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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戏 曲曲：：探索讲述中国故事的新样式
□李小菊

2019年，中国戏曲在持续稳定的外部政策
环境和不断转好的内部生态环境中呈现出繁荣
发展的良好态势。戏曲创作在讴歌党、讴歌祖
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时代要求和戏曲自身
创新发展的需求下，围绕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等重大时间节点和主题，以反映翻天
覆地的时代巨变、人民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和波
澜壮阔的革命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题材，出现
了大批从题材内容到艺术水平都值得关注的现
代戏作品。戏曲演出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集中展演为主要形式，其中全国性戏
曲作品展演有第12届中国艺术节、第16届中国
戏剧节、第二届全国地方戏曲南方展演，以及各
地举办的庆祝展演，包括剧种（如评剧）展演和题
材类型（如小剧场戏曲）展演，集中展示近年来戏
剧创作的新作品、新动向。

2019年5月20日至6月2日，以“逐梦新时
代——向国庆献礼，向人民汇报”为主题的第12
届中国艺术节在上海举办，共有来自全国的51
台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参加展演，其中第16届“文
华大奖”戏曲类参评剧目17台：黔剧《天渠》、豫
剧《重渡沟》、苏剧《国鼎魂》、秦腔《王贵与李香
香》《民乐情》、荆州花鼓戏《河西村的故事》、京剧
《杨靖宇》、黄梅戏《邓稼先》、白剧《数西调》、河北
梆子《李保国》、豫剧《戈壁母亲》、京剧《红军故
事》、上党梆子《太行娘亲》、沪剧《敦煌女儿》（以
上14台现代戏，占四分之三）和盱河高腔《牡丹
亭》、京剧《奇女无容》《钦差林则徐》（以上3台古
代戏，占四分之一）；参演剧目共有4台戏曲剧
目，1台现代戏高甲戏《阿搭嫂》，另外3台是昆曲
《浣纱记传奇》《顾炎武》和京剧《北平无战事》。
最终荣获“文华大奖”的剧目是《王贵与李香香》
《重渡沟》《国鼎魂》《李保国》。其中《王贵与李香
香》以李季同名长诗为文学基础，将文学与剧种
特征巧妙融合，同时又突破地方戏曲剧种的束
缚，引入现代歌队、舞队与钢琴伴奏，引领古老的
秦腔剧种从传统走向现代、从质朴走向时尚，在
戏曲艺术和地方剧种的形式创新上实现了非常
大的突破与超越。豫剧《重渡沟》以当前脱贫攻
坚为题材，在充分体现豫剧剧种特色的基础上，
以浓郁的喜剧风格塑造正面人物形象，表现严肃
的主题，是一部“有喜剧风格倾向的正剧”，这在
当前戏曲创作以正剧、悲剧、壮剧风格占绝对主
导地位的现代戏创作中是极其可贵的。《国鼎魂》
和《李保国》均以现实人物事迹为题材，前者着眼
于文化传承与文脉存续，后者致力于讴歌时代楷
模。这些优秀的现代戏作品，用传统表现手法讲
好了中国故事，讴歌了中国精神，代表了近年来
戏曲创作的艺术水平和主题导向。

10月 26日至11月 12日，以“追梦新时代
经典共传承”为主题的第16届中国戏剧节在福
州举行，本届戏剧节的戏曲剧目类型更加丰富、
剧种更加多样，这与中国戏剧节艺术性、群众性、
时代性的举办宗旨相符合。在参演的21个戏曲
剧种、27台戏曲剧目中，共有现代戏19台，古代
戏8台。现代戏以京剧《红军故事》、弋阳腔《方

志敏》、河北梆子《人民英雄纪念碑》、淮剧《送你
过江》、评剧《藏地彩虹》、吕剧《大河开凌》、淮剧
《武训先生》等比较有代表性，女老生谢涛反串
出演的现代晋剧《起凤街》、川剧名家沈铁梅主
演的《江姐》也比较引人注目，历史剧和古代故
事剧主要有莆仙戏《踏伞行》、闽剧《红裙记》《龙
台驸马》、豫剧《张伯行》、丝弦戏《大唐魏征》、京
剧《游百川》、黄梅戏《不越雷池》、京剧《玉簪缘》
等。其中，弋阳腔《方志敏》不但以革命历史题
材丰富了剧种的表现领域，而且让广大观众领略
到弋阳腔这一古老剧种的艺术风采，对于剧种的
发展和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福建是戏曲传统
浓厚、戏曲生态良好、戏曲创作活跃的省份，此次
戏剧节该省上演的闽剧《红裙记》、莆仙戏《踏伞
行》体现了福建戏曲人古典而传统的戏曲创作观
和美学追求，这种坚持和坚守在当前以现代戏创
作为主的氛围中显得难能可贵。

