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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点

河北梆子《人民英雄纪念碑》选择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

题材。天安门广场上矗立着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无人不知无

人不晓，却很少有人想过要通过戏剧的方式，将20世纪50年

代初建造这座纪念碑的人和他们的事迹搬上舞台。北京市

河北梆子剧团大胆选择了这一极具独特性的事件，并且获得

了巨大成功，这是该剧团对当代戏剧的新贡献。《人民英雄纪

念碑》的成功，当然与主演王英会和王洪玲的精湛表演有非

常密切的关系，更得益于梆子高亢激越的声腔特点，两位主

演、尤其是扮演男主人公石老爹的王英会极具爆发力的演唱

和河北梆子高低错落的声腔优势，都天然地具有将剧情推向

高潮的内在力量。然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成就绝不仅仅

是声腔高亢的自然效果，该剧通过跌宕起伏的戏剧矛盾与冲

突，赋予了优秀演员充分展现自我的空间，这才是它让观众

产生强烈共鸣并在每次演出中都能产生非同寻常的剧场效

果的前提。

《人民英雄纪念碑》从一个巧妙的角度切入剧情，它强烈

的剧场效果首先源于编剧王勇找到了纪念碑和参与人民英

雄纪念碑建造的具体的人之间的精神关联。中央人民政府

决定在天安门广场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于是来自全国各地

的众多石工在政府动员下汇聚北京，他们用数年时间完成了

这项壮举。该剧描写的河北某地大石村这个世世代代以石

雕为业的村庄里的村民，就是所有承担人民英雄纪念碑建设

的石工的缩影，而剧中的石老爹更是这无数石工的灵魂与肉

身经过艺术家凝练后的结晶。

《人民英雄纪念碑》里的大石村和石老爹既是民族历史

进程中抽象的石匠群体的代表，又是20世纪 50年代初确

实参与了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群像雕刻

的石匠的真实而具体的写照。编剧将这个故事的中心聚

焦于大石村和村里最出色的石、张两个石匠世家，通过大

胆的艺术虚构，围绕两个家庭世代累积形成的难解心结，

让石老爹最终加入纪念碑建造者行列的过程充满戏剧性，

并因此有了生动的情节故事和人物形象。这两个家庭本是

同行冤家，石家的儿子石富和张家的闺女玉琴就像罗密欧

和朱丽叶一样相恋并双双参军奔赴前线，更让两家的“旧

仇”添了“新恨”。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建造人民英雄纪念

碑，作为军代表的玉琴回村动员和挑选石匠参与这项伟大

工程，拥有最出色的人物浮雕技术的石老爹当然是她首选

的工匠。然而石老爹心里还在为大儿子和玉琴自作主张成

婚生气，还在怪罪张家的女儿“拐”走了自己的儿子，却万万

想不到大儿子石富已经在解放南京的战场上献出了生命，

这让悲痛于二儿子石贵和媳妇小荷在支前路上牺牲的他更

感雪上加霜。两个儿子的相继离世，石老爹心如死灰，他亲

手为儿子、儿媳立下墓碑，发誓不再动铁锤铁钎，然而玉琴

却要劝他这位浮雕王出山，因为人民英雄纪念碑需要他精

湛的技术。戏就在这里被推向高潮。在石老爹心里，把两

个儿子的墓碑刻完后，干了一辈子的石匠活已经完结，然而

玉琴的到来却不只是为了和公公分享失去亲人的痛苦，还

带着劝说石老爹回心转意参与纪念碑建设的使命。玉琴成

功了，她的成功不是因为她的话多么有说服力，而在于石老

爹借以表达对死去的儿子的深切情感的方式以及他所代表

的大石村和众多石匠们世世代代所做的事情，在精神上是

相通的。

我们通常都说要为那些值得纪念的人树碑立传，指的就

是文字形态的传记或物质形态的石碑，这既是对先辈的纪

念，更是让后人始终记住保持对崇高的人格与行为之记忆最

好的途径。碑刻是我们民族古老的文化习惯。“碑”的意义究

竟何在？最简单地说，所有“碑”的意义归根结底就是拒绝遗

忘那些我们不应该遗忘的人与事。人生如白驹过隙，转瞬即

逝，大到为民族、国家，小至为家庭、亲人作过重要贡献的人，

包括他们的业绩，终将随着时间的推移灰飞烟灭，而人们的

记忆是如此短暂，所以在人类文明史上就有了碑。故人墓前

的那块碑的意义在于它用物质的形态提醒我们，让我们记住

故去的人，记住祖先。各种各样的石碑、牌坊等都是让我们

记住历史以及对历史文化有特殊贡献的人们，是拒绝遗忘的

重要手段。这就是碑的意义，而大石村的村民既然世世代代

从事刻碑这个职业，他们对石碑的价值，当然比普通人有更

