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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桂梅老师》演出近一年时间，几

次与观众互动，观众朋友说得最多的是：

“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英模人物。”“这

是一个接地气、能学习的英模人物。”“看了

《桂梅老师》，感到自己得做点什么了。”观

众不是从艺术角度谈论该剧，但对于我，这

些话语却是最大的褒奖。“我得做点什么

了”，这其实是我创作《桂梅老师》的初心和

目标。

一、该剧的种子。2009年，受云南省电

视台之约，我为云南省大型电视文艺晚会

《云岭楷模》创作了一个情景短剧《感恩的

心》，那时，丽江华坪女子高中成立不到一

年，《感恩的心》表现的是桂梅老师在华坪

孤儿院和华坪民族中学的故事。当年演出

效果很热烈，台上台下哭成一片，桂梅老师看完还和我

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从那时起，我们成了朋友。

在那个短剧中，我设计了让主持人请桂梅老师上台

与观众互动的环节，电视台因此提前两天把桂梅老师从

华坪接到昆明。桂梅老师一到昆明，放下行囊就去了昆

明火车站，把写有“献爱心，让大山里的女孩读书”的红

色条幅摆到火车站广场一角，搞起了募捐。车站警察撵

她走，她左右解释说她是来参加电视晚会《云岭楷模》

的。警察不信，打电话给云南电视台，终于弄清了桂梅老

师的确是云岭的楷模，放下电话，警察退后一步给桂梅

老师敬礼，还捐了款。

电视台的同志把这件事告诉了我。后来桂梅老师来

北京开会，我在京西宾馆旁边的一个小店请她吃饭，甫

一落座，就问起火车站捐款的事，我说，“警察赶你你得

多难受啊？”没想到她笑笑说，“没事儿，习惯了。”

她的“没事儿”让我多了一件事：一想起她在车站广

场募捐的场景，感觉心被扎了一下。

“心被扎了一下”，成为《桂梅老师》的创作种子。

12年过去，当云南省话剧院约我写大型话剧《桂梅

老师》时，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创作任务。

二、英模难写，当下的英模更难写。生活中，我们一

提“英模”二字，仿佛就感受到某种语境，这种语境使我

们本能地感受到英模身上有着某种神圣的光环，这种光

环限制了我们的思考。为了打破限制，我要求自己：首先

要看到英模和我、和你、和他（她）一样的地方，要找到英

模的性格色彩、行为及语言方式，要找到英模在哪一个

生命节点上触发了他（她）一生的追求，要找到英模在精

神层面超越我、超越你、超越他（她）的地方，找到英模的

矛盾冲突焦点，在冲突中刻画人物形象。

创作不能没有生活，但生活素材太丰富也给我带来

一个更加困扰的问题：选择的艰难。这些艰难形形色色，

比如角度：脱贫攻坚、精准扶贫是近几年来时代的强音，

是可以名载史册的共产党人的伟大创举，桂梅老师是全

国脱贫攻坚楷模，但注意力在这个地方放多了，可能会

写成一个脱贫攻坚的戏。又比如，表现桂梅老师哪些闪

光的荣誉？20多年来，桂梅老师获得了“中国十大女杰”

“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脱贫攻坚

楷模”“感动中国2020年度人物”“时代楷模”“全国优秀

共产党员”“七一勋章获得者”，等等。每一个荣誉背后

都是一连串闪光的故事。该剧究竟要表现桂梅老师哪些

重要的生命节点？

再如，一些细节上的“选择”，像是如何表现“化缘”

募捐？为了建设一个不收费的女子高中，桂梅老师到处

“化缘”募捐，5年多的时间，她受了那么多的冷眼和委

屈，这个尺度把握不好，反而会损伤桂梅老师的形象。还

有，孤儿院的故事如何表现？孤儿院缺钱，导致桂梅老师

视钱如命，一分钱都恨不得掰开花，最困难的时候，做饭

没煤烧，她带着孩子们到山上打柴……光是福利院的故

事，就足够写一部电视连续剧了。再有，信仰问题。共产

党人的信仰贯穿桂梅老师这些年的生活，没有信仰的力

量她走不到今天。但如果把信仰写得太“满”了，桂梅老

师的人物形象会不会变得政治色彩太浓了？

还有一些创作立场上的“选择”。在我看来，为桂梅

老师立传，不能虚构。观众进剧场的目的是看戏，编剧的

第一责任就是靠戏剧元素紧紧挽住观众看下去。这需要

虚构，但这个戏是写活着的英模，不能随意虚构，这就影

响了编剧飞翔的翅膀，戏剧想象力的天空怎么打开？还

有如何处理戏剧“同质化”的问题。近几年，不少写英模

的戏被业内专家和观众诟病为“同质化”，其主要原因一

是创作者不了解生活，二是不敢写英模的弱点。戏剧变

成了“新闻报道穿上一件戏剧的衣裳”，导致英模都“长”