这一年例行举办的戏曲展演还有中宣部、文
化和旅游部共同主办的第4届全国基层院团戏
曲会演，该会演以市县级基层专业戏曲院团演出
剧目为主，参演剧团顾及全国各省、直辖市和自
治区的均衡，展示的是全国各省市区基层戏曲院
团的创作现状和演出水平，给基层专业戏曲院团
提供了晋京演出的机会，对基层院团创作产生了
积极的推动作用。本年度参加会演的30个剧目
中有现代戏17台，比例略强于古代戏，一些剧目
如秦腔《关中晓月》、梨园戏《陈仲子》等都是近年
来创作的比较好的剧目。11月10日到12月5
日，第二届全国地方戏曲南方会演在武汉举办，
该会演旨在打造武汉戏码头的形象，演出剧目会
集了南方各省近年来创作的剧目，与其他艺术
节、戏剧节多有重合，如沪剧《敦煌女儿》、闽剧
《生命》、河南曲剧《信仰》等。除此之外，近年来
受到戏曲界关注的小剧场戏曲节，也循例在北京
和上海照常举办，主创人员的年轻化、创作手法
的实验前卫性、实验剧种的多样化，成为当代小
剧场戏曲创作的共同追求，这一年涌现的如多剧

种的《思·凡》《四美离歌》、香港粤剧《文广探谷》、
绍剧《灿烂八戒》等，均以独特的艺术手法和浓郁
的人文情怀值得关注。

由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江苏省文化和旅游
厅主办，昆山市人民政府和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承办的第二届戏曲百戏（昆山）盛典（简称

“百戏盛典”）于7月21日到8月27日在“百戏之
祖”昆曲的发源地江苏昆山举办，本届展演共有
112 个剧种、118 个剧目参加。“百戏盛典”是
2016年全国戏曲剧种普查成果的具体展示和生
动呈现，充分展示了我国丰富多元的剧种文化。
同时，围绕2016年全国戏曲剧种普查结果而跟
进的学术研究也日渐展开和深化，最具代表性的
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申报的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
金艺术学重大课题《中国戏曲剧种艺术体系现状
与发展研究》的立项与展开。该课题共分三个子
课题：一是对全国350个戏曲剧种（包括348年
剧种以及木偶、皮影）艺术面貌进行详尽呈现的
剧种艺术丛书，该丛书对剧种艺术的总结研究和
戏曲研究人才的培养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二是
当前戏曲剧种艺术体系的现状与发展调研报告，
从剧种声腔体系的角度，分门别类地对戏曲剧种
艺术体系的形态样式进行考察、调研与总结；三
是对中国戏曲剧种艺术的美学研究。该课题是
继《中国戏曲志》之后对我国戏曲剧种研究作出
重大理论推进的学术成果。

2019年单个剧种的集中会演以评剧为代
表。2019年是评剧艺术诞生110周年，10月31

日至12月7日，“清莲雅韵——全国评剧展演”
在北京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举办，共有10个评
剧院团的20台大戏参加展演，其中既有《花为
媒》《杨三姐告状》等经典剧目，也有《藏地彩虹》
《春回桃湾》《重返大山里》等新创剧目。此次活
动的承办单位之一中国评剧院一直引领着中国
评剧的创作与发展，近年来创作出了《母亲》《藏
地彩虹》等现代戏。2019年，该院重新创排了郑
怀兴的历史剧《新亭泪》。该剧是郑怀兴的成名
作和代表作之一，创作于1981年，由福建省仙游

县鲤声剧团演出，一经演出，就在戏曲界引起震
动。然而，由于莆仙戏的语言限制，传播范围有
限，又由于该剧创作于38年前，许多戏曲界人士
无缘观看。此次中国评剧院重排《新亭泪》的消
息一经传出，就引起了戏曲界的关注。该剧不但
再现了历史剧经典之作，而且展现了中国评剧院
以于海泉为代表的青年演员的精湛演技和艺术
风采，该剧主演平均年龄只有33岁，体现了该院
着力培养和扶持青年演出人才的良苦用心。

中国评剧院近年来连续推出的现代戏《母
亲》和历史剧《新亭泪》，非常典型地体现出当前
我国戏曲创作的实际情况。《母亲》由张曼君执
导，而张曼君也是目前影响最大、作品最多的现
代戏导演。2019年的中国艺术节上，她执导的
剧目就有秦腔《王贵与李香香》、京剧《红军故
事》、沪剧《敦煌女儿》、京剧《钦差林则徐》。张曼
君作品以“新歌舞演故事”为最大特点，新世纪
20年来她导演了大量戏曲现代戏作品，对当代
戏曲舞台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她的作品擅
长深刻地挖掘题材主题、讲究复杂多变的叙事技
巧，因此能够做到内容和形式俱美、思想和艺术
兼擅，这是当前戏曲导演特别需要注意学习借鉴
的地方，而不仅仅只学习她作品中的现代新歌舞
这些形式皮毛。

