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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在抗击新冠疫情神经依然紧绷的情况下，

各地就如火如荼地掀起了反映这一斗争的文艺

创作热潮。对于这类题材的创作，人们可能更

关注来自武汉抗疫前线的艺术家的作品。因为

武汉既是中国新冠疫情暴发最早的城市，人们

遭受了最大的痛苦和劫难，又是引人瞩目的抗

疫主战场，为抗疫的胜利作出了可歌可泣、不可

磨灭的突出贡献。在疫情肆虐、令人忧心如焚

的那些日日夜夜，与疫魔抗争的武汉人具有怎

样的战斗和心路历程，是最值得世人关注的，也

是最值得记录和表现的。由赵瑞泰编剧、王晓

鹰总导演、王剑男导演，武汉人民艺术剧院演出

的抗疫题材话剧《逆行》，正是以饱满的激情和

独特的匠心，生动地反映了武汉医护工作者在

极度危险的情势下逆向而行、守护生命的壮

举，热情讴歌了他们为保卫这座英雄城市所

体现出的坚定意志和牺牲精神，理应引起人

们极大的观赏兴趣。

话剧《逆行》无疑是一部直面疫情、透视

人心的剧作，是一部精彩成功、感人至深的

剧作。其所显示出的思想艺术特色在于：

一是小角度与大历史。仅以一部剧作

而言，当然不可能全面反映武汉的伟大抗疫

斗争，而是精心地选择了武汉医院呼吸内科

主任刘宇先及其老师江凌云、快递小哥陈汉

生这三家人，在疫情突至时的交往和情感纠

葛作为剧作的切入点和叙事主线，从一个侧

面来聚焦和展示武汉人民在这场轰轰烈烈

而又悲壮惨烈的抗疫斗争中，所面临的艰难

困局和危局，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和牺牲，从

而真实、生动而又清晰地再现了深陷新冠疫

情的人们，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的紧张、恐

慌的心理与情绪，向死而生般勇敢逆行的大

无畏精神，以及终于取得了抗疫斗争决定性胜

利的欢欣与喜悦。因此，剧作完全是以底层叙

事的方式，揭示和描绘这个为全国、为世界所关

注的，必将载入史册的重大灾难性事件。这种

虽然是局部解剖式的、以一斑而窥全豹的透视

与显影，却是真实的与真切的，是震撼的与动人

的，是惊心动魄与波澜壮阔的，把一次历史永当

铭记的伟大抗争从普通人的角度记录与再现了

出来，使之具有了某种史诗般的品格。

二是剧作所塑造与刻画的是疫情之下武汉

人的正面像与灵魂照。面对猖狂肆虐、令人措手

不及的疫情，人们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孤独与

恐惧，屏幕上打出的“白化”肺的照片，更是反映

了疫情的严重与可怕，陈汉生甚至发出了苍凉

凄切的呼喊，这是在那特定时刻人们内心情绪

的典型写照。而在某种绝望的氛围中，舞台透过

似乎是暗黑的氛围从明亮的窗户里，传出人们

逐渐汇合而成的《国歌》的哼唱，这是由人心汇

成的一条汹涌洪流，融合起了人们对灾难的感

受与对胜利的希望。这些都是当时真实生活氛

围的逼真重现，依然有着激荡人心的意味和力

量。剧作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塑造出了医护、援

鄂人员、患者、居民、教师、下沉党员、解放军战

士、志愿者、快递小哥、街舞青年、篮球少年等各

色人等不屈的、富于生活质感的艺术形象。作为

一号人物的刘宇先就是在这种氛围的笼罩中毅

然披挂上阵的，他因连续出现的不明肺炎病例

而纠结，并与恩师江凌云发生了争执，终以其预

见与医术成为抗疫的主心骨，沉着镇定的带领

他的团队义无反顾冲锋向前。疫情期间武汉医

护人员的拼搏与牺牲，是最令人牵挂与揪心的，

剧中的他们就是武汉抗疫医护工作者的突出代

表和舞台形象。而剧作设计的通过陈嫂给医护

人员照相这一颇具匠心的细节，非常巧妙地把

一个个医护人员的正面形象放大之后投射在大

屏幕上，这既是定格和检阅，又是赞美和歌颂，

是剧作最为热烈动情的一幕，充分表明这些医

护人员的形象，无疑是疫情期间中国最美的脸

谱。剧作更着力表现的是武汉人的灵魂，如快递

小哥陈汉生将市民需要的物品以吊篮子方式，

逐一送给楼上的各个住户，而住户又给汉生放

下来一包N95口罩，这既是疫情期间特殊的生

活方式，又反映了人间的温暖。正是这些正面像

