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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荣走得太突然了，给我们

带来震惊、遗憾、伤痛！但她86岁

高龄，没受疾病折磨，痛痛快快地

去与她的爱人、小生名家张春孝

先生团叙，何尝不是上天对她的

一种眷顾呢！

我们对秀荣的追思、怀念，不

能只沉浸在与她永别的哀伤里，

更应从她完美的艺术人生中，唤

起我们的亲切记忆，从中汲取我

们继续为戏曲事业奋斗的力量。

我与秀荣相识已有67年，是

怎样相识的呢？1954年 9月，我

从上海毕业分配到北京中国戏曲

研究院。那时，戏曲研究院拥有中

国京剧团、中国评剧团、中国戏曲

学校等几个直属单位。我的工作

岗位尚未确定，临时安置在赵登禹路中

国戏曲学校。有个晚上，听见礼堂里排

戏，进去一看，是李紫贵先生正在加工排

练《白蛇传》。北京的冬天很冷，礼堂里

有一只烧得通红的大煤炉。我就靠近炉

子取暖看戏。回到宿舍，发现右脚的裤

边烤糊了。过了会儿，有人敲门。进来

的竟是卸了妆的白娘子——刘秀荣。她

进门的第一句话：“我来看看新来的大学

生。”我连忙请她坐下来。先是介绍我来

自什么学校，学的什么专业。接着，她就

听我对《白蛇传》的印象。我告诉她，这

戏太精彩了，由于看得入神，连裤子烤糊

了都不知道。

在中国戏曲研究院宣布机构调整之

前，我可以凭研究院的工作证，看所属剧

团在各个剧场的演出。看了中国京剧团

的不少名家的戏，也看了戏校青年演员

的戏，除了《白蛇传》，还有刘秀荣主演的

《玉堂春》等等。

记不清从何时起，秀荣见我，称“二

哥”。叫得十分亲热，私下并无往来，都是

在各种观摩、研讨、评奖活动中不期而

遇。大约2008年6月，在北京香山饭店，

与秀荣一起参加文化部的一项评选活

动，评委还有欧阳逸冰、尹晓东、陆松龄、

张烈等。休息时，我问秀荣：“您叫我二

哥，那大哥是谁？还有三弟吗？”她乐了，

说：“就您一个二哥！”这真让我感到十分

温馨、荣幸！她曾送我一本2006年出版的

自传《我的艺术人生》，我是在她逝世后

才认真拜读的。她在书中提到了我：“我

们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有一种特殊的感

情。”称我“二哥”，就是“特殊感情”的表

达吧。我们年龄相差不多，我比她大4岁，

都是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虽然工种

不同，都热爱戏曲事业；另外，我想，还应

当包含她对理论工作者的重视。

秀荣的一生，是由名角转向名师、为

京剧事业鞠躬尽瘁的一生。早在1952年，

她才17岁，就以主演《白蛇传》的白娘子，

在第一屆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与

当时26岁的云燕铭、32岁的张君秋、36

岁的赵荣琛，同获演员二等奖。这不能不

说是一个奇迹，但又是可以理解的。因

为这个白娘子，是田汉的文学创作、王瑶

卿的唱腔设计、李紫贵的导演处理，三位

巨匠的艺术结晶，而秀荣是这个艺术结

晶的极其出色的终端体现者。演员之所

以是舞台艺术的主体，就因为他是直接

打动观众的终端力量。一出好戏，究竟

能把观众打动到何种程度，最终要看演

员的功力和魅力。秀荣是唱念做打的全

才。尤其她演白娘子的唱，那［西皮散

板］“莫教我望穿秋水、想断柔肠”，那［干

哭头］“狠心的官人哪”，那［南梆子倒板］

“小青妹且慢举龙泉宝剑”和接下去的一

大段唱，都是声情并茂，给了我难忘的审

美感动。

京剧艺术流派纷呈，全是男

演员们的创造。而旦行中的梅、

程、荀、尚、张，都受到过王瑶卿

先生的指点。缀玉轩的艺术高

参们，为梅兰芳规划的艺术路

线：“远法紫云、近取瑶卿”。就

是要梅兰芳先生把余紫云、王瑶

卿的艺术经验化用到自己的表

演中来，完成花衫的新创造。程

砚秋先生的《锁麟囊》，剧本出来

后，与王瑶卿在唱腔上琢磨了将

近一年，才于1940年首演，轰动

申城，成为程派艺术久演不衰的

经典。就在程砚秋与王瑶卿琢

磨《锁麟囊》唱腔的阶段，给了

“旁听”的张君秋先生以很大的

启迪，为他后来张派唱腔的形成，起到潜

移默化的作用。秀荣是特别幸运的，她

