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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
在抗疫中穿行
□欧阳逸冰

深厚内蕴，
淘漉出国人抗疫的群体意识，
激发人们更加宽广的
新知，
的确是新的文明在萌生、在穿
家国情怀，
引起观众的深思和认知。
行。剧作家只有承担起思想家的责
在生死一线上，
与病魔做殊死搏斗的叶宛星，
发出了最真
任，才会在这种特殊情境中有特殊
切的感叹：
“这短短的十几天，
我看到了太多异乎寻常的突然死
的发现。
请看——
亡……”
她非常内疚，
“没能把他们从死神手上拉回来。
”
她把恐
敏锐的妻子春泥发现，作为农
惧转化为坚定，
“党交给我的任务是治病救人，
能救活的决不能
民工的丈夫竟然有了情人，她把所
让他死去！”
然而，
医院急需的防护用品短缺，
怎么办？为此，
她
有的震惊和怨恨都集中在不断磨刀
毅然决然地找到自己久未联系的前男友吴越，
因为他父亲的公
的霍霍声中……直到最后，春泥得
司有医院急需的防护设备。
此时，
个人的矜持和尴尬已经不值
知“太太”重症垂危，肚子里怀着墩
一提，
一切为了救人。
这就是一个普通医生的情感升华。
子的孩子，
她抢过电话，
对
“太太”
大
由此，
戏剧线索跳到吴越，
他心上的恋人（叶宛星）就要和
声喊着：
“你记住，
你欠我的，
你必须
别人结婚了，爱情的失败，使他迁怒于土豪家庭，更加厌恶抛
活着，
你要坚持住，
活着把我的孩子
弃了自己母亲的亲生父亲（吴总），
他甚至不惜与父亲决裂。
然
生下来！”是的，她放下了菜刀，要
而，
为了支持在生死一线奋不顾身的心上人叶宛星（他曾经立 “太太”活着，而且称“太太”肚子里
下誓言，
“她一旦遇到难事，
第一个看见的一定是我”
），
他毅然
的孩子是“我的孩子”。这就是一个
充当了志愿者，
直奔疫情严峻的武汉。
他剖心挖肚地说服了自
女人在愤怒之极，
爆发出来的厚如天地的母性之爱；
在病魔吞
己的父亲，
把公司库存的全部防护用品统统捐给武汉。
颇有土
噬生命的关键时刻，
爆发出来的给予情仇的人性关切。
财主狭隘心理的吴总，
怎么会如此慷慨呢？
儿子的
“侠肝义胆，
此刻，思索如洁白的鸽子，飞翔在国民宽广的心田之上，
不计后果”深深震撼了他，闫润儿的一句嘲弄“他不像你的儿
飞翔在滔滔的抗疫洪流之上。
死亡的恐惧融汇着生存的无畏，
子”
，
使他由衷地迸出了一句心里话：
“他像我爸爸！”
路人的冷漠转换成与子同袍，
茫然无措衍化为奋力拼搏，
仇雠
号称
“业余诗人”
的莫文斋，
实际上就是个啃老的
“巨婴”
，
铭记变为携手相亲……在人们灵魂的深处，
觉今是而昨非，
生
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在母亲被冠状病毒击中住院后，他家被
活在向前。
隔离，进行医学观察。恰巧，把他和小时工“太太”
“关”在了一
当然，
《鸽子》还应向着更高更远飞翔。譬如，叶宛星这条
起。
一场近似于
“黑色幽默”
的戏展开了。
短短的一场戏却包含
主线没有放射出应有的光彩，叶宛星这个主要人物独特的内
着许多令人猝不及防的挑战，让人在笑中思考，在笑中警醒，
心世界还没有令人震撼的发掘。
作为全剧象征的鸽子，
应有怎
在笑中自省。这段戏象征大于写实。主创思索的是，与病毒进
样的巧妙设计，才能使这部现实题材的话剧闪烁出通灵神韵
行生死搏斗，
打破了之前的固态和习惯，
引发了之后的重建和
的光芒？
我们满怀期待地注视着那鸽子的高飞。

