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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广东省话剧院创排的话剧《深海》将“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毕生为

我国核潜艇事业鞠躬尽瘁、忍辱负重、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用艺术

的手法搬上舞台，塑造了一位极富人格魅力的军事科学家形象。同时，在讲述

人物故事中，对核潜艇军事战略意义、攻坚深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核潜艇先

进技术、世界知名的核潜艇事故、老一辈领导人对自主研发的鼎力支持等诸

多背景融入剧情发展中，堪称一堂生动立体而又神秘莫测的军事科普课。

塑造当代英模是我国戏剧舞台一个既有历史积淀又有现实诉求的类

型剧。用戏剧直观生动地展现英雄或感人肺腑、或可歌可泣、或激励人心的

先进事迹，陶冶涤荡观众的内心，讴歌弘扬时代的主旋律，树立大众尊崇学

习的榜样，一直是现当代戏剧最重要的功用之一。但如何打破此类剧目留

给观众空洞乏味的刻板印象，解决英模人物走下神坛这个看似老生常谈实

则依然棘手的课题，是创作者必须直面的。从此意义上说，借助翔实丰富的

人物资料，挖掘富于戏剧性和画面感的精彩段落，以现代的拼贴手法逐层

描摹、递进潜入人物精神世界，刻画一个意趣丰沛的个性化形象，是话剧

《深海》突出的艺术亮点。

作品围绕黄旭华设置了多组人物。从叙事角度看，或简或繁，详略不一。

即使一面之缘或次要角色，也通过彼此交往的细节展露了他的某种特质。刚

开篇，黄旭华与舰艇拆卸工的简短对话就充满戏剧性。拄着拐杖的老人心疼

粗暴施工的小伙子大敲大砸破坏艇身，告诉他拔下插销的小窍门，寥寥几笔

就写出了黄旭华热爱潜艇和深藏不露的特质。少年黄旭华（黄绍强）和一众逃

难少年扒火车，众人还在讨论如何躲避飞机轰炸之时，他却解下裤带绑在栏

杆上，以防犯困摔车，展露了他的机敏早慧……丰富的细节如一幅幅渐次展

开的卷轴，让核潜艇研究专家的形象在舞台上自然生长。

剧中着力描写的另一个人物是李世英。她既是联系黄旭华工作和生活的

纽带，也是他事业和家庭矛盾最直接的承受者。作为妻子，新婚之际就誓言放

弃一切人脉和大城市生活，随同丈夫过起长期隐姓埋名、与世隔绝的生活，无

怨无悔，每每在他最困难时给予最温暖的支持。苏联专家突然撤离令黄旭华

措手不及，愤懑沮丧的他在雨中独行，李世英默默为他撑伞。父亲去世接到紧

急任务不能回去奔丧，黄旭华跪在遗像前，李世英也默默跪下。下放养猪场，

条件极端艰苦，李世英带着好菜好饭探望他，一边为丈夫打抱不平，一边重温

结婚誓词。矛盾最激烈的就是黄旭华瞒着她参加极限深潜实验，她最担心的

是他的生命安全。待丈夫表明心迹想圆梦深海，她下意识地伸手去摸他的脸

庞，又一次念起结婚誓言，从愠怒变支持。夫妻间的相濡以沫就是在这些细节

中不断发酵，李世英隐忍坚强、温柔如水、甘当绿叶的“贤妻”形象充分化进了

她如影随形陪伴丈夫的点滴之中，使黄旭华的人物形象更加饱满、有血有肉。

正因为扎实的剧本为二度创作赢得了广阔的发挥空间，黄旭华的多个极

富个人魅力的动情时刻被演绎得很有层次感。如开会讨论核潜艇设计方案一

场，在众人的质疑和顾虑之下，黄旭华力排众议，以时不我待的使命感和严谨

的实验数据为依据，提出三步并做一步的“水滴型”潜艇方案，人物思维大胆疯狂，言语激情澎

湃，神态却始终沉稳自持，坚定自信，全然满足了观众对特立独行的科学家全情投入工作时的

想象。以养猪来教育革命小将是全剧为数不多的极富喜感的场景。原本得知潜艇建造出现

重大问题黄旭华心急如焚，但陈主任却让他佯装酷爱养猪。不擅撒谎的科学家在椅子上如

坐针毡。两次急于起身却又强忍住坐下，违心地配合陈主任演双簧，人物假放松真心急的情

态令人忍俊不禁。他瞒着家人报名深潜实验，惹怒了一直隐忍全力配合他工作的妻子。当误

会冰释，夫妻情感进一步升华，黄旭华热情诵诗，颇有“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意味。他与妻子