得一个模样。专家和观众对英模戏的评论像警钟一样，

在我耳边不断敲响。

三、戏剧主题的凝聚。最初创作的种子在思考的煎熬

中，渐渐转化为一种艺术形象。那段时间，我仿佛总能看

到在华坪的大山深处、在高高的山峦上，桂梅老师牵着一

个又一个女孩的手走出蒙昧，走出山岗的身影……这个

强烈的画面聚焦出该剧的创作主题：真爱没有边界。

在华坪县城，人们都知道一句话：桂梅老师改变了

一座城市。为什么会改变？因为人人内心有这份爱，所以

才能被感染，才能互相传递。这也是桂梅老师常常挂在

嘴边的，“爱要有良性循环”。

实现了良性循环，爱就有了互相的链接。当人们都

互相传递爱心，这才是真正的希望之光。所以，该剧赞美

桂梅老师，更赞美我们人性中每个人都具有的爱。这份

赞美，会感染剧场里的观众：桂梅老师所做的事，无论大

小，我们每个人都能去做。

四、戏剧形式的突围与嬗变。有了戏剧人物形象，我

给自己规定了用六种人物性格色彩来完成桂梅老师的

戏剧人物形象：

“大魔头”：女高学生为什么私下里称她们亲切的校

长为“大魔头”？因为你一旦触碰到她的人格底线，她“眼

里揉不得沙子”的性格就来了，她会雷霆万钧般地发火。

“脆弱”：她有着和普通女人一样的性情，想起过世的爱人

会独自哭泣；受不了生活的打击，想一死了之。“坚韧”：她

看似脆弱，但又拥有超越常人的坚韧和顽强，在追求梦想

的路途上，她不屈不挠、能屈能伸，还特别懂得忍气吞声。

“智慧”：桂梅老师有一次给我说，“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

只是聪明，从别人的角度看问题才会有智慧。”她是真正

的利他主义者，这些年来，她用爱与智慧，缝合了多少大

山里的女孩以及孤儿院的孩子心

灵的伤痛啊！“坚强的党性”：她的

党性原则太强大了，再加上她“眼

里揉不得沙子”的个性，面对困

难，让人觉得她身上总是会焕发

出一种强大的力量。“伟大的同情

心和悲悯心，更有一颗回报他人

的感恩的心”：这是她的性格底

色，在她身上你能看到历朝历代

中国优秀母亲的特征。

有了桂梅老师的六种人物性

格色彩，我知道可以躲开“同质

化”了。

人物形象活起来了，那怎么

表现呢？我渐渐确立了该剧的结

构原则：打破传统戏剧结构线性叙述模式，通过表现桂

梅老师的三个最重要的生命节点，着重写人而不是写

事，即便写事也是为了写人，写人的目的是为了探索英

模人物的精神世界，总之要让“事儿跟人走”。

这个想法让我兴奋，但很快就陷入一种找不到北的

迷惘。写桂梅老师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节点很容易导致

戏剧情节的散漫。该剧不是实验戏剧，一旦打破了观众的

审美欣赏习惯，看到舞台上眼花缭乱的创新手段，就有可

能忽略掉桂梅老师的内心世界。那时我模模糊糊地意识

到：这次创作可能遇到了一次创新的难题，创新意味着挑

战，挑战意味着戏剧突围，所谓成也创新，败也创新。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思考，有一点必须确立：所有的创