内在的体认。

在这个意义上，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就是一

座最为宏大的碑，而新成立的共和国之所以决定要建造这座

碑，和石老爹为逝去的儿子媳妇刻碑的本能的心愿，乃至大

石村的石匠们祖祖辈辈的营生，在本质上都具有相同的意

义。这种内在的联系成为石老爹最后决定参与人民英雄纪

念碑建造的情感动力，而且由于两个儿子一个媳妇都在残酷

的战争中献出了生命，现在他所要参与雕刻的那座纪念碑，

不再只是为了让一些陌生人纪念另一些陌生人，同时还是以

最庄严的形式，让他的亲人的生命与奉献永远地留驻人间，

被后人永远记住。在他们雕刻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人物群

像中，分明就有石老爹的家人和千千万万为这个国家的独

立、发展和繁荣富强作出贡献、牺牲生命的人的身影，正是通

过这座纪念碑而永远留在人民的记忆中，石老爹、大石村的

所有参与建造纪念碑的村民们的个人情感，因此融铸进全民

族的爱国主义情操之中。有这样的基础，石老爹决定加入这

个行列的转变不仅让观众接受与认同，更能激发其尊敬与感

激之情。

所以，《人民英雄纪念碑》所建构的特殊情境，赋予了石

老爹及大石村的石匠们刻碑的戏剧行动更丰厚的情感价值

与文化内涵。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行动甚至改变了这个

村庄的历史，我们在戏里看到村民们骄傲地回忆祖先辉煌的

经历，他们曾经给历朝历代的帝王刻碑刻像，皇宫帝陵都留

下他们的手艺。现在他们的自豪有了新的内容，这些石匠不

仅为自己高超的手艺感到自豪，更因为他们所建造的这座纪

念碑要让这个国家、民族记住，英雄是“人民”，他们是历史的

见证者，同时也是历史的参与者。

在充分肯定河北梆子《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文化意义的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该剧在戏剧情节安排方面的别具匠

心。编剧通过大石村两个石匠家庭的恩怨，让戏有了波

澜、有了曲折，也有了悬念，并且悬念贯穿在整个戏剧主体

部分，从剧情展开时就牢牢牵动着观众的注意力；两个家

庭的竞争关系也让观众可以更冷静地审视乡村生活，让我

们体会到对象的质感和温度。在戏的设置里，玉石虽然并

不是主要人物，但是他同样有重要的戏剧功能，作为张家的

掌门人，他越是积极主动地要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造，

就越成为姐姐玉琴劝说石老爹的障碍。这里我们看到的是

对基本人性的理解，石老爹的阻力不仅仅来自于自己，他还

和其他参与者构成了相反的力量、相互的支撑。玉琴的加

入进一步激化了矛盾，成为两个家族最终的悲情和解的铺

垫。儿子石富在战场上的牺牲，构成对石老爹最强烈的冲

击，看似矛盾进入了一个无解的死结，然而情感的爆发让

矛盾死结恰好成为转化的契机。在看似无解中解决矛盾

与冲突，最易调动观众的情感，因而是很高明的戏剧技巧。

优秀的艺术作品既是思想与情感的创造，也离不开卓越的技

巧，缺乏技巧的作品不会有艺术性，再精深的思想也无从感

动人。

或许我们曾经无数次见证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大挺拔的

影像，然而直到现在我们终于有了一部大戏，可以艺术地让

建造纪念碑的工匠们声名永驻。所以该剧除了它作为戏剧

艺术本身的价值，更有超出其本身的文化意义，那就是通过

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石匠，间接地让我们认识到千百年来

无数建造各类石碑石像的石匠们的存在。在中国雕塑史上，

他们从来都没有位置，《人民英雄纪念碑》可能是第一次以艺

术的方式让这些石匠的形象直观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让历史

记住中国还有这样一个群体。石雕石刻虽然只是他们赖以

谋生的职业，但他们斧凿下的形象，他们在中国历史进程中

留下的无法计数的作品，既是民族审美积淀的产物，又因其

无处不在，而日益丰富着普通民众的日常美学经验，他们的

创造不容忽视，更不应被忘记。

为了让历史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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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剧作家奥尼尔的《天边外》是我少年时代