如果说戏曲现代戏创作和导演还处在“张曼
君时代”，那么当代历史剧创作则随着编剧郑怀
兴因眼疾而暂停创作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2019年，郑怀兴有两部作品搬上舞台，一是年初

由国家京剧院创排的京剧《嵇康托孤》，这是郑怀
兴创作于2018年的最新作品，足见他宝刀未老；
一是年尾的评剧《新亭泪》，经典重现，既让人感
到欣慰，又让人感到危机的存在。在国家大力倡
导现代戏创作的当下，郑怀兴是为数不多的坚持
创作历史剧的剧作家，他的历史剧作品也以其文
人品味、文化厚度和人文追求成为当代文人戏的
代表。由于他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也不尽如人
意，再加上眼疾，今后他创作的作品会减少甚至
封笔。这让我们不禁想到了先后封笔的四川籍

剧作家魏明伦和徐棻，以及年过80的郭启宏等
老一辈剧作家。

近年来，尽管各院校戏文系毕业生日渐增
多，全国各类编剧人才培训班也层出不穷，但是
这些创作者大多在知识积累、人生阅历等方面尚
处在成长阶段，创作的成熟更需要假以时日。虽
然近年来也出现了罗周等学院派有才华有追求
的新一代编剧，但这样的人才实在太少。此外，
从一系列项目的申报和剧本扶持看，虽然参与戏
曲创作的写作者在不断增多，作品汗牛充栋，风
格各异，但实际上具有一定思想和艺术水准的作
品比较匮乏，优秀的青年戏曲编剧更是凤毛麟
角，历届艺术节、戏剧节上获奖的优秀作品仍然
由少数几位代表性主创人员如张曼君、姚金成等
名家所创作。优秀的编剧和导演，事实上仍然处
在青黄不接的境地。戏曲编剧、导演现状如此，
作曲、舞美等主创现状亦如此。如何实现戏曲发
展的代际更迭，如何解决戏曲人才成长的瓶颈，
如何让戏曲在新一代的创作者身上更好地传承
下去？一系列的问题值得业内深思。解决发展
的问题，需要良策，也需要行动。2019年11月
中旬，由中国戏曲学院、台湾大学和中国艺术研
究院戏曲研究所联合主办的海峡两岸青年编剧
高峰论坛举办，该论坛旨在扶持两岸青年戏曲编
剧，为戏曲创作发现人才。虽然这次论坛的时间
短暂，但对于激励和培养青年戏曲编剧却发挥着
积极的推动作用。在青年编剧的成长中，我们期
待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

2019回
顾
回
顾

日前，由北京市演出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天津
人民艺术剧院共同打造的话剧《运河1935》在京首
演。该剧取材于大运河乡土文学作家刘绍棠的小
说《渔火》和《蒲柳人家》，由王培公、陈建忠编剧，
王延松导演，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1935年华
北大运河北段地区的历史为背景，讲述了通州运
河儿女在当时“三不管”地带的北运河上进行抗日
斗争的故事。全剧紧扣家族亲情与民族大义，波
澜壮阔，情感丰富，具有浓郁的大运河文化特色和
较强的剧场感染力。

剧中，主人公周勤受命回到故乡通州，领导大
运河乡民与卖国汉奸韩小蜇子等人暗中推销日寇

“金丹一号”的毒品计划做斗争。剧作围绕该计划
展开戏剧冲突，而矛盾冲突的主体却落在了“周家
渔行”周勤、周瑞这对同父异母的兄弟之间的情感
和家庭利益的冲突上，通过主线矛盾与家庭矛盾
的缠结来推进戏剧发展，在亲情与敌情、个人利益
与民族大义、大运河与生命的相互映照中传达出
运河儿女的家国情怀，而这正是大运河文化的意
蕴所在。

该剧戏剧线索复杂交织。周勤带着任务回到
家乡，他说服退隐老军人姚六合出山，在敌人内
部安插抗日力量，查找并摧毁“金丹一号”计划。
但没想到的是，替敌人运送“金丹一号”的人就是
周勤的弟弟，如此，矛盾冲突的主线就引向了兄
弟之间。而兄弟间的矛盾又起于两条戏剧线索，
一是二娘为了让亲生儿子周瑞继承周家渔行，不
管不顾地要周瑞把生意做大，待周勤回到家乡，
家产的争夺加剧，二娘甚至不惜让周瑞与日本人
勾结做买卖以牟取暴利，使其在经济实力上压过
周勤；二是兄弟俩都爱上了大运河上的船娘望日
莲，望日莲原是周勤的恋人，周瑞利用哥哥逃难
在外的日子，假传周勤口信，对望日莲展开爱情
追求，眼看就要如愿以偿，周勤的回归又让他魂
不守舍，为了讨得望日莲的芳心，他愈发陷进韩
小蜇子的圈套。由财产、爱情引发的家庭矛盾、
亲情冲突与对敌斗争纠缠在一起，虽然错综复

