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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剧《生命》取材于上世纪 90 年代姜安的小说《走出

硝烟的女神》，属于红色题材。接手这个题材后，我告诫自

己要敬畏这样的题材。对待这类题材，首先要匡正观念，回

归常识，清醒地认识到戏剧创作就是写人的艺术，要体现

人物的命运、性格。主旋律题材和别的题材在写作方法上

没有区别，最正确的路径就是对材料进行深入的开掘，寻

找那些最真实、最感人的东西。

我喜欢这部小说。女子从军，古已有之。过去表现战争

中的女性，更多是展现一种“谁说女子不如男”的豪迈，而

女性的特征则被战争磨砺得粗糙和模糊了许多。但这部小

说所注意开掘的，却是战争中女人的坚韧、柔情、温暖。女

性是美丽的，战争却是残酷的，小说在展现战争的残酷后，

又拿女性的美丽照亮这个世界，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人的

暖意。这部小说是一首女性、母性、生命的赞美诗。

小说写了 30 多个人物，戏曲舞台不可能表现这么多

人物，除了女一号陈大蔓的个性相对突出、明晰，对别的众

多人物就要进行选择性重构。这部小说里有着大量精彩的

细节，这是我最感兴趣的。比如，有一个孕妇爱用凤仙花籽

染指甲，我喜欢这个细节。我查了一下，自古以来，女人都

爱染指甲，古代没有化妆品，女人居然找到了凤仙花来染

指甲。指甲对爱美的女人很重要，平时女人染个指甲算不

了什么，但在战争年代，生命随时都可能失去，女军人还坚

持追求女性之美，这就让我感动了。战争摧毁一切美好的

东西，但我们的女战士用红指甲告诉我们，既使是在战争

飓风扫过的废墟上，女人还在美丽地绽放。看到这个细节

时，我就决定要用它。还有一个情节：战争时，一些女军人

被组织动员嫁给首长、战斗英雄。有个女军人就是这样嫁

给了一个她并不爱的首长。丈夫身上有22块伤疤，在战事

平静的夜晚，丈夫就给她讲这些伤疤的故事，讲到第19块

伤疤，她终于真正爱上了这个充满血性的男人。这个情节

我也喜欢，它让我看到了那个特殊年代特殊的爱情，看到

了那个年代女人对男人的情意。这部小说还叙述了红军时

期的一件事：中国共产党前期领导人之一邓发的妻子在敌

人追击时要分娩了，董必武找到第五军团的军团长董振堂

说：“女红军正在生孩子，请务必顶住敌人的进攻！”“孩子

多长时间生出来就顶多长时间！”董振堂把这一命令传达

给三十九团。可孕妇难产，生了两个多小时，枪声炮火中，

一个个成年生命在用死亡争取时间，等待一个婴儿的新

生。之后，董振堂面对“为一个孩子让一个团打仗”的埋怨，

勃然大怒：“我们今天革命打仗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他

们的明天吗！”小说虽然只是简单地叙述了这件往事，并没

有把它融入情节中，但这件事让我极其震动，红军历史上

有过如此感人的事，我为什么不能把它融入剧情中，告诉

今天的观众呢？我大胆地把这一情节给了陈大蔓，找到了

这个事件，就找到了一号人物的动作，找到了全剧的高潮。

我就是用这些细节、事件去结构全剧，塑造人物。在写作

时，我只沉浸在那些让我感动的人和事中，跟着笔下的人

物走，从不考虑这个题材属于什么类型。

在离开戏曲舞台十多年后，我看到了张曼君导演的许

多现代戏作品的录像，我没有想到，这些年戏曲舞台发生

了这么大的变化，或者说，是这个杰出的导演创造了一种

极具个人风格的舞台表现形式，给戏曲现代戏的舞台注入

了强烈的形式感、现代感、时尚感。她在现代戏中巧妙地把

戏曲表演程式进行现代化、生活化处理，产生了一种写实

艺术无法抵达的诗意之美，并赋予小小的舞台无限的想象

力，无限的自由。

初稿出来后，我就与导演对剧本的修改进行多次研

讨，将导演的构想注入剧本中，使一、二度创作尽早地融

合，在力图表现人物更鲜活的性格，更深刻的主题的同时，

赋予这部现代戏强烈的舞台形式感、更丰富的舞台想象

力、更浓郁的诗意。这样的合作极其艰难，剧本前前后后修

改了12稿，但这样合作的结果，使剧本在创作中就和二度

创作达到一种通达的状态。我认为一度和二度这样的合

作，对现代戏尤为重要，因为现代戏有可能在结构、风格乃

至信息量上都大大不同于古装戏，一度二度必须进行创造

性地合力，才有可能突破传统的思维定势，抵达最佳状态。

戏曲不但要重传承也要重创造，导演们的创造性也能

推动戏曲文学的发展，而我们编剧要做的就是积极地和导

演互动，让戏曲现代戏的舞台更美丽。

让戏曲现代戏的舞台更美丽
——闽剧《生命》创作谈 □陈欣欣

由福建省文化和旅
游厅出品，福建省实验闽
剧院创排的闽剧现代戏
《生命》紧贴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周年、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等
重大时间节点，是一部讴
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
民、讴歌英雄的红色题材
作品。该剧由陈欣欣编
剧，张曼君导演，周虹、陈
琼、江忠岩、肖翠云、倪爱
民、林杰、曾志辉等主演，
作为福建省艺术精品创
作机制“火花茶会”策划
的重点剧目，取材于姜安
的长篇小说《走出硝烟的
女神》，讲述了在新中国
诞生前夕，一支由 50个
怀孕女军人组成的特殊
队伍，在队长陈大蔓的带
领下，冲破敌人的围追堵
截，历经重重艰难险阻，
在战火中生下50个与共
和国同龄的孩子，在惨烈
战争中创造生命奇迹，以
生命呵护生命，以坚定信
念迎接新中国的诞生的
故事。