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京剧名家之一，

具体到艺术上，主要受到了出任中国戏

曲学校校长、秀荣称为“老恩师”的王瑶

卿先生的精心指导。她的聪明和勤奋，

与王瑶卿的真传实授，完美地结合了起

来，成就了刘秀荣名家、名师一身兼。

秀荣桃李盈门，她在自传里称之为

“艺术上的女儿们”。李胜素、王艳、马佳

等都是可以让她为之骄傲的弟子。1997

年9月5日，我应邀参加李淑勤拜刘秀荣

为师的仪式。同去的还有郭汉城先生。

李淑勤是广东粤剧演员，收李淑勤为徒，

建立跨剧种的师生关系，是秀荣具有广

泛艺术影响力的一个生动例子。拜师之

前，李淑勤在广州南方剧场连演了《顺治

与董鄂妃》《樊梨花三气薛丁山》《白蛇

传》等5场大戏，都由粤剧名家陪同献演，

展示了这位青年演员的才华和潜能。秀

荣高兴地把她收入门下。我在日记本上

记下了当时的祝贺。称赞刘秀荣老师为

“全能旦角”，“她有五多：看得多，学得

多，会得多，懂得多，传得多”。李淑勤是

“已露光华的美玉，值得秀荣老师进一步

雕琢”，希望淑勤“以诚敬业，以诚敬

师”。我深信，秀荣一生积累的艺术本

领、艺术智慧和艺术理想，一定会在她许

多“艺术女儿”的舞台生活中得到延续，

并在她们各自的传承与创造中，焕发出

新生命的光彩。

（2021年 7月 27日在国家京剧院“刘

秀荣先生追思会”上的发言）

追 忆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

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

全会，作出了党的工作重心从农

村转入城市的重大决策。中共中

央为了适应工作重心的转移，决

定在适当的时候将中央领导机关

由西柏坡迁往北平。1949 年 3

月23日上午，毛泽东率领中共中

央机关从西柏坡出发，乘车前往

北平香山。香山是以毛主席为首

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进驻

北京的第一站，毛主席在双清别

墅工作、生活了183天，领导中国

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可以

说，香山那段时期是中国革命的

一道分水岭，标志着武装夺取全

国政权基本胜利，正式开启新中

国建设时期。正可谓：“雄关漫道

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为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

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进驻北

京香山72周年，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

文化和旅游局、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联合制作，李宝

群编剧，任鸣导演，王斑、方旭主演的话剧《香山之

夜》，以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一重要

的历史时刻为时间节点，通过戏剧艺术所具有的

假定性，展现了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的“超时空心

灵对话”，以两位历史人物的不同选择、不同道路

和不同结果，回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

义革命史和党的奋斗历程，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之

所以取得胜利并不断发展壮大，是因为始终在为

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首先，《香山之夜》充分利用戏剧艺术的假定

性原则，虚实结合，匠心独具。在1949年4月23日

那个夜晚，身在北京香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和身

在浙江奉化溪口的蒋介石在现实中没有任何交

集，他们不可能见面，更不可能倾心彻夜畅谈。但

在“舞台假定性”原则下，使他们“隔空心灵对话”

