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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点评

中国当代歌剧与儿童剧同出一源，一般皆认为，20世纪

20年代黎锦晖创作的儿童歌舞剧《小小画家》《麻雀与小孩》

等作品的出现，标志着这两种舞台样式的诞生。不知从何时

开始，本是同出一源的两种舞台表演样式开始分道扬镳。从

新中国成立初期到上世纪80年代，儿童剧更多借用话剧作

为自己创作演出的主要表现手段。进入上世纪90年代，随着

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更加多元和丰富的文化样态涌入舞台表

演艺术，载歌载舞的表现样式重回儿童戏剧舞台。新世纪以

来，儿童剧为了满足观众所需，不断地进行着自身探索和创

新，主题表达更加丰富、呈现样式更加新颖、表现手段更加多

元，如音乐剧、偶剧、肢体剧和多媒体剧等舞台样式渗入儿童

戏剧舞台。但中国原创儿童歌剧这样的归本之作，在儿童剧

的舞台仍然是凤毛麟角。如果说儿童歌剧《渔夫和金鱼》《阿

凡提》是初试深浅，《白雪公主》是再次回归，那么，国家大剧

院出品的儿童歌剧《没头脑和不高兴》则更具深入探索之意。

动画片《没头脑和不高兴》拍摄于上世纪60年代，作品

通过塑造了两位既贴近儿童生活又极其生趣的孩子形象而

深得童心，是可以称得上“一代人的童年回忆”的艺术作品。

儿童歌剧《没头脑和不高兴》的改编，是基于原著故事基础上

的一次再创造，是儿童剧与歌剧的一次再牵手，是儿童剧舞

台样式的一次再探索。

提及歌剧二字，总会给人以“大”的感觉，如演员众多、乐

器复杂、布景庞大，可以称之为最为“复杂”的舞台表演艺术

样式。而儿童歌剧《没头脑和不高兴》却截然相反，它并非是

观众脑中传统意义中的“大”，而是继儿童歌剧《阿凡提》《白

雪公主》中的“轻”，这主要体现在演员数量、乐团编制和舞台

布景等方面。首先，12人左右的演员团队，除去没头脑和不高兴等几位主要角

色是“一人一角”，其他六七位歌队演员要通过面具、声音和形体等办法完成

“一人多角”；其次，12人编制的乐团，既有弦乐、管乐伴着钢琴，又有打击乐、

电子和声器相结合。从表演者到演奏员，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该剧舞台布

景非写实处理，而是采取了较为硬朗的线条，以及饱和度较高的颜色进行碰

撞，让观众有一种穿越时空的后现代感，剧中演员的表演多次与天幕多媒体相

结合，通过两块通天纱幕的切换，完成主要角色的几次年龄转换。

如果说小观众的父母是带有追忆、怀念等复杂的心情来到该剧的演出现

场，那么，孩子对该作品的情感则完全不等同于他们的父母，他们更多是陌生

和好奇，更是最易溜号、跑神。所以，儿童剧的开场立刻抓住观众的心就显得尤

为重要。该剧的开场别开生面，寻找到了两代人共同的“观赏点”。首先，最早出

场的角色并非是原作品中的主人公没头脑和不高兴，而是此次创作新加入的

两个角色时钟和秒针；其次，在全剧故事未讲述之前，舞台情况发生陡转，由两

个新加入的角色将指挥请到台上客串了一位老师；最后，在指挥、演员、演奏员

的共同表演下，将乐队中所出现的乐器也介绍给了在场的观众，尤其是小观

众。这是一箭双雕、事半功倍的开场。一是让小观众成为主动参与者，更快地拉

进演员与观众之间的距离；二是用新加入的剧情、人物等吊起大观众的胃口；

三是给在场的观众普及乐理、乐器常识。虽然很少见过歌剧的指挥上台客串，

但是，这样具有灵动性的处理较恰当妥帖，完全可以接受。

由于儿童、青少年观众与成人观众观演习惯的不同，也导致儿童剧演员与

其他戏剧演员的表演风格有所区别。儿童剧演出中，演员的动作带给小观众的

刺激，要比演员的语言带给他们的刺激更加强烈，甚至更容易令其记忆深刻。

该剧中，演员们有意运用肢体动作刻画人物，有时还会采用不断切换面具、改

变体态的办法来扮演多个角色，剧中面具的设计也选取了小孩子生活中常见

的简笔画风格。这使得本来被现代人称为“高大上”的歌剧，更有生活气息、小

孩子缘。全剧的音乐旋律和配器也在突破“高大上”的同时，寻找到童趣的味

道，音乐形象较完整，剧中的旋律紧扣故事线索，同时，不乏幽默、诙谐、感人，

戏剧性较强。如两位主人公成年后的二重唱，时钟的咏叹调皆会给人留下深刻

印象。全剧最后一声锣，既是给剧中人物敲响警钟，给全剧画上完美的句号，同

时，也是给现场的小朋友强烈的提醒，切勿成为剧中两位主要角色那样“没头

脑”和“不高兴”性格的孩子。

但是，不得不承认，50年前的作品有些时过境迁，此作品在主题表达、人

物设置等方面，存在一些令人不够满意的地方。如剧中有意夸张、放大孩子的

缺点和不足，虽然未有过多的说教台词，但“教育”二字占据主导地位，使之作

品欠缺“美育”滋养；其次，相比动画，舞台版本对主人公年龄不断变化进行了

更加写意处理，但缺少了神奇色彩，会让观众缺少一定的视觉满足感；其三，两

位主要角色内心是否需要继续往深层次开掘，而非动画片中的扁平性等。

儿童歌剧综合了戏剧和音乐的舞台表演艺术，孩子们在聆听美妙音乐的

同时，还能欣赏戏剧的表演。希冀在不断的实践和探索、继承和创新中，未来儿

童剧的舞台上能涌现更多丰富的样式，用“艺术大餐”滋养孩子们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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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演出的话剧《人间烟

