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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全国人民众志
成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武汉发现疫情之后，全国各地
医务工作者紧急驰援，江苏医疗队作为第一梯队最早到
达，在这里医护人员夜以继日，顽强奋战，不顾个人安危，
与死神赛跑，抢救病患，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早
在今年3月，江苏省演艺集团已经着手以艺术的方式书写
抗疫传奇。历经4个多月的资料收集、剧本完善，紧张排
练，8月初江苏省演艺集团将抗疫题材的话剧《因为有你》
搬上舞台。或许是因为久违了剧场，观众对这台演出充满
了久别重逢的感情。他们为剧中人的命运揪心，为他们的
处境动情，为他们的奉献感动。

中国话剧历来秉承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与生活
同在、与思想共鸣的传统，在话剧舞台上讴歌抗疫行动中
的时代英雄，用真实形象表达生命感悟，这是话剧工作者
的使命担当。由江苏省演艺集团话剧院院长解涛编剧，国
家话剧院李伯男导演的话剧《因为有你》，是精心打造的
抗疫题材的成功作品。抗击疫情的文艺创作，话剧不能缺
席，也不应该缺席，在疫情还没有完全消失之前，它的现
实意义十分明显；等到有一天疫情结束了，它蕴含的生命
哲思，依然具有值得回味和反思的余地。

这是一部有仪式感、有共情性的戏剧。舞台的总体设
计是玻璃材质构建的巨大网格结构，它本身的框架和影
像在其上的投射，形成多样态、多意味的表现空间，它可
以是社区的街道、医院的走廊、灵魂的故乡，也可以是急

救室、家庭、病房……它可以抽象，也可以具象。它是大时
代的缩影，也是千家万户的剖面，它承载一个又一个的场
面，也聚焦一次又一次的聚散。一开场，画外音以凝重和
沉郁的语调，讲述着疫情的发生和延续之中重要的时间
节点发生的重要事情，演员们以叙事体的方式，讲述各自
的角色定位，这种表现形式对于观众而言，很有带入感和
仪式性，它让人们静下心来，回首、回味一同走过的人生。

这是一部有时代特点、有现实观照的群像戏。它的构
思很有特点，南京与武汉本来是两个区域，但是编剧通过
剧中人的情感纽带，将两地的人心、人情紧密相系。其叙
事主线是作为医生的段一铭和作为社区书记的范小沫的
爱情，然而他们同处一城却各自奔忙，无法相见却心灵相
通。他们曾经是大学的同学，毕业后各自为家乡效力。疫
情之前，二人纠结于是范小沫去南京还是段一铭来武汉
的事情。两个人都是故土难离、去留两难。疫情的突然出
现让段一铭的选择变得简单，他不顾支援武汉的医生父
亲的规劝，也不顾范小沫的坚决阻拦，义无反顾地走上抗
疫一线。然而还没等他站到手术台旁，死神已经逡巡在他
的身边，他最好的朋友、曾经的同窗孙刚医生不幸殉职。
在武汉的奋斗经历，与范小沫的生死考验，让段一铭坚定
了意志，为职责、为爱情，他选择留在武汉医院工作。武汉
与南京、一人与众生、一地与一国，因为疫情，彼此的关联
竟然如此紧密。

此剧充满了生命的庄严感和神圣性。《因为有你》，

剧名透露出编剧的缜密心思：你，既是指广大奋战在一
线的医护人员，也是指千千万万居家抗疫的人民大众，
当然也包括那些被疫情感染的不幸患者。因为有你，我
们秉承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原则，一个都不能少，生死
相依，不离不弃。剧中没有高大上的人物，也没有激昂慷
慨的口号，它的风格是质朴鲜明的，它的基调是平实真
诚的，它的美学意味是含蓄隽永的，它的形象是鲜活生
动的。该剧塑造了疫情期间芸芸众生的真实群像：一线
医护人员、社区工作者、小区保安、网络主播、志愿者、居
民……这里有生离死别的悲伤，有与死神较量后获胜的
欢畅，有心心念念、咫尺天涯的思念，也有日复一日、勇
敢坚守的执著，更有为了相聚的诀别、为了理解的争吵、
为了宣泄的豪放，等等。

该剧展现的是一场与疫病、与死神的斗争，焦点却是
人心和人情。段波和段一铭的父子感情、段一铭和范小沫
的爱情、孙刚和苏伦的生死爱情、范立平与范小沫的父女
深情、两代护士长的母女真情、小娃娃和他打怪兽的医生
妈妈的母子情等，在生死考验面前，显示了超越庸常的珍
贵性和不确定性。正如戏剧中台词所言，“不知道明天和
意外，哪一个先来”，但是剧中人选择了勇敢面对，共同担
承，笑对死生。苏轼在一首词中写过：“回首向来萧瑟处，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而剧中所表现的抗疫故事，却是

