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4责任编辑：徐 健 电话：（010）65389197 电子信箱：wybyszk@126.com 2020年3月16日 星期一艺 术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邮政编码：100125 总编室电话/传真：（010）65003319 新闻部电话/传真：（010）65002492 宣传发行部电话：（010）65935482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20170145号 零售每份1.50元 印刷：中国青年报社印刷厂

关 注

“难度系数高”的医护形象塑造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戏剧舞台上，很长一段时期，除了

曹禺的《明朗的天》、苏叔阳的《丹心谱》等少数作品之外，以

医护人员为主角的作品凤毛麟角，像电影《人到中年》的陆文

婷医生那样深入人心、引起共鸣的人物形象更是几乎没有。

究其原因，创作难度大，难度系数高是其重要原因。

首先，医务人员的工作专业性强，要把一个充满专业术

语、体现专业精神的故事用两个小时在舞台上展示出来，是

相当考验编剧手法和导演手段的。1952年，曹禺先生为了

创作《明朗的天》，光在协和医院蹲点体验生活就有3个月之

久，各种材料记了20多个笔记本，即便如此，这部作品依然

被后来人称为“勉强适应时代但真诚的创作”，无法与其《雷

雨》《日出》《北京人》相比肩。当然，这部作品有当时创作环

境和要求的客观原因，但也同时说明这类题材的不易。

其次，与现实太近，戏剧冲突与现实冲突几乎不同步。

即使是有所点染，也都是浅层次的解决与回应，一方面，舞台

艺术的体量有限，在两个小时的演出时长里，无法充分展开、

深入表现，只能浅尝辄止；而且即使有篇幅呈现故事，也仅仅

停留在故事表层，鲜有追问，鲜有深入挖掘，缺少讲述更深层

原因的篇章。此外，对于社会关注度比较高的医患关系，如

何把握这其中的分寸，难度极大，不少编剧便尽量回避。

第三，医生本身的职业形象特别突出，工作场景更是变

化甚微，大同小异，在有限的空间里，难以更多的展示。借用

一个影视剧的概念“P＋P”模式，即专业（professional）+人

性（personal），要求我们的编剧对医生的职业行为、专业知

识都要有非常专业的表达，对于基本都是文科生出身的编剧

们来说无疑是个短板，因此，不得不将视角对准后一个P，试

图在人性的范畴内，以主人公的家庭生活、情感遭遇、人际关

系去凸显工作性质，塑造鲜活的人物形象，打通与观众的共

同空间，以达到共情，但又总情不自禁的追求完美主义，结果

人人医术精湛、个个奉献牺牲，反而没有那么多更别致更多

元的展示。

向着医护工作者的内心挺进

纵是如此，作为现实题材不可或缺的部分，近年来，以医

护工作者为主要形象的文艺作品还是有了大幅上升，有关数

据显示，2010年到2015年5年间的医疗题材电视剧的数量

超过前20年的总和，而在戏剧舞台上，随着现实题材的升

温，以医护人员为主人公的作品也有所增加，其中不乏佳作，

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涉及的舞台艺术门类多样。像话剧《麻醉师》《庄

仕华医生》《那拉提恋歌》《天上草原》、歌剧《呦呦鹿鸣》、评剧

《藏地彩虹》、越剧《林巧稚》《我的娘姨我的娘》、瓯剧《好人兰

小草》、花灯剧《云上红梅》、淮剧《小城》等，充分展示了各艺

术门类的特点和风采。以地方戏为例，这类题材的出现拓宽

了地方戏剧种的题材，特别是以淮剧、评剧、瓯剧这类更长于

表现家长里短、邻里乡亲、传奇故事的剧种来反映现代的医

护人员，均属鲜见。

第二，主创团队实力雄厚。《麻醉师》的作者唐栋、《庄仕

华医生》的作者刘星、《呦呦鹿鸣》的作者王勇、《藏地彩虹》的

作者张明媛、《小城》的作者徐新华、《那拉提恋歌》的作者王