姜志涛

“ 我 是 一 只 鸽 子 ，经 常
顺着武汉的那条江一直飞，
飞到一个叫做南京的地
方 ……”江 苏 艺 术 基 金
2020 年 度 理 事 会 资 助 项
目、2020 年江苏省舞台艺
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重点
投入剧目、2020 南京文化
艺术节重点剧目、南京市话
剧团打造的“致敬南话六十
华诞”系列之大型原创话剧
《鸽子》日前在江苏大剧院
成 功 首 演 。该 剧 由 王 宏 编
剧，胡宗琪导演，通过一只
拟人化的鸽子的观察视角，
以温情感人的故事、真诚动
人 的 呈 现 、幽 默 诙 谐 的 手
法，展现了一个个普通的小
人物在特殊时期散发的人
性光辉，谱写了一曲壮丽的
抗“疫”战歌。

飞向春天的《鸽子》
□武丹丹

在一大批以抗“疫”为题材的作品中，话剧
到几近崩溃，在与老婆的厮守中，开始慢慢重启
《鸽子》极具特色。
虽然刚刚完成首演，
但是品相、
人生的方向；
而在吴越前往武汉去做志愿者的过
成色都属上乘，
具有隽永、超越时空的精神气质。 程中，父亲吴总才真的读懂了他这个儿子，从为
首先，剧作者以一只飞越武汉、南京两地的
他担心到为他骄傲，
从观望到作为企业家代表捐
信鸽作为全剧的视角，
自由、灵动，
使得
“双城记” 款……懦弱的、嚣张的、安静的、无畏的，每一个
的模式得以自由切换，同时，他通过 5 个家庭、6
人都以自己的性格、自己的方式参与到抗疫中
组关系，诸多可堪开掘的鲜活生命、各色的生活
来，
人性的光辉与纯正也如耀眼之火光，
温暖、照
形态共同构成了话剧《鸽子》的主体，
演绎出泪点
亮着世界。我尤其喜欢的是剧中对生活里最普
与笑点交织的人间活剧，
反映了各个阶层的生活
通、
最平凡的小人物的刻画，
寥寥数语，
入木三分。
状态。疫情只是背景，我们看到的是疫情下悲欢
“我不是小张，我是小李！”
“小李？小张呢？”
离合的人们，
看到的是百态人生。
“大哥，小张感染了，没救过来，他的工作由我来
那些疫情之初的焦灼、恐慌、绝望、彼此依
接替……”
这是负责给莫文斋送东西的快递员与
赖……在疫情的暂停键下，
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
莫文斋门里门外最简单的对话，
但是在这样稀松
变。
舞台上的《鸽子》就是一个剖面，
那些被压缩、
平常的对话里，让我们感知背后多少无言的牺
被变形、被拷问、被释放的瞬间，
反而更深入地接
牲，能够感受到每一个人的坚持与坚守，能感受
近了我们的内心。
我们每一个人都开始不自觉地
到英雄的武汉人民在这一场战役中付出的代价。
重新打量自己的生活——如果没有疫情，
莫文斋
社区主任倪大福被下放到门岗看门，
外面大
还在他高高的阁楼之中以诗人的名义理直气壮
雪纷飞，他坚决不离岗。他跟不理解自己的陈保
地啃老；农民工墩子依然背着家里的老婆春泥，
安说，
“你不是党员你不知道，
党员入党的时候宣
和绰号“太太”的小时工进行着彼此消解寂寞的
过誓，永不叛党……”
“现在国家遭难了，躺倒不
婚外情；
而医生叶宛星则毫无悬念地等待着自己
干事的党员，
就是叛党……”
没有更多的表白，
只
成为婚礼上最美丽的新娘，
她的前男友吴越则忙
有简单的一句，
朴实又生动。
着跟富豪老爸吴总划清界限……所有人都忙碌
疫情发生以来，
抗疫的各类文艺作品可谓排
地活在自己的生活里，像一只充满惯性的陀螺，
山倒海。
某种程度上说，
这类作品的含情量等于含
来不及思考，
也无法停止。
而疫情的发生，
让一切
金量，
剧作家王宏和导演胡宗琪在这个作品中投
凝固了，在高超的编剧技巧下，这一群人以一种
入了自己非常真切的情感，
这种情感不是简单的
特别的形态被放进戏剧的坩埚里：
完全不在同一
煽情，
不是廉价的博人眼泪，
更是有一种人生的大
个频道相互都看不上的莫文斋与小时工“太太” 爱在其中，
有着戏剧人的使命与担当在其中。
被隔离在同一个屋檐下，
墩子无法在短期内回到
在这样特殊的时段，在生命个体的至暗时
武汉，
而不得不与第一时间就发现了真相的老婆
刻，用戏剧作品展示对生命意义的攀爬与追寻，
春泥 24 小时相守，而叶宛星则白衣上阵，生死一
对生活的思考与体悟，对人生境遇的艰难跋涉，
线，她医院一线紧缺的医疗设备，在前男友吴越
《鸽子》将所有人都放到了人生特定的情境中，
而
公司里有……外部环境的不断改变，
生活空间的
这所有生命的微妙变化、起承转合，都在他们悲
多重叠套，
煎熬着、挤压着人物的心理空间，
让坩
悯而深情的注视中。他们是那只自由飞翔的鸽
埚里的人释放自己内心的能量，
在这种极致的戏
子，是给诺亚方舟衔来橄榄叶的鸽子，不仅飞往
剧情境中，
我们看到人性最真实的显露。
“太太”
在
春天，
更是飞向未来，
充满希望。
第一时间就爆发了对莫文斋这个巨婴的不满，
句
《鸽子》不只是见证历史，更是记录了历史，
句点到他的死穴，
最后雇主不得不听从小时工的
记录了在这样特殊的时间段，我们的生活被打
安排，开始学着生活，最后两个人心里的冰霜逐
断、被暂停、被重创，
但是更是被修复、被洗涤、被
渐消融；
墩子每天在春泥的磨刀声中从惴惴不安
重建，
我想，
为时代存照，
是这部话剧的意义所在。