成为可能，而且也符合人物性格逻辑和历史逻辑。

当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作为胜利者的

毛泽东一定会彻夜难眠，他会总结胜利的经验，会

怀念为革命牺牲的家人、战友和同志，更会思考革

命成功后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他要“考出一个好

成绩”；作为失败者的蒋介石也一定会彻夜难眠，

他在想他失败的原因，他懊恼、不服，以图东山再

起……创作者充分利用舞台艺术的假定性原则,

让当代中国历史上的这两位重要人物隔空对话,

相互辩驳。在虚实相间中，以史实为内容基础，用

诗意化的想象作为外部形式，让同一时间处于不

同空间的毛泽东与蒋介石进行了一番激烈的语言、

思想和理想信念的交锋,从而揭示出以蒋介石为首

的国民党必败,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必胜是历史

的必然。该剧导演任鸣说：“我们充分利用戏剧舞台

的假定性，让历史人物实现一种隔空对话。”正是

创作者的这种巧妙构思、匠心独具，使观众在对比

中看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看到中国共产党全心

全意为人民、为民族的初心使命，看到了共产党取

代国民党带领全中国走向新生活新社会的历史必

然。同时，创作者的独具匠心也丰富、拓展了戏剧

舞台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表现形式，为现实主义

表现手法提供了新的可能和成功的范式。

其次，《香山之夜》注重通过对比、情感、细节

塑造生动鲜明的舞台艺术形象。全剧就毛泽东和

蒋介石两个人物，要由两位演员撑起一部大剧场

演出的戏，其难度可想而知。空旷的舞台前区一

张长桌，两侧各一把椅子；舞台后区左右分别放置

一个沙发和一把躺椅；最后面的背景墙同时充当

着多媒体放映的银幕。在同一个时间节点，两位

历史人物毛泽东与蒋介石，既是独具个人气质的

独立个体，又分别代表着共产党与国民党，毛泽东

和蒋介石各自回顾了自己过往半生的戎马倥偬生

涯：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到大革命的失败，从武装斗

争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到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