遇见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经典剧本。14岁那年

我第一次阅读了它，极为震惊，它像一个谜题铺天

盖地笼罩过来。这种观感持续了许多年。每当想

起，我都似被一种巨大的神秘感所包围。“天边外”

像一个覆盖人类命运的象征，欲说还休。如今走进

北京人艺实验剧场，观看由王斑导演、全青年演员

阵容的《天边外》，一切似乎画了一个圆，阅读与观

看的体验在时间之轮的航程中恰好完整了。

在这个戏中，可以看到王斑导演作为北京人

艺演而优则导的代表力量，对北京人艺这样一个

重视传承、发扬传统的老牌剧院，对青年演员培养

接续所做的有力举措。而人艺的传统与剧院最近

面向社会广招表演班学员的举动也是不谋而合

的，这其中，排演经典剧目无疑是培养青年演员的

绝佳选择。《天边外》的高难度在于，剧作抒写的虽

是从青年到中年的故事，但其中的宿命感和人生

的悲剧性往往要到生活给予青年人足够淘洗和磨

砺之后，才会作用于个体，使其产生更具体的体

悟。因此，对标青年人才培养的目标，选择这个剧

目是相当有野心的。这说明剧院试图为青年成长

持续搭建平台的大视野，也体现出了以王斑导演

为代表的剧院中生代的责任与担当。

该剧中，导演始终将视线和语汇聚焦在人物情感和命

运紧紧牵系的变化上，关注当代人的终极命运，寻找着经典

作品与当代语汇、当代观众的融合之处。全剧令人印象深刻

的是那柄手摇转台，“给我一个支点，我会为你撬动地球”。

这一调度出现在关键的一次戏剧场面和一次转场中。弟弟

罗伯特用充满诗意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心上人露

丝转动“宇宙”，让“星星”跌落脚边。这场两情相悦、斗转星移

的爱情戏场面充满了年轻的梦想和甜美。第二次调度出现在

哥哥安德鲁回到家乡之后，他手握摇柄，用一个成年人的意

志和力量翻转了3个人之后的人生。如果说之前露丝还在靠

心中幻想支撑生活，这次她则彻底明白了人生的不可逆转。

导演以善良和温暖的基调引导观众看向生活的明亮之处，

在剧中给出很多明亮的指向：比如天真烂漫的孩童形象让弟

弟罗伯特燃起了对生活的渴望，这也是他逃离尘世的另一个

“天边外”；又比如罗伯特在和世界道别时，没有去表现死亡

带来的恐怖与昏暗氛围，而着力于展现主人公终于到达

了幸福和安宁的应许之地的满足。正如导演转引的奥

尼尔的那句话：“生活本身毫无意义。是理想让我们不

断奋斗，坚定意志，坚持生活。”这句话正是作者和导

演想共同说给观众听的，以抚慰哀伤，鼓舞人生斗志。

“天边外”究竟是什么？它是我们穷尽一生都无法

抵达的地方。一旦触碰，天边外就变成了鸡毛蒜皮，梦

想往往就此破灭；求之不得，反而幸运。人生的错位和

分别常是我们最庸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们向往诗意，却

往往亲手摧毁。在这部剧中，人们因为善意而留住了弟

弟罗伯特，却罔顾了他诗意的个性在现实中会碰得头

破血流，除了母亲，所有人都在埋怨他不够强悍、十分

无能，却忘了这种宝贵的情怀也许在自己内心的某个

角落里也会留存着些许痕迹。当生活的严酷将宽容和

诗句分分钟碾成粉末时，成年人常常成为冷静的刽子

手和看客，一刀一刀剜掉自己不切实际的理想并嘲弄

着血气方刚的年轻。哥哥安德鲁是生活的强者，

有能力有勇气有决断，心中也始终有温度，但他

渐行渐远，最终弄丢了自己的亲人和脚下的土

地，导致家园荒芜、满目悲凉。人生到处是“破

洞”，导演将作家的另一句话投射至远方：我们生

而破碎，用活着来修修补补。困境似锁住了所有

人。戏剧的力量让观众在剧场里看见自己无法重

建、只能修补的人生。这是生而为人的无奈，也是

整部戏的独特调性。

全剧的青春力量作为一以贯之的特色，在青

年身上展现出了未来更多的可塑性。第一场戏里，

我们看到演员们演绎着与其年龄完全一致的角

色，安德鲁的粗犷夹杂着年轻的热度与好胜，他的

性格与其最爱的土地一样宽广而野蛮、包容而强

悍。罗伯特充满诗情、苍白脆弱的个性使得少女时

代的露丝陷入迷恋，她迷恋的是与自己截然不同

的“诗和远方”。在这里，爱情被表现成了不顾一切

的盲目跟从，不切实际的倾其所有、不计成本。这

其中没有任何功利的成分，青年演员们可将尺度

放得更大，卸掉经典所给予的负重和压力，更加自

信和飞扬地去阐释人物，通过节奏的变化与细节

的雕琢使作品更加紧凑。剧作在造型风格上如能

进一步统一，甚至可以模糊国别界限，以演员们对

人物的塑造为核心，来寻找对文本普适性的挖掘，从而实现

对经典作品当下性的充分开发。

该剧中，演员们尽皆努力。3位主演在几个阶段较清楚

地完成了对人物发展变化的演绎。从罗伯特对天边外的单

纯向往到安德鲁亲历天边外的这段并不愉快、毫无想象空

间、甚至十分厌恶的经历；从露丝迷恋在精神世界中活在天

边外的罗伯特，到盼望在天边外游历的安德鲁的归来；到最

终安德鲁不可逆转地远离了罗伯特和露丝以及他最热爱的

那片土地；再到最后罗伯特死去，而其精神再度回到了他梦

想中的国度，主人公用一生的代价换取的这份自由只有在

其死去的瞬间，才达成了跟人物自身的和解。

在全剧最后的谢幕影像中，演员们纯真的笑脸非常打

动人，那种对戏剧艺术的热爱和不加修饰的美好，使我在那

一刻更能够体会到创排这部戏的良苦用心与价值。戏剧是

要后继有人的。这些期望都在青年人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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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南社成立110周年，