闽剧《生命》主题的开掘不仅对闽剧，对整个

文艺创作都有启示意义。该剧视角独特，题为《生

命》，就是要写战争与生命、战争与人的关系，通过

史诗般的解放战争中的故事来结构情节、塑造人

物，揭示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刻内涵，彰显人性中最

真实的东西，这就是剧作家陈欣欣根据原著所想

要表达的。许多作品在处理这样的题材时离开了

党所倡导的历史观和文学观，似乎走入了歧途，把

革命战争的革命性同人性对立起来，把人的生命

意识同人的革命理想对立起来。但是这部作品的

价值就在于它正确地站在历史观、美学观的立场

上，深刻地表现了战争与生命、战争与人的关系，倡

导生命意识，这是该剧在题材开掘上的新意。

剧本不仅在题旨上，在结构上也独具匠心。第

一场是授命，授命的中心是表现主人公陈大蔓，这

个人物性格倔强，战争这个严酷的环境把她锻造

成了一个不像女人的女人，她缺乏女人味、女人的

情怀，成了一个“假小子”。她的行为习惯和行为准

则是一切以战争胜负为准，此外都不考虑。陈大蔓

出场时对于这个孕妇队是不理解的，对这些孕妇

是有看法的，她唱道：“战火中还忙着当妈当娘”，

这是全剧的点睛之笔，表现了大蔓的精神境界和

精神高度，这个境界是战争对正常女人的性格扭

曲，是严酷的战争环境造成的。她转变的关键在冰

姑，冰姑的出现说服了她，她勉强接受了任务。冰

姑关键的台词：“她们中的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丈

夫已经牺牲，她们怀的是烈士的遗孤！”这句话不

仅打动了台上的演员，也打动了台下的观众，是很

有说服力的，表明为什么要重视这些孕妇，这是共

产党人的生命意识。

第二场戏是出发，引出来的关键人物是军医

徐松，然后再引出刘雪鸣，这两个人物显然是精心

设计的。徐松带来国民党军队对共产党人的看

法：“共产党怎么会有这样的女人？”但是他是真心

投诚过来的。刘雪鸣是富家女、知识分子，这两种

人从两种视角看待陈大蔓的人性，看待陈大蔓对

生命的观念，多个视角去看，增加了这个作品的丰

富性。

第三场戏就出现了很重要的、核心的托物言

志的东西——背包。因为她们对待背包的态度是

不一样的。刘雪鸣有刘雪鸣的态度：背包里装着我

孩子的东西，那就是我的未来我的命。但是大蔓很

清楚，那些妨碍行军的、影响战争的、会危及你们

生命的包袱，必须扔掉。这就产生了戏剧冲突。背

包成了“托物言志”的“物”，背包背后不同的情字

得到体现，所以要在背包上做文章，看待不同女人

对背包的态度，又更进了一层。

第四场戏展示了恋情，郑强对大蔓久有恋情，

大蔓开始对他几乎是不屑一顾，这里的关键就是

李大脚出场了，李大脚带出了戏，带出了她和猛虎

团团长丈夫的感情，以及她对老潘的猜忌。尤其从

李大脚又引出了第二个托物言志——染指甲。这

个细节选的非常好，“染指”这个词本身有双关意

义，李大脚有一句非常关键的台词：谁闹着玩啊？

染指甲的手照样拿刀拿枪杀敌人！求美之心人皆

有之，战争环境里面女人也是爱美的。从背包到染

指，后面是典型的事件——羊肉汤。熬羊汤已经开

始表现大蔓精神的变化，表现了大蔓女性细腻的

一面，她告诉郑强“你要熬烂一点给孕妇吃”。这里

通过郑强一句重要的台词来肯定她：你的心挺细

的嘛！“羊汤”也是托物言志的，困难的战争环境能

打一只野山羊熬汤，在物资匮乏的情况下给孕妇

补充营养，写得非常好。但是这里又引出了刘雪鸣

的不适应，孕妇有反应，觉得羊肉汤有膻味，一下

子把一碗羊汤给洒了。这些情节都是人物性格发

展的历程，妙就妙在这里。该剧靠情节取胜，不仅

通过情节来展示人物性格的发展史，而且展示人

物形成性格的社会关系的发展史。通过徐松把国

民党一方带进来，通过刘雪鸣把不同阶级地位的、

不同成长经历的人带进来，把不同的关系都汇聚