与灵魂照，一一在舞台上站立、清晰并丰满、高

大了起来。

三是儿女情与英雄胆，这似乎是剧作所刻

意形成强烈对比的两个方面。剧作一方面精心

勾勒刘宇先与妻子洪玫之间的情感，表现他们

婚后的生活因为工作的忙碌，而疏忽了相互之

间的情感，由于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的袭击，以

及刘宇先出差上海顺便查出罹患肌无力这一绝

症，两相叠加无疑加重了剧作的悲剧性氛围，在

危机与压力重重的时刻，竟然一反常态地要过

20周年结婚纪念日并共同回首过去相恋时的

单纯与美好，奔赴一线的生离死别，两人之间的

万般温情，构成剧作感动人心的一幕，既缓解了

疫情之下人们的紧张情绪，也拉近了相互之间

情感与心灵的距离，使剧作不至于始终陷在压

抑的氛围中出不来，而形成了剧作张弛有致的

节奏感。然而剧作更着重表现的是武汉人的性

格，既柔情似水，又性烈如火。即在表现儿女情

的同时张扬的是英雄胆，以刘宇先为代表的医

护工作者，明知冲在救死扶伤的第一线有着极

大的生命威胁，但他们出于自身的神圣职责和

英雄气概，依旧奋不顾身地向着危险逆行。“逆

行”正是对这种英雄胆的最形象、最生动的概

括。除了刘宇先之外，青年医护人员代表江晓

玲在请战时的那番激动人心、掷地有声的表白，

反映出年轻一代武汉人感天动地的精神与胆

魄。而在抗疫一线亲眼目睹了死亡之后的江晓

玲，既表现出了对逝去生命的珍视与惋惜，又在

内心受到了极大的刺痛与伤害，其情感的抒发

是很符合人物身份和性格特点的。在此，戏剧

揭示出了人物性格与心理的逻辑和层次，具有

较强的可信度和感染力。

四是家国志与时代风，这是剧作向外延伸

所获得的巨大内涵。创作者透过剧情从各种维

度反映了上上下下、众志成城的抗疫决心，这是

取得最终胜利的可靠保证。剧作让我们感受到

抗疫是一次领导得力、全民参与的保卫战，让人

认识到国家的强大力量和人民的坚强意志，因

而这又是一次虽然艰难却是必胜的战争。同时

剧作调动了一切可能的手段，非常有机地融入

并展现了丰富多彩的时代元素，从各种司空见

惯的车水马龙，从青年人激情欢快的街舞，从多

媒体呈现出的武汉作为大都市的别样风采与流

韵，来展现属于这个城市特有的色彩与旋律，来

表现这个城市的个性与风貌，都是那样具有逼

人的视觉冲击力，令人相信这样美好的地方和幸

福的人生，这样融合着历史元素与现代风华的地

方，怎么能被小小的病毒给淹没与击垮呢？即使

是暂时处于绝望的境地，剧作也展现了生活的希

望与美好，展现了人们的顽强与不屈，给人以巨

大的感召与希望。而江凌云与妻子同女儿江晓

玲隔着一道玻璃所跳的那段广场舞，由于隔离虽

不能有效地表达相互间的关切与问候，但简单

的形体动作所包含的深意与深情，使最常见的

广场舞成为最美最动人的生活元素，产生了化

腐朽为神奇的催人泪下的艺术力量。

话剧《逆行》的创作与演出，是武汉人艺吹

响的一次高手云集的集结号，编剧、导演、表演、

舞美以及多媒体设计者等都是业内的一流，这

是剧作达到高质量的可靠保证。可以说剧作因

为创作者的精心所以精湛，因为剧作的精湛所以

实现了艺术上的精彩。加之剧中的所有演员都

是这次重大疫情的经历者，对此有切身的感受和

深刻的体验，在表演中参与了二度创作，这同一

般剧作的表演是有所不同的，使之更加有代入

感。它给人的总体感觉是既简洁洗练、流畅自

然，又震撼强烈，穿透人心，是一部纪实性与抒情

兼具的上乘之作，是一部很痛切、很温情、很励志

的戏，是一部让人揪心、让人落泪、让人感动的抗

疫题材话剧佳作，值得给予肯定与赞扬。

让人揪心让人揪心、、落泪和感动的抗疫题材话剧佳作落泪和感动的抗疫题材话剧佳作
————评武汉人艺话剧评武汉人艺话剧《《逆行逆行》》 □□汪守德汪守德

创作谈

面对无法选择的命运安排，对待有限的未来选

项，生存下去也许会成为唯一的目标和希望，但也一

定要在这有限的空间内活出灿烂的人生，寻找到自己

在人间“旅行”的意义，并且让自己的精神世界得到充

实。即使遭遇命运的捉弄，也应当面带微笑迎接挑战。

儿童剧《听见梦想》所要探索的恰恰就是一对视障父

女面对现实与梦想的挣扎与挑战。

全剧讲述了视障少女轩轩暑假放假回家的一段

经历：放假回家的轩轩在选择未来志愿的时候，提出了

学习钢琴调律的想法，但是爸爸希望轩轩能够子承父

业，以按摩为职业养活自己，在父女二人关于现实与梦

