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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应新时代戏剧人
对于戏剧本质的反思
——评北京人艺新版话剧《名优之死》

□胡

薇

北京人艺新版话剧《名优之死》以其在主题上的重新萃取和提炼、舞台表现形式上
的融会与创新，不仅是一次有益的话剧民族化探索，也开掘出了《名优之死》独特的艺
术价值和创作意义。如能在目前舞台技术手段的使用中再做些减法，在话剧结合戏曲
元素的构架中更为节制地将之运用于点睛之处，紧紧抓住戏的指向聚焦于对戏剧本质
的追寻，着力于突出话剧自身的强项、焕发戏剧自身的张力，必将事半功倍。

前后 5 年，从《起飞在即》到《追梦云天》，是大飞机的起飞，也是上海话剧人的一次痛
苦而快乐的起飞。我们深知，创作工业题材话剧的艰难，更明白大飞机话剧的难上加难。
如何让几乎绕不开的科学技术难题的拦路石化解，如何让人物更鲜活，让作品更艺术更
戏剧，
《追梦云天》给出了它的答案。

一次痛苦而快乐的起飞

毛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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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冲突，集中体现在唐瑛和许新华之间。前者是大
飞机的设计生产方，后者是大飞机的验收审定方。
这样一来，虽然抱着共同的理想信念，但在理想信
念的实现过程中，仍然免不了因为个性、岗位和各
人语境的不同，而产生激烈的冲突。许新华在每一
次试验中都展现了自己的理性、严谨的职业精神
和个性特点，
“我决不允许任何一个人在中国制造
的飞机上出事！”作为副总设计师唐瑛，她带着满
腔的激情回到商飞公司，就是为了实现“带领中国
的大飞机走向成功”的理想。经过一次次的交锋，
他们终于在老师郑天行公寓的餐桌旁，完成了感
性和理性、激情与严谨、坚持的我和追逐的你的结
合同一。其中值得玩味的还有让人纠结不已的两
人感情世界合—分—合的过程。毫无疑问，这是一
部地地道道的中国故事。但在剧中中国故事是具
体的，是以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商飞人为个体单
位汇成的波澜壮阔的叙事洪流。而不是大而无当
的抽象存在和空洞概念。作为一部内容非常“硬
核”的戏剧作品，
《追梦云天》不仅让我们比较完整
地看到了办公室、车间、机场里，设计、讨论、生产、
起飞，失败、成功的那些时而冷峻、时而热烈，时而
只听到图纸翻阅声的寂静、时而发动机呼啸轰鸣
令人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而且触摸到了丰润的
人性。大国工匠谦和坚韧的职业操守，首席试飞
员高子健视死如归的刚强和内心的种种柔情，恋
□
人、总师助理杜小雪面对枯燥计算时的淡定和对
高子健每一次试飞提心吊胆的躲避。这是一群把
家国情怀变为中国大飞机在蓝天自由翱翔万无一
失的英雄，又是有着活生生血肉情感的普通人。他
们的故事就是一部因为理想“崇高而疯狂而美丽”
的传奇。
我观察过现场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反应，
他们的情绪似乎能穿越复杂的技术走进主人公的
心里，为之紧张、担心、欢欣。事实上，这部戏的舞
台样式感和所呈现的硬核的前沿内容很贴切。舞
台装置几面巨型的让观众有黑科技感的冰屏，积
极地呼应投入到戏剧过程中。它们自由灵动地切
换空间，真实、科技、感性地再现了大飞机研发、试验、制造的
办公室、车间、机场的情境和气氛，让起飞、震颤、穿越云层、
大雪纷飞、寒风凛冽，身临其境地展现在观众眼前，而且不时
地回应着人物内心情绪的微妙变化。
在 C919 直冲云霄的矫健身影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的起飞，那么艰难，那么波澜壮阔，充满了汗水和
艰苦，挂着痛苦和喜悦的泪水。前后 5 年，从《起飞在即》到
《追梦云天》，是大飞机的起飞，也是上海话剧人的一次痛苦
而快乐的起飞。我们深知，创作工业题材话剧的艰难，更明白
大飞机话剧的难上加难。如何让几乎绕不开的科学技术难题
的拦路石化解，如何让人物更鲜活，让作品更艺术更戏剧，
《追梦云天》还有加工的空间。我相信，
《追梦云天》一定能让
下一次起飞升到新的高度。我们期待看到，蓝天下一颗颗飞
着的英雄心。