携手共舞，展演了人物严谨勤勉之外难得的浪漫与真性情。回乡探母时，黄旭华已是满头灰

白。此刻他终于卸掉一身重负，安静依偎在雪白头发的老母亲身边，跪着享受老人用当年逃

难时塞给他的银梳子梳头。佝偻的腰背掩饰不住他如孩子般的澄澈喜悦的眼神。片刻的高光

呈现，依旧感人至深。

该剧的另一特色就是叙事打破传统，以主人公的回忆和思绪为轨迹，追求一种灵动跳跃、

嵌套回环的新格局，诗意地呈现“深海”的舞台意象。全剧的主体悬念一是深潜300米的实验

能否成功，二是接受核潜艇研发建造任务后黄旭华一家何时能结束长年隐姓埋名的生活，真

正返回老家。除首尾落脚在核潜艇博物馆之外，大部分时间是黄旭华在极限深潜实验中回忆

从少年时起自己人生中的多个重要节点，不仅情节分布于多个不同空间，时间跨度也达数十

年。此外，记忆碎片化的特点也让回忆片段长短不一，甚至过程中再插入新的内容。比如，黄旭

华在深潜舱内忆及接受审查“论出身”时，他又联想到年轻时参加爱国游行及去龙华监狱寻找

烈士遗体的过往。这样多层嵌套的格局对舞美设计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不仅要实现场景的

快速切换，还要将年代感和特定历史场景准确还原，让观众在舞台字幕的提示下获得瞬时的

代入感。为此，设计师充分利用空间纵深，精心设计了前后两个表演区域，将舞台中后部的高

处作为次重点表演区，有力地配合前部实景区的表演及转场。主体场景经由幻灯片投影的切

换达到了对同一空间结构的重复利用，热火朝天的核潜艇拆卸码头同时还是军舰的出海码

头、铁皮车厢、上海龙华监狱、核潜艇基地办公楼、冰天雪地的养猪场、黄旭华书房等，与前景

的实物道具一起组成完整的表意空间，在暗场和追光的密切协作之下将剧情跳跃的时空处理

得井然有序。除了实景还原，投影还具备十足的科技感，如放大至全台的核潜艇舱内的仪表盘

与水滴、金属挤压管道的音效一起，将重头戏深潜实验的专业性和密闭船舱的压抑感烘托出

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不仅如此，前后景别的光影切换还运用了平行蒙太奇，展现了超时

空场景下人物的回忆与想象。

话剧《深海》逼真地刻画了“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科学家黄旭华与家人坎坷艰辛的遭际以

及不离不弃的温馨相伴，披露了他与同事多年来筚路蓝缕、密切配合、勇攀高峰、屡建奇功的

感人事迹。鲜为人知的题材融汇鲜明的时代性和纵深的历史感，灵动的叙事手法与简洁明快

的时空切换构成了一幅写实精神与现代剧场艺术交织的图景，将无场次戏剧的理念充分发挥

出来，令该剧在众多主题性创作剧目中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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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话剧院出品的话剧《深海》讲述了“中国核潜艇之父”黄

旭华院士带领科研团队，30余年隐姓埋名，艰苦奋斗，以大无畏的精

神打造国之重器，为我国核潜艇事业奋斗拼搏的感人故事。

黄旭华长期从事核潜艇研制工作，是中国第一代核动力潜艇研

制创始人之一。以黄旭华为代表的一代国防科学工作者，是当之无

愧的共和国的“脊梁”，他们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是新时代的楷

模和英雄，文艺作品为这样的英雄树碑立传，能够激励国民精神，传

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然而，其创作难度却异常巨大。第一，戏

剧创作不是报告文学，要解决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之间的矛盾，要

将生活素材转化为戏剧情节与舞台形象，在此，艺术家的创作想象

受到生活素材的严格制约；第二，如何在歌颂英雄的同时最大程度

地遵循戏剧艺术规律，成为此类题材话剧创作尚待解决的难题；第

三，英模类传记题材戏剧创作有着一定的创作传统，这类戏剧创作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也面临着模式化、同质化的创作瓶颈。如