“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有风雨也有情”。
文艺作品要弘扬中国精神，在疫情中全国人民的表

现，就是中国精神的最好明证。该剧刻画的是充满烟火
气、接地气的中国百姓。中国人讲究实效、顽强坚韧，历史
上灾难频仍，但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国人具有集体
意识，从来不会把个人的重要性置于家国之上，始终强调
荣辱与共、风雨同舟。

因为有你，就有奇迹
□宋宝珍

文章合为时而著。文艺工作者在灾难面前究竟能
做什么？也许这个行业的人们无法冲上一线，为国家安
危直接尽力。而当灾难在历史的转角定格，经历洗礼之
后，为时代发声，留下准确镜像，则是考验整个文艺行
业的时刻。剧场复苏的时刻，8月的南京紫金大剧院上
演了一部现实题材话剧《因为有你》。在全中国乃至全
世界仍然处于疫情的大背景下，江苏省演艺集团话剧
院担当起文艺创作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的责任，充
分发挥了国有文化企业的使命，令人敬佩。

该剧以抗疫期间医疗战线江苏精锐力量驰援武汉
为线索，穿插了武汉当地医护人员、基层社区工作者、
保安、志愿者、居民平凡却充满善意、牺牲精神和大爱
的举动，展现了疫情下全民互助、共克时艰的全景。作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意外比明天先到来的时候，个体
在第一时间完成的抉择，形成巨大的合力。在舞台上这
一群体的身后，是全国人民、中华民族每一个细胞、分
子的默默付出。

全剧视角平民化，精准、果敢。主创果断地将笔力聚
焦在一群小人物的身上，他们的职业身份是医生、商人、
社区工作者、保安、志愿者、家庭主妇、网络主播，家庭身
份是父亲、子女、丈夫、妻子，社会关系是邻里、同学、同
事，星罗棋布，密不可分，将人物群体放置在有机交织、
张弛有度的关系中，便于组织戏剧行动。这一选择体现
了主创的文艺观，与百姓同呼吸，化身一颗微小的水滴，
融入抒写对象之中，并以平视视角展开，在大全景、中
景、近景，尤其是细腻的局部特写中，自如切换。

剧中，南京某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段波与同为医
生的儿子段一铭驰援武汉前的一场二人戏，堪称百转
千回。父亲情感中的不舍和作为医疗行业领军人物的
理性、嘉许、引导交织迭起，儿子对职业的坚定，对友

情、爱情的牵念，对父亲的崇敬与爱亦是交相辉映，构成了一个相当令
人难忘、耐人回味的戏剧场面。而当儿子到达武汉，第一时间得知同窗
好友孙刚医生在一线感染病毒，已经送进了ICU，随即二人在心理时空
开展的对话，让人真真切切体会到医疗战线上的“90后”已经勇敢地守
护着这个国家。孙刚这个生活中不擅长表情达意的男人，在死神面前，
深情地将自己的性命和身体托付给了医学，托付给了兄弟。这是武汉人
民和医务工作者将自己生命的延伸托付给了前来驰援的全国医务工作
者，这更是生命的接力赛跑。而从死神手中抢人头的段一铭，在灾难面
前迅速成长，接过了这一棒。这一笔，讲的是牺牲与成长、深情与大爱。

同样是写两代人的关系，社区书记范小沫与父亲的一场关于藏钥
匙的戏也是重场。单亲家庭的父亲，几十年如一日，即使在商业饭局里
被灌多了酒，也会清醒地回家向女儿报到，从不缺位。而长大后的女儿，
在社区工作的烦琐中甘于奉献、乐此不疲，永远用贴心、耐心、爱心去面
对居民，在疫情中向社区报到，体现了“90后”在社会基层岗位发挥的
重要力量，胜似千言万语。而在这一场交锋中，女儿更深地懂得，自己是
家庭的全部，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回家向父亲报到，才是在向社会报到
之外，更为完整的自我归属。

保安丁果果和志愿者大勇喝酒吹牛一场，也令人过目难忘。每天承
受着巨大的压力和超负荷的工作量，不被居民认同理解的委屈，然而他
们如同微光一簇，聚合成一团火焰。丁果果说，穿上保安这一身衣服，就
有了一种责任感，当这个城市醒来，我要黄鹤楼等着我，热干面等着我。
这种凡人的英雄气魄，是一首最动人的诗篇。他们是外来务工人员，把
这里当成第二个家园。从他们身躯中发出的声音：范书记加油！武汉加
油！这是中国人集体发出的声音。他们是社会的细胞，也是民族的身躯。