想的“冲突”中，妈妈身上的故事以及她去世的原因触动

了轩轩，一度促使她放弃了学习钢琴调律的念头，而此

时爸爸也有一个心理、行动上的转变，他开始悄悄地培

养和锻炼轩轩听觉方面的能力，激发她对于钢琴调音

的兴趣，这些有心的举动给了轩轩再次追求梦想的动

力。短暂的假期结束了，轩轩在爸爸的陪伴下踏上了返

校之路。她究竟作出了怎样的选择，她又将面临怎样的

挑战和困难？剧作留给观众的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尾。

作为一个典型的现实题材剧本，关注的又是视障

人士中极为特殊的案例，如何让这样的故事、人物能

够引起儿童观众的兴趣和思索，考验着创作者的故事

讲述能力和艺术表现水准。以往传统的现实题材呈现

方式，不少是通过还原各式各样的现实图像来达到它的效果，

但此次创作无论从舞台处理原则、风格样式，还是舞台空间的

切割、叠置，以及演员的表演、台词处理方式，都力求在传统舞

台空间和人物思想、情感方面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突破。

舞台艺术是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凝练提纯、加工升华成

为供观众欣赏的艺术形式，以此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与思考。

它可以单纯的还原或创造出一个符合实际生活的图景，再现

真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各种事件；也可以用残缺不全的记

忆碎片组成剧中人物成长、生活的过程；还可以通过一名或多

名剧中人物思想和精神世界的切片生发出舞台上多重空间的

叠置效果。《听见梦想》的舞台呈现力求打破剧本原有的写实

风格，将舞台的现实空间、虚拟空间、心理空间、想象空间交

织、重叠，通过运用舞台空间的高度假定性，细致挖掘、揭示出

视障人士内心复杂的情感，同时，立足他们能够触摸和感知到

的身边环境的视角，完成舞台空间的分层与切割。舞台上，演

员们时而是现实空间里的真实人物，时而是虚拟空间中回忆

的碎片，时而是视障人士脑海里的想象世界，时而又是

相隔空间中对话的人物，舞台空间在写实的生活与间

离的意识中自由飞翔，形成一种想象与写意交互融合

的审美意境。

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上，该剧以真实的内心感受与

体验为出发点，探求人物性格的多面性以及形象同空

间感的结合。角色要深入视障人士的内心和想象世界，

碎片化、间离地闪现他们脑海中的所思所想。舞台上，

我尝试用9位演员共同饰演3位剧中人的表现方式，每

一位演员体现剧中人物轩轩、爸爸、妈妈性格中的一个

层面，同时希望演员能默契地将自己创作人物性格的

某一层面与其他演员创作的另一面自然而然地粘连在

一起，形成一个全方位、立体感的舞台人物形象。这也

是视障人士通过想象在脑海中勾勒出对方形象的多种

可能性的一种缩影。在这一过程中，我要求演员们抛弃

以往传统的儿童剧人物形象脸谱化的设计方式，在真

实的人物情感基础上进行创作，追求人物塑造上的无

设计痕迹。

台词作为主要的舞台听觉效果是舞台叙事主要的

表达方式。此次创作力求探索台词的“和声”效果。这种

效果区别于群体朗诵，更强调在共性中突出个性，力求

台词的多维度与全剧音乐形成多声部交响的听觉效

果。此外，台词还应从现实生活中视障人士听力的高度

敏感这一特殊的角度出发，借助听觉的层次感、色彩感

和性格感，体现人物复杂的内心活动，烘托舞台动作与

空间的合理性。剧中，我将轩轩、父亲、母亲三位主人公的台词

与声音、音色进行了分层与并置，就是希望体现人物角色性格

的多面性、丰富性与立体性，还将“和声化”的处理方式放置在

现实空间、虚拟空间、思维空间、心理空间等各个舞台空间内，

形成多层次、多维度的感官世界。从听觉的角度，舞台上发生

的一切是在现实空间的基础上生发出的视障人士的想象空

间。从视觉、听觉综合的角度，它也是思维空间、心理空间、虚

拟空间交错在一起的无视觉障碍人群的感官空间。

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盲人协会等机构的相关数据

统计，中国是世界上视障人数最多的国家，其总人数大概为