何突破创作瓶颈，如何突破旧有的创作模式？这是摆在戏剧创作者

面前不得不思考的美学命题。站在这个角度和立场上来考察，《深

海》交出了怎样的一份答卷，又取得了哪些突破呢？

全剧以黄旭华的回忆为轴线展开叙述，是“回忆中的回忆”。第

一层回忆是：2016年，09型某核潜艇完成历史使命，即将拆解送入

博物馆，黄旭华在此刻回忆起1988年自己亲自参加核潜艇深潜300

米实验的惊心动魄历程。剧作聚焦1988年核潜艇深潜300米实验

这一历史性事件，并以此为线索，展开了黄旭华的第二层回忆：在深

潜实验过程中，黄旭华回顾了自己的一生。1939年，在日寇的轰炸

中，他背井离乡，与母亲告别，从此立志要为中国的强大发愤求学；

1958年，黄旭华接受任务，携新婚妻子离开上海，从此开始了隐姓

埋名，为中国核潜艇事业奋斗的征程；1960年，正当黄旭华父亲离

世之时，苏联突然撤走了大批专家，为了事业他忠孝不能两全，选择

了为核潜艇事业坚守在工作岗位上；1967年，“文革”中，黄旭华被

迫下放养猪，在艰难岁月中，不改初心，仍然潜心科学研究，终于在

1970年迎来了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直至1988年，黄旭华在参

加核潜艇深潜300米实验的前夜，与妻子李世英解开误会，肝胆相

照，风雨同舟，共同面对生死考验。剧作以“嵌套式回忆”为叙事结

构是有其内在逻辑的：这是一种以开掘主人公心灵为聚焦点的叙事

结构。创作者固然要讲述黄旭华一生的奋斗历程，但是更为重要的

是，他们关注的是主人公的心灵世界，关注的是对于人物行动深层

心理动机的探寻。剧作试图从情感世界、精神世界的开掘入手，将主人公的命运与

社会历史的进程交织在一起，力图在舞台上塑造一个真实可感、普通而又伟大的英

雄形象。

仅有叙事角度的独特和对主人公情感世界的开掘还不够，仍需要有坚实的现

实主义表演和对当代剧场美学的创新性追求。《深海》的舞台设计和多媒体运用颇

具新意。整个舞台仿佛是核潜艇内部的拱形机舱，随着舞台时间的变幻，多媒体视

频影像或营造出抗日战争战火纷飞的画面，或描绘出大雪纷飞、冰天雪地的北国风

光，或展现出暗潮汹涌的深海景象。同时，在一横两竖的钢架舞台装置上突显出核

潜艇下潜的深度表。观众在剧场内体验到一种视听的震撼。这种震撼突破了传统

话剧舞台的写实主义美学体验。导演的舞台调度和演员的表演则立足于现实主义

表演美学，力求通过舞台行动来展现人物内心世界的真实。剧中鞠月斌饰演的黄

旭华、杨春荣饰演的李世英从动作细节入手，很好地塑造了两位主人公的典型形

象。剧中，妻子李世英在家中焦急等待丈夫深潜300米实验结果的一场戏，演员通

过电话铃响后，想接又不敢去接，犹豫之后，终于鼓起勇气接听电话的动作细节，细

腻地将一个妻子内心的爱与焦虑展现出来。

话剧《深海》并没有以黄旭华的名字命名，而是以“深海”的意象命名。这一意象

既是核潜艇遨游深海的物质意象，又是黄旭华博大的胸怀、高洁的人格、处逆境而坚

忍不拔的精神象征。舞台上一横两竖的钢架结构上，不断变幻着绿色的核潜艇下潜深

度的标尺。随着核潜艇的一点点下沉，黄旭华内心的压力也一点点增加，他的回忆和

精神世界被一层层地揭开。当核潜艇极限深潜300米时，意味着艇身每平方米要承受

30吨的重压。1963年，美国核潜艇“长尾鲨”号在下潜到不到200米时发生爆炸事故，

艇上100多名官兵葬身海底，无一人生还。黄旭华是世界上首个亲自随核潜艇进行深

潜300米实验的核潜艇总设计师，他以科学的精神和大无畏的气概与全体官兵共同

完成了这一壮举。深海，正是黄旭华精神品格的诗意升华。

剧中，黄旭华的命运与共和国的命运是交织在一起的。冰天雪地之中，妻子李

世英带着女儿看望被发配养猪的黄旭华。路上，李世英叮嘱女儿：不要向爸爸提起