南京市话剧团演出的《鸽子》是一部
表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题材的剧作。长
期以来，
反映重大突发事件的创作总是一
个难点，
往往有数量众多的应景之作纷纷
诞生，
但就其思想艺术质量而言却常常是
昙花一现的，一旦风雨过后，作品也随之
过气失色再少人问津。话剧《鸽子》所表
现的抗疫也是个突发事件，
能不能突破这
个创作上的魔咒，
并且未来有着怎样的命
运呢？
同一般灾难不同的是，新冠病毒的
肆虐给人类社会造成了重大的冲击与危
害，因而在人们心头留下的阴影与刻痕
□
实在是太深重了，并且促使人们在深层
上思考人类与自然的终极关系，思考人
与人之间的依存逻辑。这些具有本质意
义的哲学命题，想必不会像过去许多的
大灾大难那样，随着灾难在短时间内即
告结束而消散，相反会成为可供长期沉
思与追问的一个重大问题。对于《鸽子》
的创作与推出，是当世界仍深陷疫情，而
中国初步走出疫情的我们，应以一颗依
然战栗的心来关注它和欣赏它，审视它
是如何切入这一段刻骨铭心的历程，如
何表现疫情当下人们心灵与情感的碰撞
及其发展的轨迹，如何反映灾难笼罩之
下人与人之间的龃龉与慰藉。
因为是南京市话剧团的作品，
剧作以
南京与疫情重灾区武汉的两地情来结构
戏剧，
是合情合理自然而然的，
由此也在分处两地的人物之
间形成了极为密切的交织与勾连。最为值得称到之处在
于，
剧作不是像往常某些作品那样，
自觉不自觉地将突发的
灾难同当下的生活剥离，单向度地表现疫情来临之时的人
们如何服从大局、奋不顾身、英勇无畏。而是首先精心设置
了叶宛星、莫文斋、墩子、吴总等两地 5 个家庭的 6 组人物，
每个家庭、每组人物都有其独特而现实的人物构成形式和
情感关系，
并且将这种构成形式和情感关系，
以极为日常的
生活状态展现出来，使之如同观摩人们习见的社会生活题
材戏剧。然而正是在这种再日常不过的生活状态自然延伸
时，
突然遭遇了新冠疫情的袭击，
剧作以写实性的戏剧矛盾
和冲突，
将其作为一种陡然横切的生活面，
来揭示人物关系
与情感的突至的陡转和错位，再现和揭示了人们在此非常
事件和情景之下，所面临的意想不到的冲击、纠结与拷问，
并按此逻辑发展所可能具有的情感现实与心理现实。
新冠疫情造成了社会与人生的困厄，但同时又反映了
疫情之下包括医者在内的人们的勇敢、坚强和善良。对此
剧作有特别动人的表现与处理。正处于筹备新婚的叶宛星
与文新，对甜蜜生活的向往使一切似乎笼罩在玫瑰般的氛
围之中，而当号令下达叶宛星却能充分意识自己的医者身
份，