从以上几个场面，我们看到了创作者勇敢的选择和炽热的温度，不仅
像手术刀般精准地剖开宏大叙事的表层，剖面取样的弧度近乎完美，手法
纯熟，更在日常的场域中跳出了惯常的窠臼，给观众带来极大的冲击力。

该剧的二度呈现充满了当代审美意味。从开场将多时空人物与现实
中演员的身份一并在跳进跳出中推向前台，群体式亮相，令人深深意会，
这群人就是你我他，此刻书写的是当下的故事。二层空间的调度有效解
决了时空穿梭，节约了换景时间，写意而灵活。特殊材质的介质和影像，
把城市、环境带到观众眼前，营造氛围和纵深感，切中全剧现实题材的视
角。导演语汇纯熟，他将自己化于全剧之中，没有抢夺整体，没有跳出来
自说自话，将对全剧的整体掌控体现在演员的准确诠释、舞台节奏的流
动之中。这是李伯男导演近年来的一部再次进行自我梳理后的全面调
动、审视和登攀之作。当段一铭与范小沫这对奋战在医院、社区而没有机
会见面的情侣，在共同的奋斗中，两颗心越走越近，人物在准确的舞台调
度中，从一个时空走向另一个时空，最终并肩坐在桌旁，完成了从物理时
空到心理时空的接近，自然流畅，举重若轻，足见导演功力。

舞台上的现实感应该是记录时代的最好佐证。当我们看到剧中父亲
手持喷壶，为客厅细细消毒，点点滴滴的居家抗疫岁月涌上心头；胖嫂给
素日里互相看不上的网络主播艾米送去一碗自家的热干面：小姑娘不吃
饭怎么会有免疫力，人们之间的善意和体谅为武汉、为中国刻骨铭心的
伤痛时期，带来暖意和慰藉。在用顽强和坚持对抗病毒的日子里，人类的
情感表达更为克制含蓄，想拥抱而不能的时候，那些丰富和美好，在心里
积蓄成安静的洪流，在久违的剧场里，冲破闸门，化作泪滴。

日前，江苏省演艺集团话剧院的艺术家们发扬中国
话剧的战斗精神，克服诸多困难，用积极的态度、饱满的
热情，以最快速度、最优阵容排练并公演了反映全民抗疫
的话剧《因为有你》，在戏剧舞台上奏响了一曲上下一心、
众志成城、不畏生死、战之必胜的生命交响乐，彰显了中
国力量、中国精神。

《因为有你》恐怕很难写出一个简练的故事梗概，它
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抗疫全景画卷。剧中重现
了我们熟悉的有关抗疫的不同场景：被按下暂停键的武
汉犹如一座孤岛，疫情救助刻不容缓，南京市东方医院重
症医学科主任段波临危受命，率领第一批江苏医疗队星
夜驰援武汉。武汉城中社区书记范小沫下沉一线，为解决
市民的“温度”和“肚子”等问题不遗余力。背着女友范小
沫偷偷从南京赶来支援的段一铭牵挂着女友的安危，牵
挂着被死亡阴影笼罩下全城市民的命运。普通民众自觉
留守武汉，互助自救，每个人都为战“疫”奉献自己的微薄
之力，共同支撑起武汉这座城市的天空……在这场疫情
中，每个平凡的生命都变得异常坚强。

剧中，主创们试图超越“死亡”，其叙事的独特性在于
人物虽然是叙述的重心所在，但在一种全景式扫描下，舞
台上没有一个人物是笔墨浓重的绝对中心。袭来的疫病
强化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也不再只是
单纯的家庭和邻里关系，在一种共时性面临死亡的境遇
中，这张关系网扩大并凝聚成为愈加广大的群体关系。其
结果便是弱化生命个体的死亡苦痛，个体之间因死亡威
胁而结成的巨大情感网被强化，死亡问题不仅仅只是单
一的亲情问题，而是变成了颇具普遍情感意义与关联度
的群体事件，舞台上众多看似庸常的小人物，也都因这个
关系网与事件的存在而承载了不凡的意义。