火》以棚户区拆迁为背景，讲述了四个家庭在面对拆

迁时所遇到的问题，把“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艺术

化地再现在舞台上。对联“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

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得一官不荣，失

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作为全

剧主题的升华，画龙点睛地揭示了基层党员干部苏

小鱼的热情善良、干净担当以及“为人民服务”的高

尚情怀。

棚户区改造是新时代背景下，伴随城市建设的

急遽发展和城市环境的不断优化出现的新的命题。

拆迁是发展的必然，但是拆迁工作伊始，基于对旧有

习惯和旧有传统的遵循，百姓对拆迁有着强烈的抵

触心理。因此，负责拆迁的基层党员干部就肩负着心

理疏导和政策落实的双重责任，必须走进每一家每

一户去真实地触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面对的实

际困难，也许这些生活的苦非常不堪，但是基层党员

干部必须充满担当、智慧和大爱，把每家的难收藏于

心，把自己变成这样的“藏经阁”。编剧林蔚然基于这

样的前提，完成了一度创作。她以细腻的笔触编织着

剧中的每个家庭，以极富生活气息的台词塑造着剧

中的每个人物，把有温度的现实生活巧妙地蕴藏在

戏剧矛盾的建立和升华中，钩织了一幅温暖的“人间

烟火图”。

触碰拆迁题材，很容易局限在以往艺术创作的

套路中，很难逃脱现实主义处理手法的各种藩篱，很

难在以往出现的类似题材中标新立异。该剧舞美设计

王绍林选用了转台的处理，将四家的生活场景集中在

一个转台上完成，在充分写实的基础上艺术化地再现

了戏剧场景。写实到家里的鱼缸、发黄的老照片、空调

外挂、巷口的垃圾桶都设置在了舞台上。但转台一转，

生活的多姿多彩，不同家庭的多样化特征，就神奇地

汇成了娄迺鸣导演所要求的“沾泥土、带露珠、冒热

气”的艺术化舞台，还充满了淡淡的诗意。

这是一台轻松明快、浪漫温暖，带有轻喜剧风格

的作品。舞台上，娄迺鸣把“表现”作为舞台艺术的核

心，让“表演”成为全剧最大的艺术特色。这种特色首

先体现在追求干净、真诚，不着痕迹的角色塑造上。

剧中，牛银红扮演的美芬客栈老板娘是一个表面刁

钻、泼辣，看似不近人情，但内心却善良、干净、要强

的中年母亲。因丈夫冷一山出轨，两人婚姻濒临绝

境，离婚前一天，冷一山触高压电变成植物人。美芬

精心照料护理，却遭遇儿子冷天的不理解。牛银红用

生活化的表演、真挚的感情投入，把这样一个极具代

表性的女性形象刻画得生动感人。儿子冷天拿到第

一份工资，给母亲买了一个发夹并亲手给她戴上，其

前后态度的反差让这位在挫折和失意中长期压抑的

中年母亲喜出望外，她一转身、一回头，轻抚头上的

发夹，在爱里去化解委屈的一段表演，有些许含蓄，

却演尽了耐人寻味的百姓亲情。其次，善于吸收民间

的“智慧”，让接地气的表演有观众熟悉的温度。比

如，剧中使用流行歌曲《夜空中最亮的星》作为主题

音乐；借用了抖音短视频的许多元素；把刘美芬照顾

丈夫捏腿、捶背、擦洗的动作编成了双人舞，并配合

《花田错》的歌曲等。所有这些时尚的、大众容易接受

的手段都为舞台呈现所用，增强了演出的观赏性。娄

迺鸣多年担任春晚小品的总导演，对于大众的审美

习惯、民间的叙事智慧都有敏锐的捕捉。当她让丰富

的表现元素、鲜活的民间创造与演员颇具功力的表

演混合在一起时，舞台上产生的戏剧效果往往就会

出人意料。

此外，二度创作时，笔者还特别注意了导演所做

的几个重要结点的“改变”，比如改变了主人公苏小

鱼单身的设置，让爱情悄悄地降临在他身上；改变了

风水先生马明启纯粹反面的人物形象设置，让这个

人物在邻里的关爱中被接纳、被转变；在许多和花妹

的暗场处理中，展现其互生爱慕的心情。这些“改变”

