵琶独奏家程雨雨、笛子新秀陈昀颖，众星
荟萃。中央戏剧学院携李龙云代表作《小井胡
同》再度归来，主创包括郝戎、章抗美、张洪
琛、胡耀辉、胡晓林等业界顶尖艺术家，中
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明日之星们的“首秀”也
让人期待。 （魏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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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80 年代是中国戏剧的一个辉煌
期。从戏剧理论研究、戏剧评论、戏剧创作
到演出，都有鲜明的体现。“文革”结束以
后，戏剧从创作到演出走在了文学、电影前
面，一大批原创剧目上演，社会问题剧居
多，剧场很红火。但这个时期只延续了不到
两年的时间，那批戏就没人看了，剧场变得
冷清了。从那时开始，大家就在思考戏剧到
底往哪儿发展？该怎么走？为什么观众不看
戏了？这是给戏剧理论、戏剧评论都出了难
题，而且必须回答。

在回答的过程中，戏剧界在理论上形成
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戏剧要发展首先
要突破形式。这个形式指的不是戏剧本体上
的形式，而是把再现转入表现。比如推倒

“第四堵墙”等手法的问题。我不同意这种
观点。并不是我忽视形式，因为，现在考虑
戏剧必须突破原有的东西，把观众请回来，
这是目标。但到底怎么走，突破什么东西？
从我们的惯性思维来说，从我们的现实可能
性来说，最容易突破的就是形式因素。但
是，我当时认为，之所以观众不看戏剧了，
不是表现形式的问题，而是我们的立足点不
对。过去我们总是要教育观众，教育的内容
是政治性的，是意识形态性的。这一点如果
不改变，不把戏剧的对象和目的转变过来，
戏剧危机肯定过不去。现在观众买票看戏，
他们不想接受教育了。戏剧要给观众别的东
西，要给观众情感感染的东西。如果这点都
不能做到，形式再怎么变也没有用。但戏剧
最难突破的就是在这儿，当时最时髦的东西
就是舞台形式革新。

现在看来，那个时候戏剧出现危机，观
众不进剧场看戏，对戏剧冷淡，戏剧界就应
该进入这样一个思维：戏剧必须要转型。但
是转型往哪儿转，随后的那场戏剧观大讨
论，把大家搞晕乎了。当时我明确提出一个
口号：要清除戏剧领域中的庸俗社会学。我
觉得这个口号提得还是有针对性的，到现在
大家也接受这个观点。因为至今这个问题也
没有解决。加上布莱希特引进中国后，我们
对布莱希特的误解，把这个方面又强化了。

当时布莱希特一引进来，我们就觉得是
现实主义过时了。于是对现实主义到底怎么
看，现实主义究竟过时了吗等等这一类的问
题就出来了。我所以对这些问题不谈，是因
为中国既不是形式问题，也不是流派的问
题，中国的问题是先回到艺术自身的问题。

上世纪 90 年代后的创作没有上去。比
如国家话剧院原创剧目的演出就很少，其实
也不少，而是大家满意的很少。国话有一段
时间是靠演出世界经典剧目来支撑的。我很
赞同国话的做法，至少他们还有一颗追求艺
术的真诚的心，所以国话演出的经典剧目能
去看我尽量去看，能评论的我还是评论。可
是，对于原创的剧目，当艺术生产不正常
时，就没法评论了。现在是炒作取代了评
论。炒作是商业性的，不是艺术的。这几年
戏剧在发展，演出也活跃了，但是剧本创作
还是没上去，影响了演出的总体质量。戏剧
活跃了，这就更需要批评也跟上去。因为原
创上不去，质量上不去，批评的介入就显得
有些乏力。如今批评界似乎有些退位，要想
重新上阵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一个人如果
总是顺着某种潮流说话，不用自己的脑袋思
考问题，说着说着就找不到自己了，这也是
我自己的体会。因为不知不觉中，鉴赏力被
毁了，能力退化了，可是自己还不自知，这
是非常可怕的。

中国戏剧发展首先要回归戏剧艺术本
体，以这个为前提，成为戏剧潮流中的一股
力量。我虽然不搞评论了，但我有机会还
是会讲中国戏剧创作到底问题出在哪儿。
理论研究也还需要继续做，从世界范围来
说，现在还有许多值得重视的命题，需要继
续下功夫。