到战争环境中来。

第五场是带着浪漫主义的色彩与腹中胎儿对

话，不同的女人跟自己的胎儿对话，中心都是讲你

爸爸在为新中国奋战，表现出了这些孕妇的理想、

情操、信仰、情怀。对话完后引出司令跟冰姑的感

情，伤疤也是托物言志的，讲伤疤讲出了战争时期

女人对男人的情义。这些事情一层层出来，促成了

大蔓这个人物精神轨迹的转变，逐步揭示了她人

性深层的东西和她精神追求的高度。

第六场戏是典型地在李大脚身上做文章，写

李大脚用特殊的方式御敌，她一边打枪一边生孩

子。剧中李大脚用实际行动表现她的人物性格，她

真的是用染着红指甲的手在打敌人！在她终于生

了个儿子时，剧情发生大转折，她得知心爱的丈夫

牺牲了！剧情首尾呼应，因为第一场戏就讲了她们

中有的人丈夫已经牺牲了，但是要保密，最后讲出

来潘团长牺牲了。所有的这些造成了令人信服的

大蔓思想的转化，大蔓本来就是个英雄，现在成了

个巾帼英雄，变成了一个有情有义、有情怀、有担

当、有人性、有关爱的大英雄了。

张曼君导演找到了表现特殊题材的特殊形

式，整个舞台表现很自然流畅，整个艺术的基底是

和谐的。希望这个戏精心加工，成为福建省实验闽

剧院的一部保留剧目，成为一部现代戏创作中能

够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的好作品。

彰显战争中的人性光辉
□仲呈祥

导演张曼君在现代戏创作的艺术成就，已经随着她一

系列的优秀力作被高度关注。在数十年的艺术创作中，张

曼君已经从舞台表演者发展为舞台整体的布局者、创造

者。作为表演者，她最熟知一个演员转化为角色形象的人

性动机；作为导演，她最关注人在舞台上构成的场面铺排

与境界的活态表达。应该说，如何让空旷的舞台充满生命

的韵律与动感，已经成为张曼君艺术创作的至高理想。或

者说，张曼君的戏曲创作始终围绕着生命的表达，始终聚

焦着生命的成长，始终深掘着生命的质感。

张曼君的这种生命戏剧观在闽剧《生命》中得到了淋

漓尽致的舒展。《生命》叙述在解放战争即将结束之际，一

支由50名孕妇组成的特殊军人队伍辗转行进，在战火硝

烟中保护生命，迎来新政权的曙光。正如剧名所标识的

“生命”二字，既包含了生命个体和群体的特定具象，也包

含了寻求一线生机的特定动作，该剧设定的“走啊走啊，

急急赶路；走啊走啊，餐风宿露”，渲染的正是在战争威胁

中特定群体的生存状态，而行走中的人——陈大蔓和她

带领的孕妇部队，就在生死之间展示并掂量着彼此各自

不同的生命状态。剧中的陈大蔓是一个在战争中受过伤

害的女性，“我不是女人是战士”的自我设定，在英武纯粹

的表象之外，掩藏了她的苦难和自卑，也掩藏了她出于常

情的女性本然。而剧中的孕妇队成员很多又是部队干部

的家属，她们充沛的人生阅历和丰富的情感体验，以及她

们的家属配偶在战场上的随时牺牲，都让这批孕妇在危

难中拥有了更加细腻饱满的个性表达。由此，在一个女

战士与一群女性、在普通战士与部队干部、在可见的人际

纠葛与即将出世的纯粹生命之间，人的情感、思想、观念

都在随时碰撞并迸发出极具戏剧性的转变。剧中主题歌

聚焦在福建民间对孩童的爱称“命”上，一字双关，既针对

剧作所涉孕妇保胎的情节构成，也突出剧作题旨对于先

天禀赋的人性张扬，以浓郁的乡土风格高扬对生命的礼

赞。主题曲用母子天然的血缘亲情来展示女性的生命力

量，让剧中所有人际关系都围绕着对“生命”进行孕育、维

护这一人类普遍价值。

剧中的孕妇队在战争中本属弱势群体，必然面对战

争带来的伤害与痛苦，她们随时会失去朋友、亲人、孩子

乃至自己的生命。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她们的社会身

份“解放军战士”、“中国共产党员”等，让她们的生命风采

在面对生死抉择时，充满了更多的从容、无畏、果敢、坚

定，与她们面对即将出生婴儿所具有的温情、犹疑、忐忑、