1730余万。现实生活中，不少视障人士的职业普遍为按摩医生

或从事保健按摩以及心理咨询、翻译、点钞员、话务员等，还有

一部分人从事钢琴调律工作。但从全国的视障人士总数来看，

从事钢琴调律工作的失明人士只占据很少一部分。可以说，此

次创作面对的是特殊人群中极特殊的案例，也是具有很大创

作空间和丰富阐释空间的一个群体。能让视觉正常的儿童观

众从这些特殊形象身上感

受到真善美，更加懂得亲情

的宝贵和生命的意义。同

时，真实反映视障人士的内

心世界，捕捉他们感知世界

的方式，走进他们的精神空

间，为视障人士这个特殊群

体中的少年儿童创作一部

“可以听的舞台剧”，是我在

本次创作中给自己定下的

目标，这也应该是中国儿童

艺术剧院作为国有院团关

注视障儿童心理的一部带

有社会责任感和文化担当

的儿童剧作品。舞台上没有

奢华的铺张，摒弃过度的煽

情。极简的舞台调度和表意

符号，把剧场让给演员，将

轻松的思考留给观众。回归

人性的本真，用无形的触角

去感受生命、触摸心灵，这

才是戏剧应有的魅力。

10月 25日，由文艺报社、北京周

末相声俱乐部、北京盛世经略国际文

化有限公司主办，相声名家姜昆、李金

斗、刘俊杰、宋德全等联合发起的

“2021全媒体相声春节联欢会”系列活

动之新相声创作研讨会暨2021全媒

体相声春节联欢会启动仪式在京举

行。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中国曲艺

家协会主席姜昆、《文艺报》总编辑梁

鸿鹰、北京曲艺家协会荣誉主席李金

斗等出席研讨会。“北京周末相声俱乐

部”主席宋德全主持研讨会。

高洪波发言表示，相声艺术是广

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之

一，相声艺术工作者和相声艺术创作

一直紧跟时代脉搏，传递时代最强音。

相声需要人民，人民也需要相声艺术

精品，大家心存敬畏之心才能把相声

事业做好。

姜昆则指出，相声艺术不仅仅只

是满足观众的娱乐，更应该在相声创

作中提高艺术审美属性，把作品的内

容放在第一位。我们要向文学家学习。

正如当年侯宝林先生因为相声创作求

助于老舍先生一样，要登门求教。相声

艺术工作者不仅要向优秀的文学家学

习，还要在著名文学作品当中寻找创

作灵感。

相声表演艺术家、相声作家刘俊

杰也认为，相声事业的蓬勃发展离不

开新人与新作品，相声艺术工作者一

直秉持着向兄弟艺术学习的态度，

迫切需要作家、剧作家的共同参与，

创作出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新相声

作品。

梁鸿鹰认为，新相声与春晚结合

在一起非常有意义。新相声的“新”首

先要反映正在变化的社会生活；其次

要思想新，要跟上时代，要反映人们

更为期待的新生活、新观念；新相声

要塑造“新人物”，要关注时代杰出代

表人物，把他们的事迹写到相声作品

中来。

与会剧作家宋方金、余飞、王力

扶、袁琴、刘开建、王志军从剧作家的

视角为新相声的创作建言献策，他们

认为，新相声创作要看中关注度高的

选题，新相声作品要具有可听、可看

性，还要运用抖音、快手等新渠道，扩

大作品的传播面，让更多观众看到。

他们表示，作家、剧作家大都很愿意加

入到相声创作的队伍中来。

会议推举并成立了“2021全媒体

相声春节联欢会”组委会，姜昆、李金

斗担任荣誉主席，高洪波、刘俊杰、宋

德全、高东广、梁鸿鹰、宋方金、单学刚

担任组委会顾问，彭焕营担任组委会

秘书长并主持“2021全媒体相声春节

联欢会”组委会日常工作。

相声新作品征文活动及相声新秀

海选活动也将面向全国同步启动。“全

媒体相声春节联欢会”是央视春晚语言

类节目的有力补充。项目组委会还将采

取“全民参与+全网评选”的互动模式，

全网民选“2021 年度相声最佳新人

王”“最佳相声新作品”，还将设立

2021位最佳幸运观众奖。除此以外，同

时开展的还有“百名笑星大拜年”“相声

名家大直播”“相声新人王总决赛”等系

列活动。

（任晶晶）

10月20日，由中国音协主办的“记录时代的乐音——庆

祝《人民音乐》创刊70周年座谈会”在京召开。作为中国音乐

家协会的机关刊物，《人民音乐》杂志由吕骥发起创办，1950

年9月创刊，缪天瑞任首任主编。《人民音乐》是新中国创刊最