宝社、《好人兰小草》的作者张思聪、《我的娘姨我的娘》的作

者余青峰等都是业界有名的编剧，而一众导演黄定山、傅勇

凡、卢昂、廖向红等更是业界知名的“高手”，演员的阵容则是

汇聚各个出品单位最骨干的力量，歌唱家吕薇，越剧名家王

滨梅、华渭强，淮剧名家陈澄、陈明矿，评剧名家王平，瓯剧名

家方汝将、蔡晓秋等也都是各个剧种领军人物。这也从另一

个侧面印证了这类题材的创作难度。

第三，就题材而言，真人真事比例极大，命题作文较多。

主角几乎都是“先登奖台，再登舞台”，在医生的职业特点之

前，首先是有奉献精神和社会担当的道德楷模，“仁术”“仁

心”缺一不可。《藏地彩虹》根据“北京榜样”北京安贞医院小

儿心内科顾虹医生、北京援藏医疗队以及其他行业援藏干部

的先进事迹创作而成；《麻醉师》以已故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

院麻醉科副主任陈绍洋的事迹为原型；《好人兰小草》根据

2017年度“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王珏隐善“星雨心愿”的故事

为蓝本改编；《我的娘姨我的娘》里面坚守海岛、守护一方百

姓健康的女主人公，就是浙江省玉环县海山乡卫生院院长吴

棣梅；《庄仕华医生》以武警新疆总队医院院长庄仕华为原

型；《林巧稚》根据林巧稚的生平创作，展现她的大爱医路人

生；《呦呦鹿鸣》则是向诺贝尔医学奖的获得者屠呦呦的致敬

之作。现代戏写这样的人物往往容易拔高，常常失去人性的

真实性，从而造成虚假,而以医护人员为主人公的作品难度

系数更大，稍不留神，就容易落入宣传好人好事的窠臼，因此

十分考验主创的功力。这几部作品均是从真实出发，最终超

越真实本身，实现由生活到艺术、再从艺术成功反馈生活的

正向激励。

第四，在题材的罅隙里寻找更广阔的主题。以上提到的

作品，主创者几乎都在描述医生的神圣与崇高之外，向着人

物内心挖掘，寻找更多的可能。比如《我的娘姨我的娘》没有

惊心动魄的故事，也没有戏剧性的传奇，但是它展示的是对

生命的救护与守卫，一个人对一方水土的具体、深邃的爱，诗

意深情地展现了吴棣梅的“医者仁心”，让我们在主人公的故

事之外有着对生命的敬畏与礼

赞；《麻醉师》讴歌陈绍洋几十

年如一日，始终把群众利益放

在第一位，倾心为患者服务的

感人事迹，但是剧作不拔高、不

过誉，努力追寻生命的意义与

人生的价值，本着对生活真实

的细腻挖掘，成就艺术真实的

亲切与动情；《呦呦鹿鸣》的质

朴无华是它赢得观众的重要原

因，虽然屠呦呦是高不可及的

诺贝尔奖获得者、了不起的科

学家，但是她的故事实实在在

发生在我们身边，她追求梦想

的执著和努力攀登的精神是每

个人都应该学习的品质，她代

表的更是听从祖国召唤，将个

人的青春、事业与梦想与祖国

的命运紧紧相连的一代知识分子；《藏地彩虹》中老一辈修公

路，新一代筑铁路，新时期医疗援建架“心路”，从原来的“骑

马式”援藏，到今天的“组团式”援藏，一批批援藏者犹如朵朵

格桑花在西藏落地生根，给西藏人民带去温暖，在治病救人

的同时，剧中人也完成着自我的心灵洗涤，凸显“雪域高原几

十载，献了青春献终身”的高尚情怀。

把新时代“最可爱的人”立在舞台上

在科技发展无比迅捷的今天，医疗技术日新月异，我们

的医务工作者又面临着怎样的挑战？“如果说当前的手术室

里早就不乏最尖端的现代化医疗设备的话，我觉得有一种最

古老而又最青春的设备不能丢，那就是‘妙手仁心’。这种对

于患者的付出和承诺，对医德的坚守，是最为可靠的医疗设

备。”来自北京世纪坛医院的一位医护人员曾经这样讲。《林

巧稚》展示了林巧稚从一名卓越的妇产科医生成长为中国妇

产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的历程，她曾经说过，“作为一个医

生，既然病人把自己的健康希望给了你，你就要尽心尽力，负

责到底。”一辈子无儿无女，却被尊为“万婴之母”“生命天使”