恐惧，形成截然相反的生命色彩。剧终面对敌人的追堵，

孕妇队用群体的生命涅槃诠释了她们对骨肉、对亲情、对

新生的国家的生命理想。应该说，剧中的这一特殊群体

在极端环境中的坚定信仰与革命意志，表达着对生命的

尊重、理解和维护，“生命”经由生命个体成长而具备了对

新的国家的礼赞。

闽剧《生命》秉持着对于生命意志的多重探索，通过对

陈大蔓与孕妇队艺术形象的张扬，别具一格地展示了对于

革命现代戏的重新发现和重新塑造。该剧舞台结构采用

双线叙事，一则重在孕妇队的行走，从她们作为干部家属

的印象中，焕发出革命女战士、革命母亲的群体风采；一则

重在陈大蔓的蜕变，从性格孤冷的女战士定位中，实现她

从自我封闭向丰富开放的转变。前者在孕妇队中强化群

体形象的个别渲染，其中的刘雪鸣、李大脚、冰姑身份气质

各异，在母性的共通表达中，展现各具情态的革命情怀；后

者在陈大蔓的心理、情感、事业中多元开掘，呈现她在女

人、战士角色定位中的女性回归。两条线索相互推进，共

同臻于生命的表达。穿插其间的多元空间转化和意识流

的交叉重叠，共同构成舞台上饱满的视听印象。

《生命》的现代舞台呈现传达着张曼君借由舞台艺术而

赋予生命再现的生命戏剧观。剧作依然体现着她惯常的女

性立场、草根视角和生命价值，但更加成熟地填充了多元的

人性开掘、情感体验和心理把握。这种成熟的艺术表达为

革命现代戏赋予了更加深沉的生命理想和表现逻辑，让革

命现代戏所包含的“革命”和“现代戏”，同时具备了现代质

感和当代审美。应该说，该剧的成功表明了革命现代戏实

现了以人性、情感、心理为内容的生命观在艺术中的深度表

达，创新了戏曲文本、舞台艺术的表达方式。

福建省实验闽剧院多年来的创作基本通过古装戏来

呈现其艺术个性，现代戏《生命》无异于对剧种、剧团传统

的艺术嫁接，而对于如周虹这样擅长古典表演的演员而

言，必然会带来形象气质的差别。事实上，当《生命》成功

搬上舞台，并持续进行精品打磨之时，这样的顾虑显然已

经不复存在，演员因此而拥有了多元驾驭舞台形象的能

力，剧院因此而拥有了表现多元题材的艺术储备，剧种因

此而拥有了面对现实生活的艺术扩容。这也意味着，张曼

君在闽剧《生命》中的艺术观与艺术创作手法，已经可以作

为现代戏创作的一种成熟原则，在创作中被普遍适用。

张曼君的生命戏剧观与《生命》的现代表达
□王 馗

“走啊！走啊！”“命啊！命啊！我的命！”一群怀了

孕的女战士艰难地、又是顽强地向前行进。这是一场

特殊的战斗。三大战役打响了，为了保护50位母亲

和即将诞生的孩子的生命，上级指示，要她们离开硝

烟弥漫的战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怀了孕的妇女

本来行走就不易，现在有敌人的围追堵截，50个人

出身经历不同，身体状况不同，各有不同的要求和想

法，难以步调一致，更增加了行进的困难。队长陈大

蔓从不愿意承担这样一个任务，不理解这群妇女，到

不顾一切困难带领她们跋涉，最后胜利完成任务。

50位母亲生下50个孩子，生命之花在硝烟中绽放。

这是一首何等壮美的史诗。

中国人民经历了长期的革命战争，做出了巨大

的牺牲，有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这也为文艺创

作提供了不竭的源泉。几十年来，各地的剧作家、艺

术家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很多新

的成果。闽剧《生命》是一个新的突破。剧作家陈欣欣

继续了此前她创作京剧《山花》视角独特的艺术特

点，导演张曼君积数十年执导革命历史题材戏曲之

经验，对这一段特殊的战争生活做出了诗意的解读。

战争本身是一场生死较量，在战争的环境中怀

孕、生孩子是不相适宜的，陈大蔓因此对准妈妈们心

生抵触情绪。但从根本上说，战士们的流血牺牲正是