同剧本中原有的冷一山突然复醒、董欢欢与楚汉和

解、吴秋月一家老有所养等情节一起，共同编织了一

个有关爱的故事。而在爱的表达中，作为另一个母亲

形象的吴秋月也是值得关注的人物。她一辈子精心

打理面馆，两个儿子却为了房子争执不休。在处理吴

秋月这个人物时，导演没有过度渲染悲情，而是在矛

盾冲突到达顶点时，让她说了一句台词：“可真是不

能不服老啊，年轻的时候，这个缸我都能扛起来，可

现在它也欺负我老啦……”背景音乐起：“是不是我

们都不长，你们就不会变老……”此时，戏剧的发展

达到高潮。稍作停顿，众人来扶，冲突在会心的笑中

得到化解。这里，演员没有在舞台上哭，而是用爱解

决了一切问题。

纵然现在的演出还存在着人物塑造不够深入、

矛盾冲突不够突出、整体完成着力不均等诸多的问

题，但是导演把她这种“人间大爱”化作演员有温度

的表演，传递给观众，这是导演的贡献，也是这部作

品的独特之处。

现实题材难写，关乎民生热点的现实题材更难

写，《人间烟火》直面难题，啃题材的硬骨头，其创作

的智慧、勇气和实践都是值得关注和肯定的。观罢演

出，或许大家记住了那句“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

百姓”，或许记住了基层党员干部苏小鱼骑着自行车

风雨奔波的那个画面，或许记住了转台转起时那段

“重复的日子”，但当观众走出剧场，带走的却是热腾

腾的美好和对未来生活的无限向往。这就是戏剧艺

术的魅力所在。

一幅温暖的“人间烟火图”
——评话剧《人间烟火》 □济洪娜

7月 29日，由北京市昌平区文化

和旅游局、北京市曲剧团主办的第六届

北京曲剧艺术节在京开幕。在接下来5

个月的时间里，主办方将以“点单式”服

务，为京城大专院校学生、官兵指战员

及辖区百姓带去26场精彩演出。

经典大戏与新创大戏交相辉映，已

成为近年来北京市曲剧团的演出常态。

本届艺术节的开幕大戏《烟壶》由作家

邓友梅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并首演于

1995年5月23日首都剧场。剧作讲述

了为人正直、技艺精绝的“古月轩”鼻烟

壶匠人聂小轩与聪颖纯真的女儿柳娘

的悲惨遭遇，其中蕴含的匠人匠心及家

国情怀令人动容，曾于当时创下不到一

年连演100场的佳绩，被观众评价为

“好听、好看、好玩”。此外，北京市曲剧

团今年的新创大戏《太平年》也会亮相

艺术节，演员将以精湛表演再现新中国

成立之初北京西城胡同里的人情冷暖，

带领观众在对历史的回顾中更加珍惜

今日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据介绍，北京曲剧艺术节创办于

2013年，6年来《正红旗下》《龙须沟》

《四世同堂》《骆驼祥子》等一批优秀北

京曲剧剧目已借助这一平台深入京城

百姓生活，而艺术节也为推广北京曲剧

文化、开拓曲剧演出市场积累了宝贵经

验。特别是对京郊百姓来说，能在家门

口听到熟悉的京腔京味，也彰显了艺术

节立足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以文艺精品引领文化建设、丰富百

姓文化生活的重要办节宗旨。

（晓 璐）

第六届北京曲剧艺术节开幕

由北京市朝阳区文化和旅游局、

北京戏剧家协会、北京市朝阳区文化

馆共同主办的2019金刺猬大学生戏

剧节8月2日至17日在京举行。适逢

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本届戏剧节以

“致敬祖国”为主题，共有11部来自全

国各省市高校的优秀剧目参加了演

出。开幕大戏为中国农业大学的《稼

穑之歌》。该剧反映了农大师生扎根河

北曲周46年，秉承着“责任、奉献、科