—话剧《《追梦云天》》
—观

经过 5 年的潜心创作，从 2016 年上演的《起
飞在即》到 2018 年上演的《追梦云天》，上海话剧
艺术中心无数次深入商飞公司，深入到商飞人航
空人的心灵深处，采撷他们精神世界深处一颗颗
璀璨的珍珠，锲而不舍地以大国工匠的精神，反复
修改加工打磨以商飞人、民航人为主角，以中国大
飞机研发制造为题材的话剧，让我们在剧场里再
次被他们平凡而伟大的壮举而感动。
制造商用大飞机是中国几代民航人的梦想。
从 1970 年大飞机运十项目的立项到 2009 年 190
座级 C919 客机立项，其间 40 年斗转星移，世事沧
茫，惟一不变的是中国航空人矢志不渝的飞上蓝
天自由翱翔的梦想。正像最后一架运十机身边丰
碑上书的大字：永不放弃。它承载的也是一个人类
历史最悠久的古老民族的梦想。从屈原瑰丽的《天
问》，到“嫦娥奔月”的浪漫想象，再到敦煌石窟衣
裾飘飘的舒展飞天，终于在 2017 年 5 月 5 日 C919
试飞成功那天，美丽的梦想初步变成了坚实的现
实。上海是中国制造工业基础最为雄厚的城市，作
为共和国长子，总是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主动请
缨，为国担当起一项又一项党和人民交付的历史
重任，几十年风雨兼程，坎坷曲折，始终坚守在中
国自主研制大飞机的最前沿。而支撑上海信心的
则是全国数以万计的民航人，几十所高校，200 多
家企业和 20 多万产业工人不计昼夜的奋斗。可以
说，C919 矫健的机身、展开的机翼，凝聚着中国精
神和上海精神。
《追梦云天》凸显了一个和平年代英雄群体丰
满 的 精 神 世 界 ，而 主 宰 这 个 精 神 世 界 的 核 心 就
是燃烧。大飞机就像一颗永不熄灭的火种，一旦播
到心里就会终生燃烧，漫天火光，烧灼一生。这是
老中青三代人薪火相传的生命接力。老一代航空
人郑天行是新中国第一代飞机设计师、运十副总
设计师，运十的下马重创了老人的人生，但大飞机
始终像一团不熄的火在他心中燃烧。他以 80 高龄
重新出山，给 C919 出谋划策。老工人杜宝根用几
十年来被化学药剂浸得伤痕累累的双手，忍着疼
痛，一次次把几千片应变片挂上机身。中年一代女主角唐瑛
和男主角许新华都是郑天行的学生。唐瑛出国 16 年，但老师
心中的大飞机梦想一直揣在她的怀里，一听到祖国的召唤，
立刻放弃了一切优厚的待遇，像花木兰万里赴戎机，来到商
飞的第一线，立志“第一个做到让中国的大飞机飞起来”。曾
经的恋人许新华接续着导师大飞机上天的火种，铁面无私的
恪守着自己适航审批的神圣职责。而年轻一代工程师杜小雪
从小就缠着父亲，要杜根宝带自己“一起去造飞机”。她和男
友、首席试飞员高子健，还有周围年轻的少男少女，为了大飞
机的共同梦想，远离家乡，牺牲青春，食不香，寝不安，过早地
承受了与自己年龄不匹配的巨大精神压力。大飞机梦想的火
种在时间的纵轴上呈现了一种伟大的前赴后继的生命接力，
在横向上则是设计师工程师、试飞员、技术工人三个群体理
想、信念、行动的叠加，以及叠加过程中的矛盾冲突。这种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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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上世纪 50 年代和 70 年代
的舞台演出版本，北京人艺最新演出
的话剧《名优之死》
（导演任鸣、闫锐），
对田汉原作整体进行了删减增补，以
其在主题上的重新萃取和提炼、舞台
表现形式上的融会与创新，赋予《名优
之死》当下的现实意义，让原作与当下
中国的艺术状况更为有机地结合起
来，着力突显的主题也不再是对黑暗
的控诉和批判，而是将唤醒艺人对艺
术精神的追求以及对艺术本质的坚守
作为了主旨。在融入主创人员自身感
悟和艺术追求的新版演出中，新版创
作理念清晰，在创新突破、演出的整一
性等方面也可圈可点。尤其是以主角
刘振声对艺术理想的坚持与失落，勾
连起原作与当下社会现实的关系，呼
应着新时代戏剧人对于传统、对于自
己所坚守的戏剧本质的反思；舞台形
式上则于整体创作理念中融会话剧和
戏曲，将话剧和戏曲的艺术表现手段
和表达方式有机结合，大量采用戏曲
元素，虚实结合，将写实与写意的表现
方式互为转换，并以诗化的舞台表达
来表现原作极为写实的内容，不仅是
一次有益的话剧民族化探索，也开掘
出了《名优之死》独特的艺术价值和创
作意义。
新版演出将原本写实的内容以饱
含戏曲元素的舞台语汇表达，来表现
诸多心理活动，以多种外化形式的补
充打开和呈现剧中人物的心理空间，
从开场起始贯穿全剧，直至终场时聚
焦的那把孤绝的龙椅。舞台处理不断
将原作内容加以丰富、延展和细化，不
仅有利于对剧中人物性格的刻画与展
现，而且充实了对戏曲艺人整体生存
状态的复原与描摹，为之后三人之间
矛盾的继续激化以及刘振声内心愤懑
的不断升级，做好了铺陈和蓄势，整体