戏剧与叙事的关系问题。从亚里士多德
起，经过反复的讨论，这个问题已经有了定
论。但从布莱希特叙事体系引进中国，很多
人借题发挥，强调叙事性，这样就造成一个
问题：戏剧与叙事能否混同？戏剧是否要走
叙事的路子？当下的戏剧理论在这个问题上
越来越热，但有一些根本问题需要解决。比
如说：叙事到底指的是什么？戏剧指的又是
什么？戏剧当中的叙事应该是在什么层面
上？是否意味着戏剧的本体要回到叙事？像
这类的问题很值得研究。

实验戏剧问题。在戏剧发展进程中，实
验戏剧起的作用很大，没有各种实验戏剧，
戏剧就不会革新。所谓实验戏剧，就是突破
以往的东西，探求新路。实验意味着可能成
功，也可能失败。如果是成功的东西，实验
后被接受，那就纳入世界戏剧当中发挥作
用，失败的东西就被淘汰。所以对实验戏剧
从理论的角度来说，恐怕忌讳的有两种态
度：一种认为实验戏剧是胡闹，一概否定；

还有一个是把实验戏剧探索的东西当主流，
予以全面肯定。这在理论上都是片面的。理
论对实验戏剧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这是戏剧
理论很大的问题。

世界戏剧的未来发展问题。我同意一种
说法，未来的戏剧是融合性的，就是不固守
一个流派，不同流派的长处都可以吸收；还
有社会剧和心理剧也不是截然对立的，因为
过去搞社会剧的否定心理剧，搞心理剧的看
不起社会剧，以后应该是社会剧和心理剧这
两者的融合；还有悲剧与喜剧，过去是非悲
即喜，从荒诞派开始，悲剧、喜剧已经融
合，既没有单纯的悲剧，也没有单纯的喜
剧。

理论研究问题。理论研究的一个前提是
要有问题意识，理论研究不能老跟在实践后
给实践摇旗呐喊，必须有问题意识。没有问
题意识的批评就会成为炒作。

现代戏曲问题。戏曲的本体是程式化、
虚拟化，那么就有一个问题，我们到底怎么
面对现代戏曲，现代戏曲中的很多程式不能
用，但是不要程式，到最后，戏曲的本体就
不存在了，所以中国戏曲如何发展，我的看
法是，应该分两条路走，一个是把原有的程
式原原本本地保留下来，做传统剧目；另一
个是大胆地往前走，可以不要程式，做京剧
音乐剧，跟现代人交流。

演剧体系问题。过去不是斯坦尼斯拉夫
斯基学派就是梅耶荷德学派，俄罗斯戏剧界
早就提倡两派的融合。有人说布莱希特是反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后来研究布莱希特，
在他的晚期也在寻求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融
合的问题。在表演艺术中，还有一种融合的
路子。比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能不能和
中国戏曲表演艺术融合？中国曾经有几位导
演做过探索，老一辈的如欧阳予倩、黄佐
临、焦菊隐，新近的有徐晓钟、王晓鹰。他
们都做过这方面的探索，但这种探索还形不
成体系，也构不成学派，还只是探索。将来
能否诞生中国演剧学派，作为世界演剧体系
当中的一个支脉？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能实
现的话，一方面需要实践家去实践，一方面
也需要理论家们去研究。中国戏曲表演艺术
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区别是什么？可
融合点是什么？这些问题都需要理论研究。

（本文根据作者在谭霈生戏剧理论学术
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新时期伊始，当中国的戏剧实践正在拉开拨乱反
正大幕，当戏剧理论的焦点正集中在重新定位戏剧的
社会功能，一部深入探讨戏剧内在规则与审美特性的
著作出现了，它就是谭霈生教授的《论戏剧性》。当时
的社会兴奋点还正在热衷于言说戏剧应该回归它的
本体——戏剧必须有戏剧性，谭霈生的成果已经探前
一步在告诉你什么是戏剧性了。这种本体研究的结
晶，在新时期戏剧理论发展的路径中独树一帜、别开
生面，先决地回答和满足了当时实践理性的疑问与渴
求，因而受到读者极大的欢迎，一时成为此起彼伏的
时代理论思潮中戏剧界的阅读鹄的。

这，就是谭霈生教授的最初奠定。以后，在《戏剧
本体论》等著作中，他逐步丰富和完善了自己的戏剧
思想，提炼出情境论等重要戏剧理论命题，完成了
对戏剧特性的理性认识和科学阐释。他的学说直接
指导和引领了新时期戏剧的舞台实践，也在一代又
一代后学的阅读和传承中延续着自己的理论生命，直
至今天。