毅然披挂上阵虎口夺人救死扶伤，
最终于岗位上光荣献
身令人产生无限的惋惜与赞佩之情。对父亲情感经历耿耿
于怀的吴越，把库存的防护用品以吴总的名义一件不留地
全数捐给宛星医院。莫文斋与小时工
“太太”
在疾病威胁之
下，
两个人的关系也由冰冷变为相互体贴、宽慰与帮助。在
南京开小烧烤店的春泥深陷与丈夫墩子情变的苦恼之中，
但听闻罹患新冠肺炎的“太太”怀了丈夫的孩子，却立刻抢
过电话，
厉声对她说：
“你记住，
你欠我的，
你必须活着，
你要
坚持住，活着把我的孩子生下来！你要是坚持不住，你就是
杀人犯！有罪的是你和墩子，孩子没罪！”这种瞬间的情感
爆发，是剧作在一种极致的情境下揭示出人性的高光与亮
点。所有这一切都是时代生活和人们心灵的写照。因此可
以说剧作所表现的人物的生活和情感线索不是被迫中断而
是有意味的继续，
在一种无缝连接中发生耐人寻味的转向，
成为非常状态下达于极致境界的呈现和表达，使观众更加
看清楚的是人物的性格特征与人性的本质。总之，这是一
部按照话剧的思想与艺术要求创作的剧作，是一部透过人
生写抗疫，
透过疫情写人生的话剧佳作。
剧作对新冠疫情来袭时的时代生活氛围，对大疫所造
成的极度惊恐和病痛死亡，对各类人们以各种方式同病毒
进行的不屈斗争，都以戏剧的方式进行了场景式的还原与
再现，
有力地增强了作为抗
“疫”
剧作的特性与质感，
以及对
于此类题材所进行的近距离的思考和认知。剧作颇有深意
地邀请多名援鄂医疗队的真正医护人员登台参加演出，这
也给作品增添了别样的意蕴与趣味。剧作还别出心裁地设
计了一只鸽子的形象，而且这只鸽子被赋予了多重的作用
与意象。首先它作为串联与连接剧情的介质与有机体，成
为一位女性人物手中牵引的道具，自由地出没和参与到各
组人物关系之中，
不仅给剧作找到了一种外在的表现形式，
而且对特定情景和意涵下的表演和抒发作出必要的补充、
提示甚至深化。其次鸽子又扮演着信使的角色，给受困于
灾难中的人们传递各种悲伤的或利好的消息，从而以一个
重要的表演主体受到关注。再次它包含的又是和平与安宁
的寓意，
鸽子衔来的应当是一枚橄榄枝，
给绝望中的人们带
来从冰冷的寒冬飞向温暖春天的希望。从这些意义上讲，
不能不说这个道具设计与运用的巧妙。另外简约的舞美设
计，
使剧作显示出罕见的清新洗练之感，
如四个家庭以及紧
急救治的医护环境和与驰援武汉的货车等实体的小环境，
与天上的云纹之写意性的设计结合，与这个剧的特定情境
极为吻合与贴切，
与戏剧表达的丰富生活内容一起，
共同形
成了剧作独特的风格与品位，也使这部剧作具有相当长久
的艺术生命力。
（摄影：
林琨）