11月13日，由民革苏州市委会、

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等单位

主办，中国南社文史馆、苏州彬龙

美术馆、枕砚山房铭砚馆主持创

作的《南社砚谱》文化创作精品工

程展在苏州开幕。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革

命文学团体，以革命民主主义者

为中坚、以推翻清朝统治为政治

目标成立的南社，曾掀起了中国

文化史上第一次革命文化高潮。

南社社友在政治、军事、新闻、教

育、科学、国学、宗教、艺术、社会

学等领域的探索开拓为新文化运

动发出了“先声”。由其前辈社友

等创办的“中国书画研究会”“西

泠印社”“岭南印社”等近百个文

化艺术团体，曾培育了丰子恺、吴

梦非、刘海粟、朱屺嶦、潘天寿等

大批艺术家，并使他们成为了南

社传播新文化的中坚力量。

《南社砚谱》文化创作精品工

程展展出了根据孙中山、黄兴、陈

去病、高旭、柳亚子、秋瑾、章太

炎、于右任、何香凝、黄宾虹、李叔

同、苏曼殊等110位南社社员、社

友和近代名人手稿原迹制成的

110方老坑歙砚和121幅名家精

制砚台拓片，这些拓片已收录进

《南社砚谱》，并由中国书协、中国

美协、西泠印社、岭南印社等百余

名专业书法家为该书题拓，令该书

成为了百年南社的一个时代见证。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明年1

月13日。 （苏 讯）

以戏曲理论、戏曲学为主题，以关

注、探求戏曲理论研究与实践创作中的

前沿问题和疑难问题为宗旨举办的第八

届王国维戏曲论文奖日前在王国维故

乡浙江海宁颁出。赵婷婷、黄静枫、浦

晗等20位海内外学者撰写的原创戏曲

论文从 276 篇投稿中脱颖而出获奖。

11月18日，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浙江省

文联、海宁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本届

论文奖颁奖典礼暨“新中国成立70周

年与中国戏曲理论的发展”论坛上，来

自全国的专家、学者围绕论坛主题就

70年来中国戏曲研究的成果进行了多

方总结与交流。

据介绍，作为一个坚持学术性与纯

粹性，立足于发现与提出戏曲研究中的

新文献和新创见的专业学术奖项，以中

国戏曲史学研究“开山泰斗”王国维命名

的“王国维戏曲论文奖”，每3年举办一

次，自2000年创立以来的20年间已吸

引了千余学者参与评选，共推出了近

200篇优秀原创论文，在继承和发扬戏

曲研究的优良学术传统、培养学术研究

梯队方面作出了一定贡献。纵观历届

获奖论文，除在传统的文本解读、剧目

分析、文献考证方面多有建树外，在戏

曲音乐、戏曲批评、戏曲传播、舞台表导

演、戏曲发展现状的观察研究和运用文

化学、民俗学、生态学、图像学等学科领

域的新研究方法方面也常能给学界带

来启迪。在参评作者方面，除专业科研

院所的理论工作者与高校学者外，还时

有活跃在舞台艺术实践第一线的创作人

员，特别是本届论文奖，无论在参评人数

还是青年学者的参评比例方面，都有了

较大提升。

总结本届获奖论文的整体面向，中

国艺术研究院院长韩子勇表示，不少获

奖学者对王国维的戏曲研究提出了新认

识，且以新的视野和方法对地方戏、少数

民族戏曲进行了多角度研究；高校教师

和在校硕博研究生作为学术研究的新生

力量，也显示出了对当代戏曲发展研究

更具深度的理论思考和学术创新的活