如果我们把视野延展，拉开距离观察一个较长的
历史时段，把谭霈生的研究放在 20世纪东西方戏剧
理论的背景坐标上来定位，会更加清楚地了解他这种
本体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中国传统的戏曲理论中较少有本体研究，尽管明
清戏曲理论家王骥德、李渔的著述都已经涉及，谈论
到结构和演出效果等，但仍然偏重于曲学，尤其王骥
德的曲论中曲律占了很大比重。

20 世纪开篇西方戏剧被引进中国舞台以后，最
初的戏剧家们开始了新理论架构的构建与充填。田
汉、洪深、欧阳予倩都在主要从事舞台实践的同时，也
注重导演理性的探讨，后来产生的“南黄（佐临）北焦

（菊隐）”导演实践则把这种探讨推向成熟。但对于戏
剧本体特性的探寻还有待于理论家宋春舫、熊佛西、
余上沅等人的努力。最初还只是对西方理论的译介，
停留在引进、咀嚼和反刍的层面，到了张庚1940年前
后在延安鲁艺戏剧系教授《戏剧艺术引论》课程时，已
经具有了对西方戏剧有限理论阅读和更加有限舞台
实践进行感性归纳和理性总结的价值，但这种对戏剧
艺术本体的可贵理论关注，被当时社会实践对戏剧社
会功能的无限张扬所冲断、所代替。社会更加关注的
是话剧的“有用性”，以及由之生发的“中国接受”的可
能性：作为舶来品的话剧必须完成民族化、本土化和
内植化的现实命题，才能够真正在这块土壤上立基并
发挥作用。因而，人们更加关注的是——从曹禺的

《雷雨》标志着中国话剧艺术走向成熟，到老舍的《茶
馆》象征着中国话剧独立品格形成——这一运动过程
本身。

新时期重新界定戏剧社会功能的激辩声中，以及
人们为戏剧重新焕发出巨大辐射力和影响力的欢呼
声中，谭霈生教授坐在书斋里沉静思考，力图接续上
述历史使命。他细细地梳理和辨析戏剧艺术的美学原
则，在借鉴西方戏剧理性概括的基础上——从布伦兑
尔到劳逊、阿契尔的学说，依据对中国话剧80年舞台
经验的归纳和提炼，辅以对西方戏剧实践与中国戏曲
传统的更多感悟，架构起中国第一部探讨戏剧艺术内
在规律的完整著作。谭霈生的实践理性，使他把目光
对准了戏剧构成的各个要素：动作、冲突、悬念、情境、
结构、场面、时空、假定性、形式、形态、再现表现等，完
成了独特的戏剧美学架构，而他的认知则为世界戏剧
理论府库增添了中国经验。

由上述坐标系提示，我们认识到谭霈生戏剧理论
架构的确立至少包含四个方面的意义：一、它将人们
对戏剧的解读，从社会意识形态的依附状态中剥离出
来，把时人思维从外在于戏剧导向审美本体的回归，
以此作为自己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形成了
戏剧艺术内在规律研究的独立路径。二、它以对戏
剧审美体验的直感为基础，建构起自己的阅读、鉴
赏视界，使经验向感性回归，使结论向理性回归。
它让人们懂得了戏剧魅力要向戏剧的自身品格中探
寻，要向戏剧构成的基本要素中去寻找。三、它在
西方现代派戏剧理论的影响下，从戏剧构成的整体
性出发，完成了对戏剧创作本质的推导——情境
论，提出情境与性格关联说，即把个性的人与特定
情境联系起来，由之探讨人物的动机以及行动，最终
实现剧作本旨向“人”的回归。而这种学术成果的奠
定，昭示出第四重意义：谭霈生不随波逐流的学术路
径，彰显了一种特立独行的人格魅力，显示了学者独
立的学术品格。

谭霈生的戏剧理论对中国新时期的创作实践产
生了巨大的指导与引领作用，其影响至今仍处在生发
过程中。因而，他的学说成为中国戏剧理论一块重要
的里程碑。

由北京黑马印象文化公
司出品，导演谭友业执导，邢
佳栋、高虎、毕彦君等主演的
电视剧《风云之十里洋场》将
于 10月 30日登陆央视八套
黄金档。该剧讲述的是清末
民初小警察陆常有独闯上海
滩复仇的故事。与以往“上海
滩”题材影视作品不同的是
剧中对“翻戏党”的介绍。作
为上海滩真实存在的一个帮
派，这段历史几乎被遗忘，此
次出现在电视荧屏上会引发
观众的兴趣。

（央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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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霓裳梅兰霓裳》》剧照剧照

——谭霈生戏剧思想探邃

□廖 奔 刘彦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