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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成长起来的中青年演员不胜枚举
□蒋慧明
传承艺术

转眼间，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已经成立整整
15 年了。从 2003 年 10 月 3 日的首场演出开始，每
个周六的晚上，北京东城区文化馆三楼的小剧场
就成了欢乐的海洋。台上是老中青几代相声演员
同台献艺，尽展风采；台下则是扶老携幼全家出
动，听相声度周末，其乐融融。作为追随北京周末
相声俱乐部一路走来的忠实观众，同时也作为一
名曲艺理论研究的学者，每每置身于观众席中，总
会被现场的热烈气氛深深感染。作为观众，我要感
谢它曾经带给我无数次的欢笑；而作为学者，我更
要感谢它为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大量生动鲜活的
案例，引发我的思考不断深入。

培养观众

服务百姓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观念的
改变，当前的文艺演出市场可谓百花齐放、异彩纷
呈。本着“给老百姓演出，为老百姓创作，让老百姓
满意”的宗旨，
“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始终坚持弘
扬时代先进文化，传承优秀民族艺术，不以赢利为
目的，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全心全意为老百
姓服务，从而在竞争激烈的文艺演出市场中打响
了品牌，
树立了口碑，
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为相声事业服务、为相声演员服务、为相声
观众服务”是以李金斗为首的俱乐部 9 人工作小
组自成立之初就始终坚持的工作准则。北京周末
相声俱乐部成立 15 年来获得的诸多荣誉和成绩，
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这“三个服务”的工作思路。
与目前国内演出市场的普通中低价位票价

日前,香港话剧团携《亲爱的，胡雪岩》来到
了北京，相比两年前的版本，此次演出更加精致
细腻。该剧在处理胡雪岩的人物刻画和情节设
置时，没有一味地推崇他固有的历史形象，而是
沿着历史的时间线为观众讲了一个平淡而不平
凡的故事。
《亲爱的，胡雪岩》迈出的成功的第一
步便是摆脱了固定模式的剧作手法，比起对于
胡雪岩跌宕起伏的命运的刻画，香港话剧团采
用了一种更为“平淡”的方式，一如旁观者的叙
述和描绘，让观众感受胡雪岩从白手起家到平
步青云，从肆意张扬到一切轰然倒塌，除去一声
叹息却也欣然接受如此的结局。我们无法涉足
胡雪岩的人生，却能够通过这部作品陪着他一
起看着生命在几十年内的兴亡起伏。
作为那个时代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有四个
关键词：勇气、远见、激情和偏执。他识人辨才，
富有远见卓识。年轻的时候在酒馆里二话不说
掏钱救下了被他人压制欺负的赖老四，挪用公
款资助毫无交情的王有龄，发家致富后满怀激
情大胆投资钱庄药庄，并为左宗棠提供军用资
金。这里需要特别提及的是，该剧从来没有展
现胡雪岩所作所为的原因，观众们看到的只是
胡雪岩的一个决定，事情的一个结果，而无法看
广

80－100 元相比，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20 元一张
的演出门票确实相当便宜，而且“物超所值”。因为
在每周六晚的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观众们可以
完整地欣赏到六至七段相声的现场演出，在开怀
畅笑中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在文化馆一楼的售
票处，经常能够看见许多观众刚刚走出剧场，就迫
不及待地购买了下周的演出票，可见俱乐部的吸
引力有多大。
这里不妨摘录一段出自我的调研笔记中的一
个细节。2003 年 12 月 6 日，李嘉存、李金斗表演了
一段传统相声《哭四出》。这次难得的合作原本就
出乎观众的意料，当李金斗站在捧哏的位置上时，
台下已经掌声雷动。更绝的是当演到捧哏的劝逗
哏的别看苦戏了，免得哭坏了身子，李嘉存这时来
了个“现挂”：
“不行，我花了 20 元门票钱呢！”顿时
赢得满堂喝彩！
可以说，观众的掌声和笑声里，既有对演员高
水平演技的肯定和赞叹，也包含了对俱乐部始终
坚持低票价服务观众这一宗旨的认可和嘉许，如
此热烈的现场效果可谓意义不凡。
15 年，对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而言，是传承
与创新、积淀与奋进的精彩历程。在这里，你能充
分体会到相声演出格外讲究的现场交流与互动，
能够了解传统相声对世态人情的细致描摹，能够
感受到许多原创作品对当下生活的艺术再现。最
难能可贵的是，在这里，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熟悉的
面孔，从那些发自内心的畅快的欢笑声中深切体
悟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重要性。