新手段必须围绕观众而来，创新的同时不让观众被“创

新”的舞台手段吸引，而是专注于桂梅老师的精神世界。

这就要做到既前卫又传统，既是先锋又是后卫，既要实

验又要保守……经过反复思考，我决定既不放弃戏剧的

传统手段（比如上来就“系扣子”，后边环环相扣），又接受

古希腊歌队歌颂英雄的戏剧形式，同时，直截了当地表达

情感（这是现代戏剧的标志）来表达观众感兴趣的时代话

题，用跳进跳出的形式呈现桂梅老师最重要的生命节点，

用往事重演的“剥洋葱”式套层结构，将这些生命节点糅

和成一条桂梅老师生命流动的情节线。

古希腊戏剧歌队的形式适合表现崇高的情感，也可

以快节奏地表现桂梅老师“来时的路”，最大信息量地再

现她的童年、青年、民族中学以及建设华坪女高和华坪

福利院的故事等。但是，古希腊歌队形式放到今天，观众

在欣赏这种仪式感很强的“歌队”表演时，是否会影响对

桂梅老师内心世界的感受呢？囿于这样的思考，我给“歌

队”找到了群体角色特征：宣讲队。给予这个歌队一个合

理、自然的身份，让观众感受不到歌队的存在，不受戏剧

形式的影响。

还有一个难点需要克服，即台词的写作。《桂梅老

师》中的台词，由于有了“隐身”歌队，台词势必需充满思

辨色彩，这种思辨色彩的叙事使用布莱希特的间离手法

当然很适合，但“间离”用多了，是否影响观众对桂梅老

师故事的感动？所以，要把握好“间离”的分寸，该剧从创

作到导演都要“挂上就摘下”，绝不粘连一处，让观众偶

尔“跳出来”思考，但又不能“间离”太多。

拿捏的尺度和分寸不仅在剧本上，还体现在导演手

段、舞美设计、灯光设计上，排练过程中，由于要寻找新

的形式，常常一遍遍推翻重来……这些，让《桂梅老师》

创作团队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戏剧艺术形式创新的紧

张与兴奋，感受到一种“戏剧的化学反应”，感受到话剧

《桂梅老师》的突围与嬗变。

（作者系国家一级编剧）

英模题材话剧创作的突围与嬗变
——以话剧《桂梅老师》的创作为例 □王宝社

关 注

7月5日，优秀共产党员，“七一勋章”获得者，表、导演艺术家蓝天

野同志追思会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一楼排练厅召开。北京人艺党组书

记王文光，北京市政协原副主席、北京人艺原院长张和平以及北京人艺

院领导班子成员、老领导、演职人员、亲友代表等共同参加，从不同角度

回顾蓝天野同志的人生历程、缅怀其成就贡献，表达了共同的哀思与怀

念。追思会由北京人艺副院长周彤主持。

蓝天野1927年出生于河北省饶阳县。1944年成为国立北平艺术

专科学校学生，并开始参加话剧演出。1946年，蓝天野加入了由周恩

来、郭沫若同志领导的演剧二队，从此走上了专业演剧的道路。1952年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蓝天野成为剧院的首批演员。几十年间，他扎