在学校里被同学欺负的事情。见面之时，黄旭华发现了女儿头上被黑板擦打伤的印

痕，从而知道了原委，他心痛地告诉女儿：以后你告诉他们，爸爸是地地道道的共产

党员，是堂堂正正的革命军人。李世英发现丈夫过年也要住在猪圈里，不由得悲愤

地喊道：“堂堂一个核潜艇总设计师被折腾成养猪的，这是对你人格的侮辱，我受不

了，受不了！”观众此时也被舞台上的情境所深深打动。话剧《深海》虽然不是布莱希

特式的“叙事体戏剧”，但是却有着一种“历史化”的追求。编导将黄旭华的个人命运

与共和国的历史、现实交织在一起进行考察，一方面颂扬了以黄旭华为代表的一代

国防科技工作者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则通过对于历史、现实的理性审视，

建立一种辩证的思维意识，这种思维意识甚至超越了舞台上黄旭华的自我意识。

希望我们的艺术家以饱满的艺术热情把握时代精神，突破创作窠臼，探寻历史

与人物灵魂的深海，重塑现实主义美学精神。

话剧《深海》是广东省话剧院近年推出的一部优

秀作品。它以“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有“中国核潜艇之

父”之誉的著名科学家黄旭华为原型，讲述了他为国

家矢志自强、潜心研发设计中国第一代核潜艇而隐姓

埋名30年的传奇人生。在科技强国成为世界发展潮流

之际，越来越多的科技工作者成为舞台聚光灯下的主

角，而话剧《深海》所选择的题材和故事，呼应时代之

需，为打造“国之重器”的科技工作者树碑立传，用心

拳拳，令人感佩。更重要的是，在科技研发相对单调枯

燥且题材本身可能不便展开某些细节的情况下，该剧

独辟蹊径、破难而立，通过蒙太奇式的自由叙事架构，

把“深潜”这一悬念情节与不同历史时空的外部环境

勾连起来，建立起人物内心世界与戏剧情境之间的互

文关系，取得重要的突破和成功。

它是隐秘而伟大的个人传奇，更是民族自强的恢

宏诗篇。全剧从抗战时期少年黄旭华不得不逃难求学

而与母亲离别为时间起点，分别讲述了他在研发设计核

潜艇过程中一系列重要事迹；而“深潜”所象征的，既是

物理现实的试验行为，也是黄旭华“干惊天动地事、做

隐姓埋名人”的标志性人生。这是一片迷人的深海，一

片交织着个人命运、家庭处境和民族自强峥嵘岁月的

深海，一片承载着民族不屈精神、充满着理想主义色

彩的深海。在这片深海里，还有无数像黄旭华这样为国

家民族作出重大贡献的一代代科技工作者在默默地奉

献着。它给人带来的哲思感怀和审美想象是丰富的。

面对科研题材创作的普遍难题，话剧《深海》没有

纠结于研发过程、方案之争，而是紧紧围绕着“这一片

迷人的深海”去巧妙设计、深入挖掘。如果说审美化和

意象化的题材发现，是这部作品取得成功的重要经

验，对于诠释主题、结构情节、塑造人物以及形成整部

作品质朴大气、自由灵动的叙事风格和意蕴浑厚、情

感诚挚、色彩浪漫的诗性品格，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

义；那么它蒙太奇式的自由闪回结构、现实与回忆紧密

关联的互文关系以及紧扣“等与被等”的人物情感主线，

就是它在同类题材中独辟蹊径、彰显个性的重要突破。

剧作完整地把意蕴与意象的主题呈现关系、事件与回忆

的情境互文关系、个体与家国命运的情感关系紧密地集

合为一个审美整体，让人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片迷人

的深海”所承载的丰富内涵和人性旨趣。

当大幕拉开，映入观众眼帘的是进入博物馆的退

役核潜艇场面，老年黄旭华再度和自己再熟悉不过的

“老伙伴”见面，从而展开了他的一生回忆。主创们紧

紧抓住“深潜”这一贯穿情节，逐渐让主人公隐姓埋名