评

锤炼队伍

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既是老艺术家的示范舞
台、新节目的试演舞台、青年演员的实践舞台，更
是相声同行进行业务交流和竞技的大舞台。回想
起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每场演出在节目安
排上的用心之处。例如，经常会特别邀请一两位经
验丰富的老艺术家做精彩的压轴演出，既满足了
观众的欣赏要求，也为年轻演员提供了难得的观
摩学习机会。有时，同一内容的段子由不同的演员
来演绎不同的版本，也会产生极佳的舞台效果，更
为我们深入研究传统相声提供了宝贵的立体资
料。俱乐部的许多老艺术家在恢复传统相声作品
的演出形式之余，还积极修改完善作品的结构与
内容，巧妙结合当代的某些社会现象，嬉笑怒骂，
针砭时弊，赋予了老段子崭新的时代特色，使之传
统却不守旧，规矩而不落伍，体现了他们自觉的创
新精神以及精湛的表演功力，格外值得后辈学习
效仿。此外，还有一些曲艺观众熟悉的山东快书或
快板书及双簧节目，也穿插在每期节目的演出过
程中间，既活跃了剧场气氛，也为这些传统曲种提
供了展示的机会。
15 年来，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相继为多位老
艺术家举办了专场演出，许多精彩的瞬间被定格
在了影像中，也深深镌刻在了观众的心目中。而从
这里成长成熟起来的中青年演员更是不胜枚举，
很多都已是当下深受观众欢迎的新一代“笑星”，
而由他们创演的那些在全国各类赛事中获奖的优
秀作品，正是在俱乐部的演出中首次面对观众的
评审，虚心接纳观众的反馈意见，并在不断的演出
过程中反复进行加工修改，从而使其不至于成为
仅仅在电视中露过一面随即便销声匿迹的一次性
产品，最终成为具有一定艺术水准的保留节目。

相声的净土

百姓的乐园

我们常说：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相声是
老百姓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之一。不过，结合我
自己这些年来深入各地相声小剧场的调研结果来
看，固然有令人振奋的一面，但同时也有不尽如人
意的诸多问题存在，比如作品原创力的缺失，表演
上的随意性，以及过分迎合部分观众的欣赏趣味，
尤其是无视观众席中的妇女儿童的心理承受能力
等等，都亟需引起所有相声从业者的高度重视。好
在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的所有演员们都能严格遵
守“演员守则”，始终以严谨的创作态度和健康的
舞台形象面对观众，自觉抵制庸俗、低俗、媚俗的
不良风气，摈弃杜绝一切不符合时代审美要求的
低级趣味的笑料，因而，我愿意称之为——相声的
净土，百姓的乐园，其实这也反映出北京周末相声
俱乐部团队的艺术追求和自信。

香港话剧团话剧《亲爱的，胡雪岩》——

跌宕的命运 明澈的心灵
□田雨鹤

了一种超现实的元素。其实
鹿的形象在剧中贯穿始终，从
一开始，刘守正饰演的赖老四
便在舞台中央舞弄一只“鹿”
的皮影，但直到祭鹿仪式和结
尾的呼应，观众才恍然大悟。看着那头被当做牺
牲品的鹿，胡雪岩精神恍惚，说自己就如同那只
鹿一样，任人宰割不能自已。在历史的潮流中，
他的雄心壮志与彼时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或许
里面还掺杂了一丝无奈。当胡雪岩变得一无所
有，再次拿起那只鹿的皮影时，观众可以看到那
只鹿在草原和高山尽情奔跑，迎着远方的太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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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疲倦地前进，到这时我才感受到，胡雪岩也许
渴望自由与肆意，他想要在动荡的时局中成就自
己和国家，可是命运却没有给他那么多的时间，
他翻过了无数的高山，却还是倒在了注定的时间
下，他有错，社会有错，国家也有错，但是，我们除
了看着发生的一切，还能做什么？
《亲爱的，胡雪岩》故事一气呵成，饱满而又

生动。我并不认为这是一部完全严肃的历史正
剧，它既有胡雪岩发迹后毁灭的悲剧基调，又有
温暖并令人启发的精神，它显示出胡雪岩想要
担负国家和历史重担的觉悟，在不断地变化中
自省与感叹，直到接受现实。剧中，有一个短暂
的场景，大家围绕着胡雪岩，看着头顶上方，电
灯一下一下照亮了舞台，这个外来的、陌生的事
物暗示着中国正在发生变化，胡雪岩望着它，心
里也许是无奈和不解，也许是不甘，他希望再赌
一次，可是他输了。正如左宗棠倒下后给他留
下的话：
“ 这个国家已经不再需要我……生来两
手空空，死去两袖清风”。当一切消逝，他收拾
行囊准备离开自己的家时，有人出重金想要购
买他最初的药店横匾，那块承载他意气风发和
情怀的横匾，他却轻笑一声拿来补船之用。
拿得起超越历史的勇气与胆识，也放得下
出离社会的严酷与颓然。加缪说：
“ 在这脆弱的
世界中，一切有人性而且只包含人性的东西都
具有更加生动的意义。”我相信观众看到的不
只是两个半小时中一个又一个的戏剧场景，还
有历史的真相，还有它所呈现出的复杂又生动
的“人”的意义。时间积累下来的精神与力量将
在某一个瞬间争先恐后地迸发出来。