学、为民”的“曲周精神”帮扶农村、振

兴农业，使曲周的28万亩盐碱地变成

了河渠纵横、路田成方的米粮仓的感

人事迹。

据主办方介绍，本届戏剧节剧目

类型多样、风格多元，既有反映现实题

材的剧目，如展现消防官兵风采的《薪

火相传》、聚焦当代年轻人现状的《我

在成都等你2.0》；也有对传统经典的

再创造，如改编自民间传说的《英雄海

力布》《奔》，改编自文学作品的《寻山

记》《乔太守乱点鸳鸯谱》；还有对历史

的回顾与反思，如以开滦煤矿历史为

背景的《打春》等；同时，还有两部新

编的小剧场京剧《富贵寿延》和《再见

阿炳》。

金刺猬大学生戏剧节（原大学生

戏剧节）2001年创办，是起始早、水准

高、参与面广、自由开放的大学生戏剧

节。18年来，共有来自全国34个省市

自治区的1100余所高校近1700个剧

目报名，其中300多部剧目到北京进

行展演，总计 20000 余名大学生、

3000余名志愿者参与其中。（余 非）

11部作品汇聚2019金刺猬大学生戏剧节

音乐剧《火光中的繁星》讲述了淞沪会战期间，日

军的轰炸令山河破碎百姓流离。一群经历不同却都失

去了父母的孩子，在进步青年林睦的帮助下，彼此温

暖、相互帮扶，一张《义勇军进行曲》的谱子，激励着他

们坚强地站起来的故事。80多年前在这片土地上经历

的灾难不能重演，那么，80多年后没有经历过那场灾

难的我们将如何诠释苦难的过去。历史留给我们的只

有沉默，但我们的思绪要穿越历史，用心去感受当年

的时代与民生，把揣摩、感悟到的历史、家国情怀结合

自己的思索与理解，以艺术的方式呈现在今天的观众

面前。

厚重的历史背景促使舞台表达不仅需要澎湃的

能量和深邃的内涵，更需要创作者倾注真心去体味、

感受，激活自己的生活积累和创作情感。作为该剧的

导演，我希望每一位演员都必须清楚、熟知剧中人物

的过去和身份，这些人物都是平凡而普通的，在那样

的时代背景下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思考、选择和行动。

演员们身为剧中人的同时又是控诉者，他们在两者之

间跳进跳出。每一个人物都在自己的角色中控诉，每

一位控诉者又都在自己的人物中极力生存。将来是未

知、不可预见的，此时此刻的反应对于所有剧中人来

说都是不一样的。只要角色在演员自己的身体里生根

并发自内心的呼喊，无论说什么、唱什么、跳什么就都

是耐人寻味的。如此一来，24位演员的能量既能形成

数万人的逃亡洪波，又能随时以控诉者的身份进行叙

事。当舞台上每一位演员所传递的意识和能量源源不

断汇聚在一起，他们内心对历史、战争、家国的表达就

会奔涌而出，凝聚成强大的精神冲击力，直接进入观

众心灵深处。

该剧在舞蹈语汇的准确性与肢体动作细腻感的

交织，写意与写实、再现与体现的交汇、共存方面

进行了积极探索。剧作不以编排花哨的舞蹈动作来

粉饰场面，而是追求多角度、多层面、多空间地展

示人物内心，用极致且大量留白的方式寻求一切的

可能性，同时，强调多变性、贯穿性与整体性，即

在共性中寻求角色的人物个性，在个性中又要向共

性靠拢。在这一过程中，演员的配合度、默契度、

空间感知能力要高度统一，做到每一段舞蹈场面的

出现既是偶然也是必然。把无法用言语表达对国

难、侵略捶胸顿足之恨，思念家乡、亲人痛彻心扉之

情用凝练的肢体形态强化、外化。

与话剧、歌剧、舞剧相比，音乐剧更注重风格样式

与结构方式的完整性。而从呈现方式上来说有些音乐

剧强调的是音乐与演唱，有些强调的是大量的肢体，

有的则是强调音乐、舞蹈、戏剧的完美平衡。还有很多

音乐剧包容了多种艺术门类，例如杂技、魔术、马戏

等。所有成功的音乐剧的共通特点都是抓住了音乐、

形体、戏剧三者之间最为恰当的结构方式与节奏。音

乐剧是体现全方位细节的艺术。从音乐进入到演唱，