从重庆谈判到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国性胜

利，其间既有尖锐地思想和灵魂交锋，又有深刻地

反思和悔恨，更有真挚的深情流露。正是在这交

锋、反思、情感宣泄中，人物形象被立在了舞台

上。面对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国民党政府覆灭，

毛泽东满腔豪情，挥毫写就《七律·人民解放军占

领南京》，要求广大指战员“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

沽名学霸王”，凸显出其气魄、格局、胸怀与使命担

当。而蒋介石则神情暗淡、寝食难安，不甘、不服

而又无奈之情充溢其间。回首过往，面对“四一

二”反革命政变、五次反“围剿”、湘江战役的惨烈

等中国革命的低潮和曲折，毛泽东痛心疾首、汲取

教训；而蒋介石在阔论前半生功绩和辉煌之时，则

志骄意满、盛气凌人。总结过去，毛泽东把共产党

的胜利归结于人民的拥护，他说：“一个政党、政权

的成败不是神授，不是天命，而是得道多助，失道

寡助，人心向背”，他深信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

历史的动力，只有人民才是人民共和国的主人，因

此要感谢伟大的中国人民，人民万岁！而蒋介石

则从不相信人民，他认为这个国家大多数的人是

些连名字都写不出的文盲，他将国民党的失败归

咎于手下将领的怯懦不智和涣散腐败上。在思想

的交锋中，毛泽东气定神闲，充满理性的思辨；而

蒋介石则气急败坏，怒火中烧。两个人的性格通

过对比被鲜活地表现了出来。创作者并没有丑化

或矮化蒋介石，在对蒋介石的塑造中，没有把他作

为一个单纯的反面角色，他有自己作为政治家的

智慧和阴谋，也有抱负和勇气，甚至他的“投机”也

可以看作是在历史长河当中关键人物必然会作出

的关键性选择。也正因为此，使得舞台上人物的

形象丰满而立体。

《香山之夜》对毛泽东、蒋介石的情感世界进

行了生动地展现，并借此丰富

了人物的形象。舞台上的蒋介

石有三次鞠躬，每一次都是其

情感的宣泄：一是面对被日军

轰炸后断壁残垣的溪口老家，

他作为一国统帅无力保护家乡

父老，他感到“愧对乡亲”；再是

学生和同僚均战死沙场，他悲

痛不已，喊出“中正对不起你

们”，继而生出“孤独啊”的悲剧

感慨，营造出绝妙的宏大感；三

是陈布雷自杀后的遗言言及

“愧国愧公”，他痛心疾首深感

愧疚，深深鞠躬，说道“是中正

愧对你”，感情真挚，引人深

思。及至最终要离开故土时沉

痛到极致的告别，那饱满而沉

痛的情绪自然流露，深沉厚

重……这些极具细节性的情感

表达，在以往蒋介石形象的塑

造中从未有过，而丰满立体的

人物形象就是这么被塑造出来的。而毛泽东所具

有的的诗人气质，使他的情感更加浓烈、奔放。剧

中，毛泽东的诗人气质和浓烈情感被充分表现出

来，通过“我失骄阳君失柳”表达对爱妻的缅怀；感

叹“江山如此多娇”，通过“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表达博大的胸怀和抱负；一句“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展现出恢弘的气势。尤其是在

杨开慧牺牲后，毛泽东背对着观众，面对杨开慧的

遗像，那一声声“开慧！开慧！”的撕心裂肺地呼

唤，道出了他的锥心之痛，也映出了人民领袖的至

情至性。

在戏剧结构上，《香山之夜》采用戏中戏的跳

进跳出的形式，一人分扮三个角色——历史人物

毛泽东、蒋介石；演员自己；历史叙述者。导演任

鸣认为：“演员在舞台上既是历史人物，又是演员

自己，同时还是历史的叙述人，这三重身份，有清

晰的转换”，在这样的转换中，舞台上演员通过身

份转换，更能带领观众一起进入到戏剧情境中，感

受剧中人物的所思所想，从而引发更深入的思

考。同时，该剧充分利用新媒体助力，发挥新媒体

的优势和特长，舞台后面的面板既是背景，又是新

媒体投射的大银幕，大银幕上播放的真实影像和

历史图片，使革命征程和历史真切地展现在观众

的眼前，具有还原性和真切感。

大幕拉开，扮演毛泽东的演员王斑为了练习湖

南口音，朗读了一段毛泽东在1954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开

幕词；全剧结尾，站在桌子后面的“毛泽东”面对台

下的观众，伴着强有力的形体动作，再次读出这段

令人热血沸腾的宣言：“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

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

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

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

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

国。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

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

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可以说，这段话

不啻为这部戏的戏核。香山的那一夜是继往开来的

一个重要时间节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

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仅善于打

破一个旧世界，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展望未

来，中国的发展前景无限美好。

跨时空的心灵对话与思想交锋跨时空的心灵对话与思想交锋
——评话剧《香山之夜》 □□许 波 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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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由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发起、