早的音乐期刊，在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音乐教育、音乐研究、

音乐传播以及社会音乐生活各个领域进行全方位观照，紧密

围绕中国音乐中的古今关系、中西关系、雅俗关系等探讨音

乐发展方向，记录音乐生活，开展音乐批评，传递音乐信息，

不仅是研究新中国音乐发展的重要文献和史料，其刊物自身

筚路蓝缕的发展历程也是共和国音乐发展史的缩影。据中

国知网统计，截至今年10月，《人民音乐》出版690期，文献量

近19000篇，被国内外众多音乐院校和图书馆收藏，在音乐

界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前光在讲话

中提出三点希望：一是坚持正确导向，推出音乐精品；二是树

立精品意识，把内涵建设作为立刊之本；三是全面深化改革，

创新体制机制。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协主席叶小钢在讲

话中谈到，《人民音乐》在全国音乐人的心目中，有着不可替

代的地位，是中国当代音乐事业发展的记录者、见证者和推

动者。《人民音乐》始终是音乐界人士发表评论、思想交锋的

重要阵地，对于鲜活的音乐现实生活的观照是刊物最为突出

的特点。

座谈会上，《人民音乐》现任主编金兆钧，老主编王次炤、张

弦，编委代表居其宏，中国音协副主席、《音乐研究》主编赵塔里

木分别发言，分享了他们多年在刊物工作或与刊物交往所建立

的深厚情谊，表达了对《人民音乐》未来发展的殷切期望。

20日下午的研讨会上，全国音乐理论界学者专家及全国

各大音乐期刊主编汇聚一堂，畅谈《人民音乐》同自身亦师亦

友的过往渊源，并提出了许多中肯意见与建议。与会专家希

望，《人民音乐》继续以“约稿制度”来保持刊物对学术动态的

引领性，重视融媒体传播，加大书评力度，增加学术争鸣。此

外，很多无法莅临现场的嘉宾和兄弟刊物也发来贺信，衷心

祝愿《人民音乐》越办越好。

（许 莹）

专家研讨新相声创作

《人民音乐》创刊70周年座谈会召开 10月22日，以“因网而生，向美而评”为主

题，由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中国评协、中国

文联网络文艺传播中心主办的“第二届网络文

艺评论优选汇活动”启动，从即日起至11月30

日，公开面向社会征集3000字以内、对2017年

以来网络文艺作品与创作现象的评论文章。启

动仪式上还同时举办了“新时代网络文艺评论

的凝聚力影响力”专家研讨会。文艺界、评论

界、学界、业界、管理界、传播界专家学者及业界

代表、中国文艺评论新媒体网友代表等共60余

人参加活动。

据悉，第二届网络文艺评论优选汇在中宣

部、中国文联的指导下，由2016年首届网络文

艺评论大赛全新升级而来。此后优选汇将每两

年举办一次，旨在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切实加

强和改进文艺评论工作的精神和关于加强网络

文艺评论体系建设的要求，倡导批评精神，凝聚

新型文艺评论人才队伍，推动构建良好的网络文

艺生态。本届优选汇拟推出30篇优秀网络文艺

评论文章，经初评、复评、网络投票和终评并公示

后，于2021年1月公布优选结果，获选优秀评论

作品将通过中国文艺评论新媒体、中国文艺网和

各大网报刊媒体多渠道向社会发布。

论坛与会专家表示，新时代网络文艺变化的不只是

传播方式、表现形式，更是审美习惯、趣味等，社会各界亟

待对网络文艺的内涵与外延界定达成共识。在媒体融合

和网络文艺生态逐渐成熟的环境下诞生的网络文艺评

论，是对传统文艺评论的迭代发展和开放延伸，已成为新

时代文艺评论履行使命职责的重要形态。在全新的文艺

评论场域中，应继续强化文艺评论的传播力、拓展影响

力，从多层次人才建设、多平台集群搭建、多渠道传播拓

展等方面发力，网络文艺评论也需与社会学、传播学等更

进一步融合，尽快实现学术性和有效性的统一，以更好地

服务创作者、加快网络文艺经典化，引领网络文艺的高质

量发展。

（路斐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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