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戏曲周” 也可以像“戏剧节” 那样火热

一寒

从《司马迁》《李白》到《杜甫》，郭启宏数十年编剧生涯聚焦知识分子———

一生干好一件事就值

“茅奖” 得主陈彦：

《主角》离不开生活的舞台

继路遥《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白鹿原》、贾平凹《秦

腔》后，陕西作家陈彦日前凭借《主角》获第十届茅盾文学

奖，“文学陕军” 又一次问鼎中国文坛最高奖。

戏台演尽人间百态，《主角》叙尽当代秦腔。 这部长篇

小说是如何创作出来的？日前，在由中国版权协会在京举办

的“远集坊” 讲坛上，陈彦讲述了创作背后的故事。

这位中国戏剧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从陕西

商洛的镇安县城走来。 18 岁时，陈彦就写出了第一个话剧

剧本并斩获省级二等奖。才华初绽的他被“挖” 到陕西省戏

曲研究院，开始了从编剧到团长、副院长、院长的 28 年职业

生涯。 正是在这里，他完成了对秦腔的专业积累，相继创作

出 “西京三部曲” ———《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

故事》。 2015 年，他的长篇小说《装台》出版，这部讲述舞

台主角以外角色的作品备受好评， 很多评论家建议他应该

着重写个“角” 。 他开始认真思考这一题材，并最终写出了

《主角》。

80 万字的《主角》中，有数百个人物，时间跨度 40 年。

陈彦将秦腔名伶忆秦娥的人生沉浮以及秦腔艺术的兴衰起

落娓娓道来，让读者沉浸其中。

陈彦说，创作《主角》时状态是轻松自如的，因为他对

这种生活、对这些人物太熟悉了。“我只是写了自己浸泡过

几十年的生活，那个‘浸泡池’ 就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 我

始终都在与各种角儿打交道， 是他们的喜怒哀乐和命运起

伏，搅动着我的心灵，让我有一种讲述的欲望。 ”

写作《主角》时，他笔下的文字常常一泻千里般涌出。

深深扎根于生活的土壤，耳濡目染、烟熏火燎，让他的心里

充盈着动人故事。 “我觉得他们的故事， 是一定能打动人

的。 ”

不出所料，2018 年初，《主角》 一经出版即好评如潮，

被评论界认为是一部动人心魄的命运之书， 是以中国古典

审美方式讲述“中国故事” 的秦声秦韵。

在陈彦看来， 一部秦腔史， 里面有许多值得发掘的东

西，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具有特别意义。“这些

东西能说清楚文化的根性，他们直接从民间生长出来，经过

成百上千年的裹挟，已经丰沛得满树繁花了，我不过是把这

些花朵采摘下来。 ”

小说中也渗透着他的反思： 秦腔为代表的传统戏曲经

历短暂辉煌，受到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成了博物馆里的老

古董，从业者纷纷改行下海，直到当下民族文化又被重视并

得到提升。 陈彦认为，创作就是要坚守民族文化，才能走向

世界。

陈彦说，他亲历了改革开放，想通过这部小说，通过秦

腔这一载体， 把 40 年所经历的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囊

括进来，描绘时代面貌，反映时代精神，揭示社会转型变革

对个体命运的巨大影响。

在写作《主角》时，陈彦承继了三个传统，一是现实

主义传统，二是中国小说的传统，三是中国戏曲的传统。

以忆秦娥近半个世纪的人生起伏为叙事线索，叙述几代

秦腔人的命运沉浮，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历史逻

辑和时代境遇， 展示中华民族艰难而曲折的奋斗历程。

也正因如此，书中虽不乏人世的苍凉及悲苦，却升腾出

希望和奋进的力量。 史竞男

国庆假期———

超过 10 万观众“打卡”

新中国 70 周年成就展

正在北京展览馆举行的 “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型成就展” 国庆假期观

者如潮。 据统计，来自全国各地的 10 余万观众“打卡” 成

就展，10 月 3 日单日观众最多，达 2.15 万人次。

根据此前发布的公告，成就展于 10 月 1 日暂停展览一

天，10 月 2 日重新开放后对展出内容进行了更新， 增设了

彩车模型展厅，集中展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大会群众游行方阵中出现的 70 组彩车的 1:20 模型，以及