力，充分展现了该奖在搭建学术交流平

台、促进戏曲理论研究与实践相结合以

及推动戏曲学科人才建设等方面的前瞻

和引导作用。 （路斐斐）

第八届王国维戏曲论文奖在浙揭晓

《南社砚谱》文化创作精品工程展开幕

新作点评

国家艺术基金2017年度传播推广交流

项目、由武汉京剧院主办的“汉口女人三部

曲”京沪汉穗巡演，11月26日在北京清华大

学新清华学堂开启为期一个月的巡演历

程。此次巡演剧目《生活秀》《水上灯》《美丽

人生》由京剧表演艺术家关栋天和武汉京剧

院院长、“二度梅”获得者刘子微领衔主演，

并分别由导演杨小青、张曼君、王筱頔执

导。特邀汉剧表演艺术家胡和颜担任《水上

灯》的汉剧指导，汉剧表演艺术家程良美出

演，程亮、刘思秀、陈芳芳、方佳欢、景中等青

年演员参加演出。

“汉口女人三部曲”以不同时期、不同性

格特征、不同命运的3个女人为主线，塑造了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汉口汉剧女艺人杨水滴、

改革开放初期汉口吉庆街餐饮一条街上的

来双扬和新世纪汉口汉正街的女扁担李美

丽3个女性艺术形象，传达一种励志的精神，

一种亲情的呼唤，一种不惧生活磨砺的坚韧

信念。其中，《生活秀》创作于2008年，根据

作家池莉同名小说改编；《水上灯》创作于

2011年，根据作家方方小说《水在时间之下》

改编，演出实现了“京剧和汉剧双下锅”，并

应用了影视意识流的“闪回”、台上台、戏中

戏等现代艺术手法；《美丽人生》创作于2015

年，根据作家方方小说《万箭穿心》改编，剧

作大胆应用了音乐剧元素，在艺术追求上为

京剧现代戏的表现方式带来了更多可能

性。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会长季国平表示，京剧

创作现代戏、尤其是现实题材剧目的难度很大，而

刘子微和武汉京剧院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创作

之路，“汉口女人三部曲”为汉派京剧注入了当代内

涵，彰显了时代精神，也丰富了表现手段。

据悉，北京站演出结束后，武汉京剧院还将奔

赴上海、广州等地演出。 （余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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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视协艺术评论专业

委员会策划编撰、中国广播影视

出版社出版、盛伯骥主编的电视

文艺专著《中国电视文艺精论》

新书发布会11月24日在湖南长

沙举行。

《中国电视文艺精论》以纪念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背景，是一

部以全方位、全视觉、全学科的姿

态，对目前中国电视艺术的发展

与未来进行深度和精度研讨的学

术理论专著。全书共分为19个

篇章，约20万字，以丰富的论题、

详尽的论述，从电视文艺的文化

态度、管理前瞻、精品准则、数据

评价等方面进行分析与探讨，为

推动中国电视文艺的繁荣与发展

提供理论依据。业内专家认为，

该书不但是一部走近中国电视文

艺的现实教材，更是一部记录中

国电视文艺的历史文献。

（吴让平）

《中国电视文艺精论》出版

李春光李春光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