根舞台，演出了《北京人》《茶馆》《蔡文姬》《王昭君》等剧，导演了《结婚

之前》《仇恨的火焰》《艳阳天》《贵妇还乡》《吴王金戈越王剑》等剧，在影

视剧中也饰演了众多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角色。此外，从主持开办北京

人艺演员学习班，到参与剧院演员训练班的规划、教学与青年演员的培

养，蓝天野一直致力于北京人艺的人才建设，为北京人艺与中国话剧培

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表演人才。2021年，蓝天野获颁“七一勋章”，成为戏

剧界唯一获此殊荣的代表。

王文光在致辞中从蓝天野同志的艺术造诣、为剧院发展作出的贡

献、浓厚的家国情怀等方面怀念这位前辈艺术家。张和平回忆了任职期

间与蓝天野等老艺术家共同参与的《家》《甲子园》等剧目的排演经历，

展现了蓝天野对组织、对人艺大家庭的责任与情感，号召大家继承老艺

术家的优良传统。北京人艺原党委书记马欣回顾了蓝天野从青年时代

到老年时期为党工作的一生，对他始终持守的崇高的政治信仰、坚定的

理想信念，以及无私无畏、磊落坦荡的共产党人风采进行了阐释。

中国剧协主席濮存昕忆及自己与蓝天野老师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共

同经历，分享了从蓝老笑对人生的态度中获得的新的感悟，希望年轻一

辈能够学习他的君子风范与独立思考的品格。北京人艺老艺术家吕中

回忆起蓝天野作为自己的老师言传身教、以身作则的师生经历，表达了

对师长的敬仰和怀念。北京人艺一级编剧梁秉堃讲述了上世纪60年代

与蓝天野在前线战场体验生活时的一段往事，蓝天野在生命受到威胁

时仍随时准备守护队友，是他心中的榜样。北京人艺演员宋丹丹动情地

说，蓝天野是正派、纯真、勤奋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型艺术家，他给自己的

艺术、人生追求做出了榜样。北京人艺青年演员韩清表示，自己不仅从

蓝老身上见识到了严谨的工作态度，也被他勇于尝试和突破的精神所

感染，而蓝老对于年轻人的鼓励亦让她难以忘怀。

剧作家、中央歌剧院编剧万方讲述了自己童年时代与父亲曹禺一

起见到的蓝天野“叔叔”，以及长大后一起合作的蓝天野“老师”这段交

往历程，回望蓝天野对艺术和生活的热爱，认为他的精神对戏剧人有着

深远影响。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宋宝珍从蓝老在台上塑造

的角色出发，从文化素养、为人品性等方面阐述了他的舞台艺术造诣，

表示蓝老的一生鞠躬尽瘁，“无愧于时代，无悔于戏剧，无憾于人生”。北

京联合大学广告学院表演系副教授罗琦、北京京剧院一级演员谭正岩

等回顾了蓝天野对艺术的爱与钻研、对后辈的关心提携及其给予年轻

后辈的启发与思考。与会者表示，蓝天野同志留下的精神养分将滋养一

代代人艺人去更好地建设剧院、丰富舞台，以繁荣祖国的话剧事业。

（路斐斐）

7月14日，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

心主办，中国文联网络文艺传播中心协办的“第三届网络文艺

评论优选汇”暨“回顾与瞻望：中国网络文艺这十年”研讨

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网络文艺创作界和评论

界、学界、业界、传播界专家，中国文联所属各全国文艺家协

会和有关单位代表，以及中国文艺评论传播联盟成员等300余

人参会。会议由中国评协副秘书长、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副

主任杨晓雪主持。

“网络文艺评论优选汇”报经中宣部和中国文联批准，每两

年举办一次，旨在总结网络文艺发展规律，发现一批优秀评论作

品和优秀评论中青年人才，进一步凝聚网络文艺评论人才队伍，

构建山清水秀的网络文艺生态。第三届网络文艺评论优选汇以

“中国网络文艺这十年”为主题，广泛征集推选针对网络影视、网

络文学、网络展演等网络文艺各门类各领域及相关现象、趋势等

的评论作品，希望推出更多优质文艺微评、短评、快评和全媒体

评论产品，推动专业评论和大众评论有效互动，同时进一步加强

评论阵地建设，在推荐方式上增设了组织推荐。

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到2022年党的二十大即将胜利

召开的这10年，中国社会与文艺界的一系列深刻变化在网络文

艺发展中也得到生动体现。10年间，网络文艺从“野蛮生长”向

文化治理转换，从井喷式增长到精品化建设，从“圈地自萌”亚文

化向主流化发展，从本土化、民族化发展到频频“出海圈粉”。但

同时仍存在泥沙俱下、经典缺乏、侵权抄袭等问题，迫切需要网

络文艺评论的引导引领。针对这些问题，研讨会上，中国文联网

络文艺传播中心主任、中国评协新媒体委员会主任郝向宏，中国

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副主任欧阳友权，浙江省网络作协副主席蒋胜男，中国作

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网络作家月关，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新媒体

委员会委员夏烈，中国评协新媒体委员会秘书长胡建礼，以及付李琢、任飞帆、

岳淼、谷雨，分别从“网络文艺是对文明活化艺术赛道的一次史诗性拓展”“网

络文学应高扬时代风帆”“从‘新民间’向‘新现实’进发的中国网络文艺场”等

角度进行了主旨发言。

据悉，第三届网络文艺评论优选汇的网络报名将于9月15日截止。本届

优选汇将500字以内的微评纳入优选范围，还包括5分钟以内的视频评论、弹

幕评论、留言评论等以网络新媒体为载体的评论。参评方式包括个人投稿和

组织推荐。第三届优选汇拟推选50个优秀网络文艺评论作品和3家优秀组

织，其中50个作品包括长评20篇、短评20篇、微评10个。2023年元旦前后，

将在京举办发布典礼，公布优选结果。 （路斐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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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乡村振兴内在地包含了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内容。乡