摄影：
摄影
：王雨晨

2019 年第 5 期目录
新时代·新人物·新情感
乡思 ……………… 末 未（苗族）
………………… 石一宁（壮族）
红楼随笔 …………… 匡文留（满族）
春节 ………………… 李伶伶（满族）
种子回到泥土就是回家了
书写满族女性的坚韧与善良（佳作
……………… 弦 河（仡佬族）
点评） ………… 孙春平（满族）
麦浪从远处向我翻滚而来
我的叔叔以勒 … 海勒根那（蒙古族）
……………… 袁 伟（苗族）
一匹叫江洛的马死去 … 泽让闼（藏族）
我把山路扛在肩上奔跑
黑木耳 ……………… 王小忠（藏族）
……………… 牧 歌（壮族）
对手 …………… 索南才让（蒙古族） 本刊新人 酒殇（小说）……… 李卓玛（土族）
央金的天堂 ………… 扎西措（藏族）
直到我看见沸腾的心脏（诗歌）
白云深处 ………… 文美鲜（土家族）
…………… 锁 鹏（回族）
我的金尾驹子们
一株蕨菜的成长史（诗歌）
… 江吾扎克·居肯（哈萨克族）
…………… 李 冼（回族）
梁 雪译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一只燕子在离去 … 连 亭（壮族）
生是为中国 死是为中国（纪实）
给我一双目光 ……… 李达伟（白族）
……………… 卜 谷（满族）
初春·少年 ……… 人狼格（纳西族）
平安绣（散文·
“我和我的祖国”
征文）
神秘面纱下的生命
……………… 刘青梅（土家族）
……… 俄尼·牧莎斯加（彝族） 评 论 佤族文学的崛起与创作的突围
一生好运 …………… 廖献红（壮族）
………………… 袁智中（佤族）
我们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祖国在我心中——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 马泽平（回族） 多语种散文有奖征文”启事

国内邮发代号：
2-206。
每期定价：
13.80元。
地址：
100009，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南沿大翔凤胡同 3 号。
电话：
010-66180356,010-66570580。
邮箱：
mzwx@263.net.cn.网址：
www.mzwxzz.com。