通过对小人物的“小叙述”来讲述“宏大”的历史，《因为
有你》发散的诱人魅力正是来自于小人物的人性之光。段

一铭是个充满活力的青年医生，他有一颗柔软善良的心，对
生命有种本能的珍惜和尊重。剧中，他因思念恋人范小沫
的小爱，毅然选择加入医疗队走上了大爱之路。当他刚刚
到达武汉来到城中医院报到，得到的第一个消息就是自己
的大学同窗好友孙刚不幸感染并去世的噩耗。孙刚的早逝
让段一铭“感觉到了人世间的沧桑和无常”。周围接踵而至
的死亡更让他认识到生命的有限性以及死亡会使一切价值
毁灭，也让他渐渐成长，懂得了更多生命的担当。最后，他告
诉父亲希望留守武汉，为好兄弟孙刚守护好这座城市的决
定时，完成了一名青年医生成长为成熟人民医生的人生蜕
变。江苏医疗队队长段波和护士长黄英则代表着中年医生
在经历磨难后的责任与担当。从医几十年的段波，对医疗
事业有着深厚的感情和为之奋斗终身的觉悟。一旦接到上
级指示，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江苏省医疗队队长的重担。
当儿子段一铭向他主动请战时，他试图阻止，与儿子产生矛
盾。当段一铭决定留守武汉时，段波平静地接受了孩子的
决定，并谆谆告诫儿子，医生的使命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
门，在这扇门里每天都在绝望中寻找希望，但不是每次都能
找得到，要具备承受失去的勇气，进一步展现了段波的人生
观和大局观。护士长黄英第一个报名去武汉支援，段波希
望她能留下照看病重的母亲。黄英拒绝了，她说这既是母
亲的意愿，也是自己的决定。曾是东方医院老护士长的母
亲听闻黄英报名参加医疗队，将“非典”时期黄英还是学生时
送给自己没舍得穿的那双舒服的护士鞋又交给了她，希望
她用在最有价值的地方。当黄英远在武汉之时，收悉母亲
病故的消息，在手术室的她为了不耽误手术的正常进行没

有任何情绪的表露，但手术后，她向着南京家的方向磕了三
个头，遥祭母亲的英灵。这里将两代医护人员高尚的价值
观表达得淋漓尽致。最能体现出战斗精神的是社区书记范
小沫，在疫情暴发期间，她抛掉个人利益的权衡及私心杂念,
积极号召大家抗击疫情。作为社区书记，她每天工作20小
时，无暇与自己的恋人段一铭见上一面，只能靠微信互诉衷
肠。父亲范立平曾试图阻止她奔赴一线，希望她多为自己
着想。她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但她不忘自己肩上的重任，
坚信爱是一种对集体和社会的责任感。

剧中其他人物也格外有戏，如孙刚医生与妻子苏伦
的几段甜蜜时刻；受到范书记的“封官”后，以“门神”的姿
态坚决守护好社区大门的小保安丁果果；刀子嘴豆腐心
的胖婶在遭遇中年危机后，夫妻二人居然因为疫情的缘
故重新找回了甜蜜的感觉，也让她走近了她一直不理解
的小网红主播艾米。

李伯男导演在新时代青年导演中是独树一帜的，他始
终固守着自己的艺术理想，关注人性、笔触细腻而温婉，他
熟悉底层人物的情感漩涡，善于举重若轻地以最轻柔的力
量掀起人们心底最强烈的震撼。在艺术成长之路上，温情
和诗意成为他走近和解读生活的方式。在他的作品中，我
们总是能发现现实中饱含诗意，诗意中升华现实。《因为有
你》继承并延续了李伯男的艺术风格，因此，人性的光辉和
活着的希望依然闪耀在被疫情涂抹成灰暗底色的生命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占据了大部分舞台空间的巨大的
二层钢架结构,将舞台分割成若干部分，在每一次的灯起
灯灭中，完成了时空重组，成为这部剧的“点睛”之笔。

植根于生活的希望与温情
□靳文泰

话剧《因为有你》的主题“站位”高。一开场，江苏医疗
队“援驰”武汉的一幕，犹如一篇“广播长书”，将所有人物
的身份和经历深情道来。在这之前，南京市话剧团请来年
长资深的知名编剧和导演，从“小”处着眼，从“微观”透视

“宏观”。江苏省演艺集团话剧院的这部作品由擅长编剧
的院长亲自披挂上阵，并邀来年轻的先锋导演挥舞“大手
笔”，拿捏“小片段”。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些“大家”和“大
作”，才能相继推出同题材的两部原创大剧。