的林巧稚，坚持“一生只做一件事”，她身上展示的正是对行

业精神的坚守。《庄仕华医生》以一位女记者的采访为线索，

不仅用生动的故事还原了庄仕华医生以救死扶伤为天职、以

维护民族团结为己任的先进事迹，更通过一望无际的荒凉大

漠、高大茂密的白杨、漫山遍野的油菜花，诠释了主人公30

多年如一日坚守边疆、服务边疆、守护边疆的赤诚与坚韧，以

及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甘愿奉献一切的博大情怀。《那拉提

恋歌》以“一带一路”建设为背景，用喜剧的方式讲述了心内

科专家刘主任在新疆伊犁那拉提草原的援疆故事。刘主任

立志要培养一支专业医疗团队，改善当地就医环境，然而他

的妻子赵颖不理解丈夫的梦想，就在当地哈萨克牧民想尽办

法解决刘主任婚姻“危机”的过程中，刘主任援疆期间发生的

感人故事依次得以呈现。该剧展现了以刘主任为代表的援

疆医务工作者的精湛医术、医德坚守，讴歌了他们长期扎根

基层、把宝贵年华奉献给新疆的精神品质，同时，也通过援疆

工作者与当代哈萨克族人民之间的深厚情谊，呼应了国家对

口支援、助力新疆脱贫攻坚战略，弘扬了民族团结的主题。

“无影灯下无魅影，柳叶刀上毫厘争。”医生的神圣并不仅仅

是救死扶伤，更多的时候，我们面对的不止是病痛，还有艰难

的现实和自己的内心，淮剧《小城》塑造的医生肖悦华形象，

唯美烛照出的则是医生这个群体灵魂深处的真和美。

2020年春天，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的视线

聚焦到医护人员的身上，“最美逆行者”的背影让我们每个人

都觉得原来天使在人间，最极致的外部环境给了我们重新认

识医护人员、理解医护人员的机会，他们是光明的使者、希望

的使者，是最美的天使，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文艺工作

者有责任把这些“最可爱的人”立在新时代的舞台上，弘扬他

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

在抗疫主题的舞台创作中，由上海戏剧学院教授陆军创

作的话剧《护士日记》成为较早问世的一部话剧作品。该剧

视角独特，用日记回溯的艺术结构，独特的叙事方式将疫情

之中各色人物、生活百态、生死存亡等串联起来，特别是主人

公护校学生董丽丽在日记里重新认识了自己当护士长的妈

妈的同时，我们的心里也建立起了一个整洁、爱美、温柔、坚

韧的护士长董芳的形象，并且深深爱上了身边这个平凡、安

静、不起眼的女人，也正是千千万万个这样寻常女人的牺牲，

让我们更加感受到伤痛与哀思。

该剧为抗疫题材作品创作带来了不少启示。第一，少一

点感天动地，去一些显而易见的道德楷模的痕迹，多一点敬

畏与平常心。所谓英雄，不过是平凡人在危难前选择英勇；

所谓担当，不过是普通人在困难中选择坚强。医生就是我们

身边的人，平凡如你我，但是平凡的人往往能带来最多的感

动，创作者需要的是多一些朴素平实的表达。诗意不是虚无

缥缈的，而是在现实基础上升华的一种情怀，让人油然而生

的生命的愉悦与美感。第二，向生活俯下身子，倾听并记录，

不虚假、不造作、不概念地去表达那份真切，多一点纯粹与深

沉的爱，多一点思考与真诚。

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的舞台上会出现很多医护工

作者的身影，而以他们为主题的作品也将进入一个深情酿造

的新时期。

当代舞台上的医护形象——

抒写崇高抒写崇高 致敬天使致敬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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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联日前发布消息，2020年将继续

面向全国活跃在创作一线的文艺工作者征集

青年文艺创作扶持计划项目。该项目旨在为

文艺创作引来活水、注入新鲜力量，主要面向

45周岁以下、活跃在创作一线的青年文艺工

作者，以个人原创为主，精准扶持、精准立项，

为其成长发展搭建平台，侧重于当年推出创

作成果。

今年申报项目在主题上要求围绕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胜脱贫攻坚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聚焦