村文化振兴能够不断推动乡村经济发展。一方面，加强

乡村文化建设能够进一步提高乡村居民的文化水平和

精神素质，不断优化乡村文化生态，改变乡村居民的精

神贫困；另一方面，加强乡村文化建设能够不断转变乡

村居民的思想观念，使其投入到发展乡村特色农耕文

化、生态旅游文化等特色乡村产业当中来，在优化乡村

产业结构的同时还能够不断促进其经济发展。乡村文

化振兴能够进一步提高乡村地区居民的文化自信。

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新型城市

化发展势头强劲，这也导致了乡村地区和城市地区之

间逐渐形成了“文化势差”，乡村文化振兴能够充分挖

掘乡村特色文化，吸引更多的青年人回乡发展、回乡创

业，促进乡村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增强乡村居民文

化自信。

加大利用乡村地区文化资源，实现特
色文化建设

中国的广大乡村地区都有着极为丰厚的文化资

源，需要我们不断去挖掘。要想加快建设乡村特色文

化，我们应从以下几点做起：

第一，加大对于乡村地区优秀文化资源的保护。政府

部门要能够制定出科学合理的保护手段，加快对于当地

乡村地区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摸底和排查，并

将其纳入保护名单当中来，要对能够看得到的农业遗迹

和文物古迹划定保护红线，确保不被随意破坏，要对看不

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针对性的保护，尤其要保护

民间传统的手工艺人、舞者以及民乐演奏者，并加快做好

传承人的培养工作，确保其实现有效传承和发展。

第二，要提高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从而不断推动

乡村文化的持续性发展。要避免同质化问题的出现，从

实际出发，找到适合当地发展的文化创新路径，将当地

的特色文化元素融入文化产业链条当中来，从而不断

提升当地的文化效益和经济效益。

第三，要加强产业融合。乡村地区的文化产业要想

真正实现发展，还必须将技术、资金、艺术设计等内容融

入进来，加强对于文化产品的消费与升级，进而实现文

化与经济的双赢局面。例如，荣获“中国十大美丽乡村”

“中国最有魅力休闲乡村”称号的陕西袁家村，着重发展

乡村文旅产业，加大创新力度，从而构建了“袁家村”品

牌，推出了文化产品产业与农产品包装、养殖产业等多

种产业融合发展，不断促进当地特色文化建设。

转变农民思想观念，塑造文明乡风

乡村地区的农民是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主力军，

要加强当地居民思想观念的转变，塑造文明乡风，进而

不断促进乡村振兴的进一步发展。

首先，要加强乡村地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乡

村党组织要定期组织开展思想动员会，号召乡村居民

自觉主动地参加当地的文化建设活动，充分发挥好村

委会的积极作用，加强运用村民广播站等宣传阵地，强

化对于乡村居民思想素质的引领；同时，还要让一部分

村民加入到乡村治理工作中来，让村民能够在乡村治

理的过程中不断提高其思想认识，从而树立主人公精

神，为下一步的乡村文化建设提出更好的意见和建议。

其次，要深入乡村基层，以文艺活动进行宣传。有

关部门可以积极组织文化下乡等活动，在乡村地区的

公共场所积极开展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文

艺活动，让人民群众在观看文艺表演的过程中不断提

高思想认识，从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最后，要加强榜样的思想引领作用。一方面，乡村

地区基层党组织要能够发挥好党员的带头引领作用，

党员干部要从自身出发，破除陋习，避免铺张浪费现象

的发生，身体力行地引导乡村居民转变思想观念和行

为习惯；另一方面，乡村地区可以通过定期评选道德标

兵、文明标兵的形式，不断引导乡村地区农民更加规范

自己的行为，从而进一步推动当地文明乡风建设。

加强主体培育，建设美丽乡村

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关键在于“人”的参与，乡村

地区要想真正实现乡村文化振兴，必须吸引更多高素

质的专业人才和社会组织投入到乡村文化建设当中

来，只有凝聚多元化主体的力量，才能不断推动乡村

振兴。其一，要积极发挥政府的作用。当地政府部门要

进一步加大对于乡村地区多方面的投入，制定一系列

政策，加强对于乡村地区新兴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

提供更多的就业创业机会，从而吸引更多的高素质人

才返乡就业。与此同时，要进一步改善选人用人机制，

通过“三支一扶”“定向选调”等形式不断吸引人才加

入。其二，要鼓励大学生回乡发展，回乡创业。相比于

乡村地区其他居民来讲，大学生受过高等教育，知识储

备充足，文化水平较高，能够为乡村地区文化建设带来

强大动力。因此要积极鼓励大学毕业生回乡返乡就

业、创业，为其提供充足的便利条件，促使其能够将专

业知识更好地融入实践当中，从而为乡村文化振兴注

入发展新动力。其三，要吸引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到

乡村文化建设当中。要鼓励各高校、企事业单位积极与

乡村地区建立帮扶机制，加强城市与乡村地区的沟通

交流，不断将社会组织先进的教育、设备、智力资源融

入乡村建设当中，进而促进乡村地区文化振兴的持续

健康发展。

（作者系山东女子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
□刘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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