为了母亲和孩子的幸福和安宁，孩子的诞生不啻是

革命战争的颂歌。福建的女人们把孩子叫做“命”，这

具有地方特点，又反映了普遍的母亲的心。她们一路

上唱着“命啊！命啊！”前行，这是她们不畏艰苦的动

力，也是她们意识到的自己的使命和担当。她们怀的是革命的后代，

也是人类得以延续的根苗，为了“命”（孩子）她们可以拼上自己的命。

她们能够在艰苦的征途中保持昂扬的斗志和乐观的精神。与硝烟炮

火相比，她们是柔弱的，但她们所体现的生命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在

与险恶环境的强烈对比中，更显出她们最美的人性和最美的心灵。

这是一部“群戏”，一群演员或整齐或参差的行动构成了一幅幅

真实的又是洋溢着诗情的画面；同时，在群戏中又着重表现了几个人

不同的性格。身体粗壮的李大脚（倪爱民扮演）性格也很豪爽，她直白

地表示对丈夫——猛虎团团长的爱，她要给丈夫生下儿子以传宗接

代，为此她烧香祷告，这些似乎“落后”的思想观念也是可以理解和令

人同情的，在与围追的敌人的战斗中，她一边开枪一边生下儿子，这

是一位生命力强悍的可爱的女战士。“洋小姐”出身的刘雪鸣（陈琼扮

演）身体瘦弱，感情纤细，与这支队伍有些不协调，但她努力保护好腹

中的孩子、赢得这次特殊战斗的决心与大家是一样的。在受到奚落

时，她一度动摇，想离开大家自己走，但当她发现敌人时，便不顾个人

安危，唱起“命啊命”，向战友报警。对她曾抱有成见的陈大蔓对她有

了新的认识；我们也从这一行动中看到她不愧为革命战士的品质。

主人公陈大蔓（周虹扮演）是一位成长中的英雄。她在战争中长

大，战争使她认识到要赢得胜利，就必须摈弃一切婆婆妈妈的东西，

使自己变成与男人一样的人。“我不是女人是战士”，她对那些“战火

中还忙着当妈当娘”的女人们心生反感。撤离战争环境行动的要求与

保护孕妇所需要的耐心是相悖的。快跑可能造成流产，不快跑就会被

敌人追上；准妈妈们为孩子准备了各种物品，但本来就很困难的行军

怎可以带那么多行李？身负重任的大蔓常常要急躁是可以理解的。但

这次特殊的行军不但锻炼了大蔓的意志，而且使她逐渐懂得了姊妹

们，认识到母亲的伟大和女人的神奇。在雪鸣唱歌报警之后，她不但

拼死救起雪鸣，而且替雪鸣背起她自己都想丢掉的背包。“娘奔死来

儿奔生”的场面深深地感动了她，她抱起别人的孩子，也哼起“命啊

命”那首动人的歌。周虹的表演使我们看到这一女战士成长的过程。

女性剧作家和女性导演有很多细腻的笔触，李大脚的染红指甲

一时带动了所有的孕妇战士，她们纷纷情不自禁伸出染红了指甲的

双手，“就像那红杜鹃漫山遍野迎东风”。准妈妈们听到腹中孩子动时

那种欣喜，与腹中孩子说话的幸福感，这些描写都表现出生命与美，

生命与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残酷的战争、艰苦的环境泯灭不了人

的最美好的感情。

看闽剧《生命》，使我们更加理解女人、母亲、战争中的女人、福建

的女人。刚从国民党部队投诚过来的军医徐松开始不理解大蔓及部

队的行动，经过一路行军，他认识到“这是一支最珍爱生命的队伍”。

看完全剧，我们对革命、对革命队伍，对生命也有了新的理解和感受。

“用生命呵护生命”，“用生命迎接新的生命”，闽剧《生命》具有象

征的意义，母亲们唱道：“给你血给你肉造一个小日头，照亮天照亮地

晒暖娘的心！”这是母亲的颂歌，也是革命的颂歌。舞台上一轮红日冉

冉升起，战士们用生命迎来了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一群蓬勃的新生命

与共和国一起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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