而“深藏”的人生浮现在世人面前，而每一次“深潜”的

深度及核潜艇在试验中可能面临的不同考验与悬念，

都循序渐进、不同程度地折射出黄旭华命运遭遇中的

考验与悬念。序幕是总的统摄，而第一次回忆以1988

年深潜试验为触发点，解决的是核潜艇“有与无”的关

系，因此带出的是少年黄旭华逃难求学、面对伙伴被

杀而矢志报国的情节，从而形成确立初心与实现梦

想、承诺与兑现承诺的呼应；200米，带出的是苏联专

家撤离而科研受挫、家中父亲去世而抉择两难和矢志

自力更生的艰难时刻，进一步深化“深潜”的象征性表

达和意蕴指向；280米至285米，在特殊年代里黄旭华

及其科研工作遭到了冲击，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进一步

打开，矢志报国的少年梦想经历战友牺牲的考验而成

为一种忠诚与信仰；290米至300米极限深潜，在生与

死的考验面前，贯穿全剧而不断深化和加强的一组戏

剧情感关系——妻子始终相知相伴的等候和母亲守

望30年的等候，在这一刻爆发为非常集中具体的、充

满情感冲击力的高潮。就像舞台上刻度着深度与压力

的纵横坐标隐约暗示着主人公对国家民族的忠、对母

亲的孝及对亲人的爱，每一次深潜都标明了刻度，而

承受压力嘎吱作响乃至渗水的潜艇壳体，不仅往紧张

悬念的深处不断推进，更剥笋似的从家国情怀的宏观

走向微观，最终走向了家国关系中人的普遍命运。

鞠月斌、杨春荣分别饰演的黄旭华和李世英形

象，不仅极具代表性地塑造了那一代科技工作者的典

型形象，而且真实地反映了他们带有一定地域个性特

点的家庭情感关系。潮汕地区向来重视宗族观念，偏

又是著名侨乡，漂洋过海、背井离乡的游子甚多。黄旭

华是潮汕人，他和妻子、母亲的关系，某种意义上不仅

寓意着忠孝取舍的选择，也可以说极具地域代表性。

这集中表现在“等与被等”的情感关系上，不管是他对

母亲的承诺还是母亲的30年守望，或者妻子尽管相知

相伴却难免时时等他回家的形象，都感人至深。

逃难别离，母亲赠送银梳子，一缕乡愁始终牵绊。

当黄旭华已鬓发花白，回乡见到母亲，旁人一句潮汕

话“回来了”，母亲连顿两下拐杖，没太多言语，一切尽

在不言中。而李世英的形象则稍为特别，也尤其光彩，

因为她跟黄旭华是始终相依相伴相知的。“我们的生

活，除了你的事业，就只有彼此，而你却在固执地隐

瞒。”就像她抱怨丈夫的话那样，“等与被等”构成的普

遍品格是家庭式的，而这也成为打开黄旭华内心世界

的一个重要通道，妻子的一些怨念、言语、行动就像一

个镜像，成为主人公的代言者。当李世英从噩梦中惊

醒，深夜电话那么响，响得惊心动魄，她踌躇再三，终

于拿起电话，得知试验成功终于松了一口气，然后到

门口张望，想收拾打扮一下，又庄重地打开唱机，如约

播放起音乐。这一段表演其实在剧本中内容并不多，

却十分精彩，把一个等待丈夫归来的妻子形象刻画得

入木三分、表现得淋漓尽致。

剧中，题材和主题意蕴的重、结构和叙事技巧的

巧、情感和人性挖掘的诚，形成了类似交响音乐的雄

浑与优美、恢宏与隽永，就像隐秘的、迷人的深海回

声。我想，在主人公矢志报国、隐姓埋名的传奇人生背

后，一定有某种理想主义加持，我喜欢这样的理想主

义，以及蕴含其中的那些更具光彩、更具人类普遍内

涵的可能性。

《《深海深海》》是一部致敬之作是一部致敬之作，，而且是一部致敬至而且是一部致敬至

今仍然健在的我国老一辈科研工作者的作品今仍然健在的我国老一辈科研工作者的作品。。因因

此此，，如何将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自如何将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自