告

宁夏文联主管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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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三农”主题农村题材电视剧《黄土
高天》，讲述了以张天顺、秦学安、赵秀娟、秦田、秦奋为代表的三代
农民和农村干部，以经历者、践行者、见证者的身份在改革开放 40
年的伟大变革中，为追求美好生活而艰苦奋斗的故事。
40 年来，农村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果，
《黄土高天》聚焦“一号文
件”、一个家庭、一个村庄，用细腻的笔触绘就农村改革画卷。剧
中，丰源村由一袋面的“饥饿”矛盾到智慧农场、光伏农业，从窑洞
到小洋楼……衣食住行面面俱到，各方面变化折射农村质的飞
跃。它将一个家庭的命运融于时代潮流，秦学安一家在改革中勇
立潮头，敢想敢拼，让梦想与时代共振，他们是万千农民追梦逐梦
的缩影。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免除农业税，再到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和乡村振兴，农村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
的转变，农民也在这些政策下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发展平台。农业
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黄土高天》谱写了新时
代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奋斗，
《黄土高天》
塑造了秦有粮、秦学安、秦奋三代人的不同农民形象，以此呈现小
我在改革浪潮中的自我实现与价值追求。从固守土地的小农思想
到新型职业农民的大势所趋，三代人思想的变化折射出农村改革
40 年以来的农村新面貌。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循规蹈矩是秦有粮、张天顺这一代传统
农民代表的农业发展观。他们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扎根于土
壤，收获春花秋果，不冒险、不盲从，坚守初心。时代洪流裹挟下，
有人顺流而下，就有人逆流而上，这便是秦学安。秦学安身上有典
型的西北人特征，热血有拼劲，不服输不言弃。作为村支书，他带
领着村民分地、办工厂、搞改革，是丰源村改革发展中的灵魂人
物。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作为农村改革的先锋派，秦学安尝尽了
质疑与嘲讽，他却拼尽全力带领着村民在时代巨变的潮头与时俱进。在他身上不仅
有农民的创新精神，也有农村基层干部沐风栉雨、攻坚克难的精气神。
“ 博学之，审问
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治学的标准，也是实践的准则。剧中，作为新农民
代表的秦奋，留学学习农业技术，因地制宜，以国际化的视野践行着绿色发展观。土
地是三代人共同的情结，即使思想不同，他们依然在这片热土上追逐着属于广大农民
的中国梦。
以百姓之心为心，以百姓之事为事，剧中，村支书秦学安、调研组陈组长、大学教
授褚建林等始终坚持着为民情怀。秦学安致富不忘家乡人，种草药、学改革，一心为
村民着想；作为政策起草的参与者，陈组长秉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农村
改革建言献策；褚建林身居高位，心系农业，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和为人民服务的原
则。他们从实际出发，将维护农民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破解制约农业发展的重
大问题和深层矛盾。
《黄土高天》不仅关注底层小人物，而且展现出决策者“严以用权，
利民为民”的作风，这不仅是党员的坚守，也是农民的期待。
从解决温饱的三农问题，到走向小康的致富之路，再到践行绿色发展观的新型职
业农民，
《黄土高天》系统展现了 40 年来农民、农村的进阶成长，以小人物书写时代运
势，为农民抒怀，是一部难得的农村题材优秀作品。
（央 闻）

点

透和猜测背后的缘由。剧中，胡雪岩扬言：
“如
果 国 家 一 定 要 一 个 神 ，这 个 人 为 什 么 不 能 是
我？”也许正因为这样才显示出胡雪岩异于常人
的胆量，也可以看出他成就一番事业的固执和
偏执。时局巨变时，胡雪岩对阿香说，
“ 我是一
个会融化的雪人，我终于看到我自己。”这简单
的一句话，胡雪岩不再是一个奋不顾身的商人，
而成为了一个人。
二度创作也是这部戏的一大特色。舞台上，
除去正常的白光，红蓝为主的变化光，中央圆形
的高台，都显示出一种微妙的仪式感，尤其是在
胡雪岩开设药庄时的“祭鹿仪式”更为演出平添

电视剧《黄土高天》：

注

——有感于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成立十五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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