宽友（北京）文化交流有限公司运营的“培

源·青年戏剧人才培养及剧目孵化平台”在

北京5 House思创园，举行了“培源·2021

剧本推介会暨二期运营宣讲会”。作为培源

二期复评阶段的重要活动，会议邀请了业内

专家、出品机构代表、培源编剧及合作方等

120余人参加。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管理中心主任张鹏

介绍，培源二期自2020年底启动以来，共征

集到完整剧本355部，覆盖了全国142座城

市，40岁以下青年编剧占比70%。历时5个

月两轮严格评审，共挑选出44部主题鲜明、

特点突出、具有良好文本基础和市场前景的

储备孵化剧本。与一期相比，二期的评审机

制更加完善，孵化方式更加多样，新引入的

“剧本池”概念旨在帮助平台持续不断地打

磨剧目，成熟一个孵化一个，使更多剧本能

走进市场、走近观众。作为政府主办的公益

项目，培源将继续做好重大主题作品的创作

引导，加强与北京市各大院团及出品机构的

合作，进一步整合渠道和资源，推动培源成

为新时代戏剧生态的构造者、倡导者和探索

者及国内重要的剧本征集评审和剧目人才

孵化平台。

培源运营方代表高建城表示，培源二期

将精心挑选10余部剧本进行深度孵化，如

将重点攻克冬奥题材剧目《滑雪场的流浪猫

王》舞美设计难点，资助《征途》的编剧前往

中共六大历史资料馆进行考察等。为帮助编

剧更好地成长，平台还启动了“培源优选计

划”，通过签约剧本代理权，为编剧和出品机

构合作提供保障，签约优质编剧，为其提供

文旅、影视等多元创作机会，全面拓展编剧

的专业技能边界。在战略合作方面，目前培

源已跟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爱奇艺建立了密

切合作关系，与国家大剧院也已形成了初步

合作意向。未来，培源还将继续立足北京、面

向全国打造孵化基地；着重孵化主题性、大

剧场项目，利用全国各地的合作基地，孵化

其他戏剧领域垂类作品，为编剧提供更为丰

富的制作机会。

在剧本推介会上，主办方从培源一期、

二期复评作品中挑选出共64部优秀剧本，

邀请12位业内专家面向近50家出品机构

进行推介，以专业的分析推介帮助与会机构

代表形成了初步的出品判断与合作意向。本

次活动还设置了“爱奇艺专场”，《是光芒啊》

《肉魁》《北望的占芭花》《花生》四部作品的

编剧与爱奇艺进行了一对一沟通。（路斐斐）

2021培源剧本推介会举行

7月19日，由中国电视艺委会、北京市

广播电视局联合主办的电视剧《我们的新时

代》研讨会在京举行。《我们的新时代》分为

《美丽的你》《腾飞》《排爆精英》《幸福的处

方》《因为有家》《紧急营救》6个单元，讲述

了不同行业青年党员的奉献与牺牲。从排

忧解难的社区志愿者到独自面对危险的排

爆精英、从充满烟火气的社区琐事到关乎国

格的航空大业、从繁华都市到美丽乡村，该

剧以点带面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的伟大风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永远年

轻的进取风范，为建党百年献上了一曲朝气

蓬勃的青春之歌。专家认为，六个单元故事

完整、结构完整、人物完整，在戏剧表达方

面，较好继承了中篇电视剧节奏紧凑的优

长。剧中人物尽管从事行业、故事背景不

同，但有共同的内在艺术关联和时代审美特

质，即人物都有原型滋养，遵循的都是艺术

来源于生活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使观众产

生较高的共情体验。

有专家谈到，该剧突出的是新时代，将

镜头对准新时代的青年党员，但没有把现在

和过去、青年和中老年割裂开，这种创作意

识带给我们艺术创作的重要启示在于，要把

握好源与流的关系，有源才有流。有专家用

四个“新”进行概括，亦即新时代、新视点、新

人物、新风尚。多位专家谈到，该剧青春色浓

郁。《我们的新时代》赋予青年党员形象以崇

高美、艺术美、人性美，摒弃空洞的宏大叙

事，紧贴青年们的独特生命体验，使得故事

更加可信、可触、可感，让观众感受到一种家

国使命、舍我其谁的浩然之气。也有专家建

议，在凡人小事的挖掘、特殊行业的呈现等

方面还需更加深入。

（许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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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由中国国家画

院主办的“中国国家画院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邀请展”之“国泰民安——人

物画名家作品展”在京开

幕。展览展出了全国各地有

代表性的百位人物画家围绕

建党百年主题创作的百幅大

尺寸人物画作品。作为中国

国家画院庆祝建党百年系列

活动中的重要一项，此次展

览继之前国家画院已顺利展

出的书法、篆刻、山水画、油

版雕和花鸟画名家作品展之

后，再次以内容丰富、艺术风

格多样的人物画创作，反映

了当前中国人物画的创作现

状，体现出当代人物画的探

索方向，并充分表达了广大

美术家炽热的家国情怀。

展览由中国国家画院创

研规划处、中国国家画院人

物画所及《中国美术报》社承

办。参展画家以国家画院在

职、返聘、特聘研究员为主

体，另由国家画院人物所邀

请全国几十位优秀人物画家组成强大阵容，

共同围绕庆祝建党百年的主题进行创作。这

些作品以表现党的光辉历史、讴歌新中国建

设成就、表达当代人生命状态为主要内容，以

宏阔的视野与角度表现了参展画家在艺术上

的各自追求，全面反映了中国人物画的当下

发展状况和整体学术水平。观展嘉宾纷纷表

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物画发展迅速，

取得了瞩目成绩。此次参展作品无论是乡村

题材还是都市题材，无论是当代题材还是历

史题材，都呈现出强烈的生活气息，传达了时

代的人文精神和人文气象。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8月12日。

（路斐斐）

“国泰民安——人物画名家作品展”在京开幕

露营星火 赵华胜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