奋进新时代的主题，塑造时代新人的典型形

象，展现新时代人民追梦圆梦的奋斗实践和

崭新的精神风貌，彰显时代的精气神。题材

方面将重点扶持现实题材原创项目。

此次征集面向基层和创作一线的广大青

年文艺工作者，探索搭建包括新文艺组织和

群体中的青年文艺创作人才在内的广大青年

文艺工作者成长发展平台，支持艺术创新，支

持原创为主。申报条件方面，项目主创人员

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年龄原则上不超

过45周岁，且在本艺术领域具有一定造诣，

具有较强创作能力；主要扶持中小型创作项

目，资金数额较大的项目须已落实部分资金；

根据有关经费使用规定，项目必须在2020年

12月31日前完成结项验收；一个项目只能申

报一次，已获得其他全国性艺术基金资助的

项目不在申报之列，重复申报视为无效；申报

项目采取系统内回避制度，文联协会在职人

员不得作为申报项目受资助主体，不得从中

领取报酬或报销额外费用；各团体会员需面

向本区域或本行业范围内公开征集，尽量向

体制外青年文艺工作者倾斜。

据悉，项目申报时间至4月 10日截止。

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可视情况适当延长申报

时限。 （文 讯）

中国文联公开征集2020年
青年文艺创作扶持计划项目

3月 11日，国家大剧院携旗

下唱片厂牌 NCPA Classics 联

合环球音乐、索尼音乐、华纳音

乐、拿索斯音乐集团、中国唱片集

团五大国内外唱片公司，共同发

布以抗击疫情为主题的线上公益

系列作品“音乐的力量”。网友可

以在国家大剧院古典音乐频道、

央视网、咪咕音乐、咪咕视频、优

酷、腾讯、爱奇艺等七大平台免费

观看和聆听。

首批发布的节目中，吕嘉、郎

朗、吕思清、秦立巍、吴蛮、袁莎、

鲍里斯·吉尔特伯格、加布利尔·

施瓦布等20余位中外艺术家带

来诸多大众耳熟能详、能够带给

人希望与力量的经典名曲，如贝

多芬《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

小提琴奏鸣曲《春天》、钢琴小品

《致爱丽丝》，巴赫《G弦上的咏叹

调》、舒伯特《小夜曲》、柴科夫斯

基《如歌的行板》、中国古筝名曲

《出水莲》，以及国家大剧院抗击

疫情的原创歌曲《姐妹兄弟》等。

第二批发布的视频将推出傅

庚辰、阎维文、李云迪、西崎崇子、

戴玉强等20余位艺术家。由著

名作曲家傅庚辰创作、男中音歌

唱家霍勇演唱的抗击疫情原创作

品《有大爱·生生不息》也将在各

大平台与观众见面。所有参与该

公益项目的艺术家们还通过视频

寄语为战斗在一线的医护工作者

和广大民众带来精神上的激励和

抚慰。

在“国家大剧院线上艺术公

益·艺术放映厅”专区，汇集了10

部经典舞台艺术影像，包括中国

原创歌剧《长征》《骆驼祥子》《这

里的黎明静悄悄》，京剧《赤壁》，

世界经典歌剧《阿依达》《费加罗

的婚礼》《参孙与达丽拉》《唐豪

瑟》，音乐戏剧《美丽的蓝色多瑙

河》，舞剧《天路》等。

据介绍，此次公益展播是国

家大剧院自2013年制作歌剧电

影以来，第一次线上放映。网友

可以在国家大剧院古典音乐频

道、央视网、咪咕、优酷等平台免

费观看。此外，为了让网友更好

地认识和了解这些作品，展播期

间，还将邀请知名艺术家、乐评人

开设艺术直播课，分享创作心得，

普及艺术知识。 （艺 闻）

国家大剧院携五大唱片公司
为抗疫贡献“音乐的力量”

《我的娘姨我的娘》

《小城》

《麻醉师》

《藏地彩虹》

《呦呦鹿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