儿时至今的个人历史与时代相结合儿时至今的个人历史与时代相结合，，进而浓缩提进而浓缩提

炼炼？？如何在生活与艺术之间进行取舍嫁接如何在生活与艺术之间进行取舍嫁接？？如何如何

以崭新的艺术语汇让剧作在众多同类题材作品中以崭新的艺术语汇让剧作在众多同类题材作品中

脱颖而出脱颖而出？？这些都是话剧这些都是话剧《《深海深海》》的主创不得不直的主创不得不直

面的创作难题面的创作难题。。值得欣喜的是值得欣喜的是，，创作者在广泛收创作者在广泛收

集素材集素材、、深入挖掘立意的基础上深入挖掘立意的基础上，，以开放的视角以开放的视角、、

宏阔的视域宏阔的视域，，以及富有冲击力的视听语汇以及富有冲击力的视听语汇，，从作品从作品

的情节选择的情节选择、、结构安排乃至舞台视听形象的全方结构安排乃至舞台视听形象的全方

位打造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位打造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家国情怀和担当意识是创作者在情节提炼中家国情怀和担当意识是创作者在情节提炼中

抓住的焦点和重心抓住的焦点和重心。。全剧的开放性全剧的开放性，，不仅体现在不仅体现在

这一情怀和意识上这一情怀和意识上，，因为它们是属于新中国第一因为它们是属于新中国第一

代建设者们的特殊精神印记代建设者们的特殊精神印记，，而且体现在对时代而且体现在对时代

主题的全新开掘上主题的全新开掘上，，将作品植根于民族走向复兴将作品植根于民族走向复兴

的历史进程中的历史进程中。。作品刻意展现的作品刻意展现的19391939年家园被年家园被

毁的场景毁的场景，，正是这种情怀和意识萌发的起始之点正是这种情怀和意识萌发的起始之点，，

懵懂的少年在这里改变懵懂的少年在这里改变，，个人成长的方向由此融个人成长的方向由此融

入时代的召唤之中入时代的召唤之中。。黄旭华不得不从这里出发黄旭华不得不从这里出发，，

清醒而坚定地将个人与家国存亡清醒而坚定地将个人与家国存亡、、民族命运连接民族命运连接

在一起在一起，，即使是在特殊年代即使是在特殊年代，，出身富足家庭的他被出身富足家庭的他被

质疑学生时期参加地下党活动质疑学生时期参加地下党活动，，从而被发配到猪从而被发配到猪

棚喂猪棚喂猪。。承受着种种屈辱和贫困时承受着种种屈辱和贫困时，，他也没有灰他也没有灰

心失意心失意，，而是毫不懈怠而是毫不懈怠、、持之以恒地继续着核潜艇持之以恒地继续着核潜艇

的研究的研究。。支撑他走过风雨支撑他走过风雨、、走过磨难的走过磨难的，，依然是这依然是这

种情怀和意识种情怀和意识。。““旭日东升旭日东升，，荣耀中华荣耀中华””，，黄旭华改黄旭华改

的哪里是名字的哪里是名字，，分明是志向与信仰分明是志向与信仰。。作品清晰地作品清晰地

告诉我们告诉我们，，新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建成的过程新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建成的过程，，与黄与黄

旭华个人成长历程背后的支撑旭华个人成长历程背后的支撑，，就是这种一以贯就是这种一以贯

之的家国情怀和担当意之的家国情怀和担当意

识识。。它们是这一代人不断它们是这一代人不断

前行的内在动力前行的内在动力，，是支撑他是支撑他

们不惧任何艰难困苦的强们不惧任何艰难困苦的强

大心理力量大心理力量，，也是他们最终也是他们最终

的精神归宿和生命价值的的精神归宿和生命价值的

体现体现。。可以说可以说，，将作为个体将作为个体

的自身命运与一个更大的的自身命运与一个更大的

整体整体、、更永恒的价值联系在更永恒的价值联系在

一起一起，，无论在什么年代无论在什么年代，，都都

是一种有信仰的人生境界是一种有信仰的人生境界。。

全剧的结构也呈现出一种开放的姿态全剧的结构也呈现出一种开放的姿态。。创作创作

者先是采用了叙述体模式者先是采用了叙述体模式，，但又兼容并蓄地吸收但又兼容并蓄地吸收

了情节剧写实主义风格典型了情节剧写实主义风格典型、、集中等结构模式的集中等结构模式的

优长优长。。大幕从大幕从20162016年拉开年拉开，，当黄旭华走进他亲手当黄旭华走进他亲手

设计的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时设计的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时，，看到熟悉的潜艇看到熟悉的潜艇，，看看