说实话，此类题材的剧太不容易入手了，写不到位，
不成剧，反成“朗诵剧”和“音诗画”。用力过猛，过于虚构
成纯粹戏剧，加入太多导演主观手法，又会脱离真实，误
入另一种舞台艺术的极端。笔者一方面怀着对“省话”一
种不由自主而且浓烈的感情色彩；另一方面，还怀着一种
莫名的惴惴不安，担心会承受那种比较之后的某种虚空
和落差。结果非但没有，反而被“省话”这部剧重新鼓起了
信心的风帆，为这群与自己有着妙不可言的“血缘”关联
的话剧人，击掌称道。

首先我想对编剧说一句：你成功了，娴熟了，也借机
“超凡脱俗”了。对这部剧导演的选择首先奠定了能“做
大”“做优”这部剧的强悍基因，你们之间的合作是智慧与
智慧最巧妙的默契，也是一次趁势而上、借力而为的最佳
机遇。编剧的家国情怀，加上导演的艺术积淀，两位拿出

了各自的“看家”本领，造就了这部剧的“大义”、“大气”和
“大志”，成就了一部抗疫题材原创话剧的史诗价值观。同
时，这部剧还承载起了记录重大历史事件和危急灾难的
责任，正面、正视、正能量地反映现实生活，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讴歌普通人身上的闪光点和向上精神。

某种意义上说，编剧和导演其实是在亲力亲为、比肩前
行去完成一场“向死而生”的戏剧探索。好在他们最终结伴而
行，历经磨难，收获了新生的喜悦、话剧的阳光。显然，导演在
原作的基础上，毫无保留地放出了他的几个“大招”。

首先，将自己所领悟的关于这部剧的戏剧内涵，巧妙
渗透在舞美创意和呈现上。两层联排式落地窗是这部剧
舞美手法的“高级”所在。加上背景画面上的视频以及前
景偶尔转换的场景，让舞台的戏剧空间灵活多变，又极其
符合疫病带给每座城市的静默、人际的隔膜、呼吸的局
促、生活的无奈、生命的无常和病毒的恐惧。背景视频看
上去像舞台视像的“附属”，甚至被两层框架结构割裂得

“支离破碎”，但这正是“病毒”带给我们生活视像中的一
种“残缺”、一种“怪异”、一种“悲切”。

其次，是导演所钟情的几段背景音乐，尤其是那首带
有地道湖北口音的男声唱出的武汉民谣，用在两段重头
戏上，恰如其分，又恰到好处。浓重的鼻腔共鸣汇聚成脑
后音的湖北方言，在一把吉他的伴奏下，低回婉转，又隐

隐作感伤的旋律，正如为该剧量身定制一般的贴切。每当
歌声响起，都会将戏剧场景和剧中人推演到一种浓浓“烟
火气”的都市日常生活，推向普通人生活如常的那一面，
既如实又深刻，一股暖流禁不住涌上心头，立马触碰到观
众心底最脆弱的那一处。

第三，从一开始，导演对演员高度信任，任由演员在
剧本的提示下自由发挥，充分挖掘人物的内心依据和戏
剧动作，这也是导演面对一群陌生演员的一种深度观察
和提炼。等他对每一位演员有了足够观察和认知之后，也
等到每一个演员在他不断调教下，逐一“爆发”后，他很快
从一种看似懒散的状态下，迅疾跳转到自己熟稔的洞察
和挖潜上，“点石成金”地将每一位演员调节到他驾轻就
熟的“频点”上，把握好他们每段对手戏之间的“尺度”和

“火候”，进入他的“熔炉”进行“淬火”和锻造。这一切让演
员们与他逐渐建立起彼此间的信赖和契合，一同去完善
创作，尽可能完美地加以呈现。

如果该剧的开头和结尾还能有更好的手法去呈现“正
能量的心声”，如果在几段故事中再增加一些“燃点”，如果
那几处不尽人意的细节再能有所修缮，它的品质和成色还
会更好。笔者有理由相信，参演这部剧的所有演员都会有
所受益。赶上一个好时代，又赶上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和
重大戏剧题材，还赶上这么一部好剧作，这些无疑会让每
一位参与者获得创作上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在一台“群戏”里，还能尽显出各个角色的风采，又不显
得过于“突兀”，也从另一方面证明，这部剧是站得住脚、镇得
住台的。剧场出来，带着那颗久久平静不下来的“疫动的心”，
怀着亲身经历过的“疫动的情”，笔者在内心由衷满足，又看
到我们的“省话”推出了一部好剧。

文
艺
工
作
者
的
责
任
与
担
当

□
林
蔚
然

触碰到观众心底最脆弱的那一处
□张 波

江苏省演艺集团话剧院话剧江苏省演艺集团话剧院话剧《《因为有你因为有你》》笔谈笔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