再演变成到舞蹈，最后过渡到戏剧部分，这之间的分

配比例要恰到好处。再具体到独白、对白与演唱之间

的转换是否恰当，戏剧与舞段之间是否流畅，三种表

现形式之间的过渡是否自然。基于音乐剧独特的结构

特点，我对《火光中的繁星》的创作从开场到谢幕每一

个场面之间的连接都进行了精准的计算和巧妙的设

计。创作中首先选择了用音乐、舞蹈为主要叙事方式，

并采用全剧24位演员身为剧中人又同为控诉者的呈

现方式。在音乐当中铺垫那个历史时期难民们的各种

生存现状，同时叙述几位主人公的命运与选择。从音

乐、舞蹈、戏剧的分配比例上进行了自然、不显生硬的

处理。细化独白、对白与演唱之间的节奏、舞段与戏剧

之间的节奏以及这所有交织在一起时的整体节奏。音

乐剧的创作、排练、演出等同于数学，每一台音乐剧作

品都有一套适合它的数理公式。

近年来，中国在音乐剧创作道路上进行的探索已

卓有成效，其中也涌现了不少优秀的音乐剧作品。但

要创作出优质的、精致的、“戏保人”的音乐剧作品，还

需要从业人员不断地提升自我修养，吸取众家之所

长，从而适应音乐剧创作的丰富性、多变性与包容性。

音乐剧是体现全方位细节的艺术
□赵 宇

创作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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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日前在京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上获悉，第11届中国国际

民间艺术节将于8月23日至28日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办。本届艺

术节由中国文联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呼和浩特市

人民政府和内蒙古文联共同承办，以“增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弘

扬‘一带一路’精神，促进中外民心相通，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

设”为主题，将邀请来自13个国家艺术团的300多位艺术家来华，

与国内多个艺术团及呼和浩特的多个乌兰牧骑联袂深入呼和浩特

各区县为基层群众奉献多场演出，充分体现艺术节国际性、民族

性、民间性、群众性的特点。

自1990年创办以来，中国国际民间艺术节始终致力于宣传我

国改革开放政策和发展成就，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交流各国民

间艺术，增进了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

生活。本届艺术节邀请的外国艺术团在涵盖五大洲的同时，还侧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其中部分国家的艺术团是首次来华参演，艺

术家们将带来风格迥异、特色鲜明的音乐舞蹈节目。本届艺术节还

将特邀来自港澳台和呼和浩特的青年舞者联合组成“青春中华”街

舞团，共同展示中华青年风采。

主办方表示，本届艺术节在呼和浩特举办，希望更好地向世界

宣传我国保护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民族

团结进步等方面的发展成就。 （王 觅）

摄影：王昊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