到新老战友到新老战友，，他不禁感慨万千他不禁感慨万千，，回忆起了以往的林回忆起了以往的林

林总总林总总。。由此由此，，该剧搭建起了以黄旭华的回忆为该剧搭建起了以黄旭华的回忆为

叙事主轴的叙述体戏剧框架叙事主轴的叙述体戏剧框架。。全剧以核潜艇在全剧以核潜艇在

19881988年下沉深潜年下沉深潜，，挑战挑战300300米极限深度为核心事米极限深度为核心事

件件，，辅之以与此相关的苏联专家撤离辅之以与此相关的苏联专家撤离、、需自主设计需自主设计

制造等情境制造等情境，，以及抗战时期母亲送他逃离家乡的以及抗战时期母亲送他逃离家乡的

场景场景，，与妻子结婚与妻子结婚、、相随一生的片段相随一生的片段，，在猪棚里进在猪棚里进

行劳改时不忘进行科研等细节行劳改时不忘进行科研等细节，，都以回忆的方式都以回忆的方式

呈现于舞台呈现于舞台，，互相互相““间离间离””，，也互相映衬也互相映衬，，共同铸就共同铸就

了剧作总体的网状形态和信息布局了剧作总体的网状形态和信息布局。。

在这种散在这种散文般挥洒的表现方式中文般挥洒的表现方式中，，创作者紧紧创作者紧紧

抓住了主要人物黄旭华与母亲抓住了主要人物黄旭华与母亲、、妻子妻子、、女儿之间的女儿之间的

感情纠葛和牵连感情纠葛和牵连，，建构了一条作品与观众之间的情建构了一条作品与观众之间的情

感通道感通道，，巧妙地将剧中的抽象概念转换为血肉人巧妙地将剧中的抽象概念转换为血肉人

生生，，将创作者的高台教化转换为个体的生命体验和将创作者的高台教化转换为个体的生命体验和

人性人性温暖温暖，，使黄旭华一生所信奉使黄旭华一生所信奉、、所身体力行的家国所身体力行的家国

情怀和担当意识情怀和担当意识，，得以在感性的层面上运行演绎得以在感性的层面上运行演绎，，刷刷

新了叙述体戏剧通过说教新了叙述体戏剧通过说教、、论述来教育论述来教育、、唤醒观众的唤醒观众的

常规套路常规套路，，呈现出一种跳跃灵动呈现出一种跳跃灵动、、摇曳生姿的结摇曳生姿的结构特构特

征征，，从而实现了这类戏剧创作的一次实验性突围从而实现了这类戏剧创作的一次实验性突围。。

恢宏大气的多媒体空间造型处理恢宏大气的多媒体空间造型处理，，使我们感使我们感

受到了开放式高科技的魅力受到了开放式高科技的魅力，，投影运用带领观众投影运用带领观众

走近三重空间走近三重空间，，视听交融的跨媒介通感叙事视听交融的跨媒介通感叙事，，汇成汇成

锐意求新的众声交响锐意求新的众声交响，，不仅创造出了不仅创造出了““空间蒙太空间蒙太

奇奇””式的全新效果式的全新效果，，使观众的知觉在上天入地的无使观众的知觉在上天入地的无

限可能中自由舒展限可能中自由舒展，，而且走近了英雄的个人历史而且走近了英雄的个人历史

与内心世界与内心世界。。在创作者笔下在创作者笔下，，无论是画面构图无论是画面构图、、色色

彩搭配彩搭配、、场面调度场面调度，，还是光色明暗处理还是光色明暗处理、、视听节奏视听节奏

控制等控制等，，都在精雕细刻的同时贯注了一种生命的都在精雕细刻的同时贯注了一种生命的

热情热情，，不仅如泣如诉不仅如泣如诉、、如歌如画般营造出了核潜艇如歌如画般营造出了核潜艇

极限下潜步步惊心的紧张氛围极限下潜步步惊心的紧张氛围，，真实还原出核潜真实还原出核潜

艇内部的密闭空间艇内部的密闭空间，，还将剧情扣人心弦地层层推还将剧情扣人心弦地层层推

进进，，形成了一种逼仄而流畅的形成了一种逼仄而流畅的““时间节奏时间节奏””，，引导观引导观

众的视觉注意向着作品所展示的人生风景和信仰众的视觉注意向着作品所展示的人生风景和信仰

之光靠近之光靠近、、再靠近再靠近。。

家国情怀和担当意家国情怀和担当意识的动情表达识的动情表达
□□刘彦君刘彦君

话剧《深海》笔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