处理细腻而不拖沓。如在第二幕结尾
就是将人物自身心理空间加以放大表
现，以梅先生的经典演出作为刘振声
内心艺术理想具象化的承载体，延伸
着此前本版演出中增加的那段师徒的
对话：徒弟说“唱戏是为了活着”，师父
却说“我活着是为了唱戏”，鲜明地展
现了刘振声对于戏曲技艺最高境界的
追慕与认知。舞台语汇充分展示着人
物心中所认同的境界，也让第二幕落
点于抒情并突出了刘振声“活着为唱
戏”的矢志不渝。
全剧还加重了原作中琴师这一角
色的功能性，令琴师从现场的演奏到
以人物直接参与剧情，以他的乐声和
角色的存在，将规矩、规则予以人格化
的直观外化，成为全剧一条无形牵引
着的线索。的确，中国戏曲的技艺正是
在具体的个人身上实现活态传承从而
一代代得以重新复活于当下的，守规
矩、讲气节以及技艺中所蕴含的精气
神，更是附着在具体的人身上得以体
现。因此，以《霸王别姬》在观众中的知
名度及其本身载歌载舞的表现手段，
虽获得了更为直接的现场效果，却削
弱了琴师在二女吊嗓子练功时作为剧
中人物出现且还要在刘振声离开时肩
负指导、订正的重要戏份，与全剧以琴
师及他的乐声贯穿始终的创作意图缺
失了呼应。
原作中，作为戏中戏的戏曲段落
更多地被作为了背景和情境、氛围的
衬托，侧重点放在对人物关系和人物
情感、戏剧冲突等方面的表达；而新版
的舞台呈现，则是改以大量、大段的戏
曲表演和身段呈现，来表现情节，增加
了舞台的效果和现场的观赏性，并将
主题、主要事件以及人物个性等的表
现与传达，以便于当下观众更易于理
解和接受的方式传达了出来。但是，当

所有的创作意图落实于舞台呈现的过
程中，对于那些在台上正面展现的戏
曲段落，更需注意节奏的把控、截取篇
幅的比例等问题，于舞台的呈现上做
点减法，以免全剧的主旨以及要突出
之处被淹在一些外在形式里，削弱以
戏曲表达来点睛的震撼力，甚至把观
众的注意力从对戏本身的关注引到对
话剧演员表演戏曲的品评上去。因此，
对于戏曲段落的直接呈现，还需精简
凝练，着力于从根本上以话剧自身的
戏剧张力取胜。
综观新版演出的舞台呈现，扩展
深化了原作的许多段落，为现实主义
作品的诗化表达、话剧与戏曲的有效
结合以及名作在当代的演出等方面，
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一些改动和
增减所带来的相应问题也值得深思。
比如，新版演出对于原作合并、删减人
物及情感线索还需考量。如删掉记者
何景明，就不利于全剧多视点的展开
和整体格局的拓展，也给观众造成了
一种刘振声在戏班之外全无知音的印
象。而且，何景明的重要作用还在于昭
示不仅戏班里的人理解刘振声、知道
他德艺双馨，戏班外也有很多人喜欢
和敬仰他。更何况，观众正是从何景明
的台词知晓刘老板“常把不合适的词
改了，年轻观众很欢迎，守旧的先生不
赞成，说他不懂规矩”等等，明示刘振
声并非守旧派，而是一个勇于革新、与
时俱进的角儿。因此，舞台上表面看来
因凤仙要演“新”、刘老板要守“旧”所
产生的矛盾并不成立；而且，也不能让
观众误把刘振声与刘凤仙、杨大爷之
间的矛盾简单化地与要守旧还是该创
新的问题画上等号，而是要厘清叙事
层次，侧重展现刘振声痛心、反对凤仙
被杨大爷之流蛊惑腐蚀得肆意妄为、
不再坚守艺术精神、不再敬畏本应遵
守的规矩。作为一位视艺术为生命的
颇有傲骨的京剧名角，刘振声可以隐
忍生活境遇的困顿，却不能容忍他人
对于艺术本身的亵渎，师徒二人对于
艺术与生活上的追求及情感上的日益
分歧，刺激着他的愤怒一步步升级。
总之，在话剧中结合戏曲手法，应
更注重对于戏曲艺术的内在节奏、韵
律等方面的借鉴，避免喧宾夺主。而新
版演出如能在目前舞台技术手段的使
用中再做些减法，在话剧结合戏曲元
素的构架中更为节制地将之运用于点
睛之处，紧紧抓住戏的指向聚焦于对
戏剧本质的追寻，着力于突出话剧自
身的强项、焕发戏剧自身的张力，必将
事半功倍。可以说，针对新版演出从剧
本人物、台词、行动到舞台语汇以及在
最终演出呈现中所展现出来的各种修
改策略，如能将其间的利弊得失加以
研析，无疑会为今后的话剧舞台上融
会戏曲来拓展现实题材话剧的创作空
间、为探索中国话剧民族化的创新与
发展，提供重要的镜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