汪守德

书写大爱 演绎真情

我用六个字概括观看话剧《鸽子》的感受：
震惊、欣喜、感动。
震惊的是南京市话剧团的艺术家们以极大的热情和勇气、以话
剧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投入到以抗击疫情为主题的剧目创作
中，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就把这台大戏立在了舞台上，
速度之
快令人震惊；
欣喜的是用很短的时间、很快的速度创作的作品具
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不是直白的宣传，更不是应景的急救章，完
全是按照戏剧规律创作的艺术品。
以往在发生重大灾难事件后，
也出现过很多文艺作品，但大多数是新闻报道式的应急反应，
灾
情过后，这些作品也就销声匿迹了。而《鸽子》有巧妙的结构、鲜
活的人物、抓人的情节、厚重的主题，无论是疫情中还是疫情后
都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因此也会具有很长久的生命力；
感动的是
该剧把疫情中人性善的一面，真实地再现于舞台，
许多情节感人
□
肺腑，催人泪下，引人深思。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戏剧情境中得
到充分展示，剧中有舍己救人的白衣天使、见义勇为的志愿者、
慷慨解囊的企业家、迎难而上的农民工，中国人之所以能在全世
界范围内率先取得抗击新冠疫情的成功，就是因为有这些勇敢、
善良、可敬、可爱的普通百姓的支撑。
我认为，
《鸽子》的成功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有一个精巧的结构。该剧表现的是疫情下的社会众生
相，剧中人物较多，可以说是群戏，剧作家采用散点式的结构，
用
一个拟人化的鸽子充当叙述人，将两座城市（武汉、南京）5 个家
庭、6 组人物巧妙地串联起来，又通过不同的事件将这些人物有
机地勾连在一起，形成了尖锐的戏剧冲突。鸽子能自由翱翔，可
飞越蓝天，
可静卧阳台，它将自己听到的看到的，告诉给观众，
贴
切、自然，同时鸽子也是自由、和平、幸福、美好的象征。
全剧没有
刻意制造一个中心事件，剧作家把突如其来的疫情设置为最大
的事件，突出表现灾难下的人生百态，
灾难中的人生况味。
二是塑造了一群栩栩如生的人物。全剧有名有姓的人物就有 20 多位，有医生、
小时工、个体老板、农民工、快递员等，而且每个人都有一段让观众印象深刻的戏，
比如：自称“诗人”的无业青年莫文斋和外号叫“太太”的小时工，他们相互厌恶、反
感、甚至敌视，但由于莫母是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所有相关人员必须就地隔离，
两
位冤家也只好同处一室，随之发生了让人啼笑皆非的诸多事情，
“太太”
刀子嘴豆腐
心的性格，诗人色厉内荏的特征都刻画得惟妙惟肖。
墩子和春泥原本是恩爱夫妻，为了生计，墩子去武汉打工，春泥在南京开小商
店，长期分居，墩子耐不住寂寞，与同为打工者、同样耐不住寂寞的“太太”发生了
“一夜情”
，春泥从丈夫的手机中发现了秘密，她怒火中烧，五味杂陈，
但为了顾忌墩
子的颜面，她始终憋着、忍着，
没有捅破。
墩子自知理亏，内疚、懊恼，
整日坐卧不安。
当得知
“太太”
染病住院还怀上墩子的孩子时，
春泥在电话里对
“太太”
说：
“你记住，
你欠我的，你必须活着，你要坚持住，活着把我的孩子生下来！你要是坚持不住，你
就是杀人犯！有罪的是你和墩子，孩子没罪！”这种连骂带劝的语言，非常符合人物
的身份和爱恨交加的心态，更表现出春泥宽宏、善良的胸怀。
社区主任倪大福虽笔墨不多，
但形象丰满，
戴红箍的社区干部怒砸麻将桌的画
面，相信很多人在网上看过，剧作家将这个情节有机、合理地再现于舞台上，敏锐、
透彻地发现了生活表象背后更真实的意涵。
墩子隔离在家百无聊赖，
找两个人打麻
将，不算什么大错，倪大福出于对防疫工作的负责，坚决制止，也是合情合理，由于
各自的立场不同，对问题的认识不同，
话赶话便争吵起来，墩子骂倪大福是
“狗拿耗
子多管闲事”
，倪大福一气之下砸了墩子的麻将桌，受到了停职的处分，
可他依然在
小区门口站岗值班，尽职尽责，无怨无悔，这样的基层党员值得尊敬。
三是主题立意深刻。该剧最让我们感动的是用生动的细节表现出在灾难面前
人性的善良。剧中的 5 个家庭，20 多个人物，虽然有各自不同的烦恼、矛盾，有的人
甚至在品质上存有瑕疵，可是疫情来了，他们也都展现出自己正直、狭义的一面，
比
如娶自己儿子小学同学为妻的吴老板、为了追求金钱嫁给比自己大 40 多岁的闫润
儿，在关键时刻都能作出令人感动的义举。
刚搬上舞台，此剧能有此呈现已属不易。当然还可有更好的提升空间，相信经
过一段时间的加工、打磨，这台戏会有更高远的前景。