杂，但又泾渭分明，多条线
索最终汇入戏剧矛盾的主
流之中，激起民族大义的主
题波澜。

《运河 1935》的文本结
构层次分明，叙事流畅，二
度创作更是从舞台空间、艺
术呈现上丰富了剧作的文
化意蕴。首先，舞台设计向
我们展示的大运河景致大
气浑厚、变化多端、韵致唯
美，其中既有水岸、渔行的

市井生活写实，又有苇丛的幽美、渔船的灵动，
更有大拱桥的壮观通达。而大拱桥给人的印象
尤其深刻，不仅壮美且形象地象征了大运河儿
女的坚韧、伟岸。剧中，音乐的烘托在人物心理
刻画和展现戏剧冲突方面起到了凸显与强化的
作用，音乐使戏剧的发展充满情感的张力。船
作为剧中的主要场景，其动态性不仅表现出大
运河题材的独特风韵，也与戏剧动作紧密有机地

相联，剧中矛盾冲突的主要节点都发生在船上，
通过船的游弋来表现战斗的进程。在船与岸、人
与河的互动中，拉开了运河儿女保护大运河、捍
卫民族尊严、与日寇及卖国汉奸殊死斗争的戏剧
场景。导演以浓烈的笔触表现了以周勤为代表
的运河儿女的民族大义，为了打击敌人的阴谋，
他们战胜了一己私利，走出了亲情爱情的牵绊，
最终，周勤给家乡带回的抗日星火粉碎了敌人的

“金丹一号”计划，周瑞也在最后时刻幡然醒悟，
吞下了韩小蜇子让他谋害哥哥的“金丹一号”，在
周勤焚烧“金丹一号”的胜利火焰中，让自己的灵
魂回归正途。

河流有着自然的属性，也有着人文的属性。
当河流融入人的生活与命运时，人对于河流的情
感也会如融进血脉般地亲近。民族存亡之际，大
运河的波涛激荡起的是运河儿女的血性，正像剧
中周家老掌柜心心念念的“周家名号要保持干净”
那样，是大运河儿女的民族大义守住了大运河的
干净，浓墨重彩的大运河故事是一曲家国情怀的
颂歌。

由吉林省文联、吉林省音协、英中文化
促进会、赞华（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主
办的“放歌《红旗颂》暨长歌万里行”启动发
布仪式1月3日在京拉开序幕。

《红旗颂》是由作曲家吕其明创作的一
首颂赞红旗与祖国的管弦乐序曲，是新中
国乐坛的经典之作。55年前，其恢弘激越的
旋律一经面世就经久不衰、广泛流传。进入
新时代，作曲家李戈将其主体段落重新编
曲，词作家瑞雪填写了歌词。之后，他们将这
首承载着新时代精神与内涵的作品郑重交
到女高音歌者刘莉手中，一经试唱，即被如
浩荡长风、似黄钟大吕的铿锵旋律所吸引。
历经半年的反复打磨与精心锤炼，最后将
这首体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具有史诗
般激扬宏阔的时代颂歌呈现在大众面前。

“唱响《红旗颂》长歌万里行”共分三
个部分。第一部分以“红旗颂，颂红旗”的精
神为领衔，唱响海外，凝聚海外华人的爱国

热情。其中囊括近几年来刘莉应英中经济
文化促进会邀请，参演英国伦敦的华人春
晚演出并制作完成的《我爱你，中国》《我和
我的祖国》“音视频快闪”等。第二部分“致
敬经典，重温经典”赋予经典以新的时代精
神与内涵，让MV《红旗颂》借助电视与网
络等走进千家万户。第三部分请中老艺术
家加盟，让《红旗颂》的激越旋律响彻祖国
的东西南北中。 （吉 艺）

作为“戏剧东城”第三届全国话剧展演
季参演剧目，由内蒙古自治区话剧院出品
的原创话剧《沙变录》日前在京上演。该剧
由王东旭、钟鸣编剧，李
轶博导演，讲述了草原
人民不畏惧困难险阻，
始终奋战在防沙治沙一
线，通过自己勤劳的双
手将黄沙变为绿洲的故
事。该剧首演于2017
年，之后自治区话剧院
和主创团队又历时两年
打磨，完成了如今的演
出版本。李轶博表示，
希望观众能够从中了解

内蒙古人民几十年抗沙治沙的决心和艰苦
奋斗的不懈精神”。

（蒙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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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变录》打磨后在京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