透过人生写抗疫的佳作

南京市话剧团排演的新戏《鸽子》显示着话剧艺术家们以
独有的犀利目光、火热的创作激情、神圣的使命感、宁静的深
刻思辨在探求人与疫病、文明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
《鸽子》的重要成就是独特的戏剧架构。主创的探求是在
这次 21 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中，我们的国民受到
了怎样的震撼，发生了怎样的改变，产生了怎样的思考，激发
了怎样的力量？因此，主创确立的戏剧架构是严谨统一的散点
透视。也就是通过不同人物组合的散点透视，聚焦于“人·疫
病·文明”
三点关联的核心上。
对戏剧而言，散点结构最忌“散”。必须努力做到“散点不
散”
，方能严谨。
《鸽子》的架构是由六个
“散点”
托起来的，它们
分别是：
①叶宛星与文新（新郎）及吴越；
②莫文斋与母亲及
“太
太”
（绰号，小时工）及叶宛星；
③吴越与吴总及闫润儿；
④墩子
与春泥及
“太太”
；
⑤倪大福与陈保安及墩子；
⑥乐乐与爸爸妈
妈及叶宛星及吴越。
这六个散点很像六棵树木，
借用艾青《树》
中的诗句，
看似
“孤离地兀立着”
，
实际是
“把根须纠缠在一起”
。
仅以主要人物之一叶宛星为例。
她的前男友是吴越，
吴越
是吴总的儿子，吴总的公司恰是做医疗设备的（恰有她和她的
医院最需要的抗疫物资），她的新郎又被吴总聘为公司高管；
她曾是莫文斋父亲的主治医，
如今莫母患上冠状肺炎，
指名求
治的正是她；
而莫家的小时工
“太太”
又是墩子的
“情人”
；
她的
表妹是乐乐，
坚持为她在南京收集和转运抗疫物资，
乐乐联系
的正是吴越……这样，她或直接或间接地勾连了全剧的主要
人物组合。这种穿插互见，宛若“把根须纠缠在一起”，把相同
背景、相同时间中不同空间的故事镶嵌在一起，
形成了六方连
续的大幅图景，多姿多彩，交相辉映。
引人注意的是，把这六方连续的大幅图景穿针引线巧妙
缝制起来的是一只鸽子。
这鸽子往来于南京和武汉之间，把整
个戏组成了
“抗疫双城记”
。
尾声，
来自全国各地的鸽子组成了
群鸽，像雪白的祥云，在蔚蓝的天空上自由飞翔，给人以无限
的遐想。
有了这样的戏剧架构，才能有力地发掘这个题材应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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