7 组主题彩车。

进入北展广场，7 辆四层楼高的彩车依次排列，分别是

“当家做主”“希望田野”“一国两制”“脱贫攻坚”“区域

协调”“人类命运共同体”“众志成城” 主题彩车。

在广场西南侧，“当家作主” 彩车车体采用红旗漫卷造

型，底座上有新中国成立时的经典宣传画和欢庆鞭炮图案，

彩车上的巨型群雕是根据第三套人民币 10 元主图案进行

二次雕塑创作的，重现了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来自社会各界

的人民代表步出人民大会堂时的形象。“一国两制” 主题彩

车则吸引了不少观众的目光。彩车上，象征着香港和澳门的

紫荆花和金莲花在阳光的映衬下璀璨夺目， 中间竖立的香

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庄严而神圣。 韩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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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上演的北京人艺年

度大戏《杜甫》，因为呈现了一

个不一样的杜甫而引发关注。对

该剧编剧郭启宏而言，这也是他

创作生涯中重要的一环，从《李

白》到《杜甫》，从“诗仙” 到

“诗圣” ， 他的诗之江湖完成了

最重要的描摹。 从京剧 《司马

迁》到评剧《成兆才》、昆曲《南

唐遗事》，再到话剧《李白》《知

己》《杜甫》， 这位潮州籍北京

编剧的每部作品都受到关注。

评弹

在 刚 过 去 的 国 庆 假 期 ，

“2019 中国戏曲文化周” 在北

京园博园献上了超过 370 场演

出，共吸引近 19 万名游客入园

看戏。 “戏曲周” 落地“梨园之

乡” 丰台三年来，不断发掘新的

“玩法” ，使得中国传统戏曲在

更年轻的群体中落地生根，让

人们进一步看到了传统戏曲的

复兴。

今年国庆档三部献礼片电

影口碑票房双丰收，“戏曲周”

也围绕这一主题举行多场音乐

会，百余首经典爱国歌曲为“戏

曲周” 赚足人气。 此外，与以往

传统的“演员台上演、观众台下

看” 不同，此次“戏曲周” 推出

了快闪、巡游、票友大赛等互动

性很强的活动， 让观众的亲身

参与感更强。

戏曲与游园的结合， 是今

年“戏曲周” 的最大特点。 在

“戏曲周” 相关报道中，出现了

“精品线路” 这样与旅游紧密

相关的关键词。“精品线路” 分

为三条，老中青各占一条，这种

定制性质的观赏路线， 为不同

年龄段的观众群提供了省心的

选择。 无论对戏曲了解多寡，都

不会影响游客亲近戏曲。

对于传统戏曲持有保守态

度的人来说， 可能不太能接受

将旅游概念掺和到戏曲表演

中， 然而， 戏曲进入现代人生

活、 成为城市文化组成部分的

时代已经到来。 这是多年来戏

曲从业者、 文化管理部门不断

努力尝试的结果， 也是新观众

群希望深入了解传统文化的结

果。 戏曲的精华与性质不会变，

但与戏曲相关的推广需要发生

改变， 才能够让古老的艺术在

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当中延续生

命。

用流行的方式推广戏曲不

跌份。 梅兰芳就曾意识到，京

剧的外在呈现方式尤其是传播

方式需要创新。 “梅派” 的影

响，以及在美国推广京剧获得

的成功，都是“求变” 的结果。

梅兰芳之子梅葆玖也曾说 ：

“京剧需要不断创新， 虚拟影

像、 立体音效、LED 展示等现

代科技方式和手段，完全可以

为京剧服务。 ”

年轻人对戏曲的了解在加

深， 关注西区的热情在升温。

2018 年 11 月，京剧版《燃烧我

的卡路里》走红网络，不少网友

被隐藏在这首新神曲背后的文

化意味所折服。 京剧与综艺的

融合，恰好符合社交媒体“求新

求异” 的传播规律。这样的跨界

结合，非但没有给人以荒诞感，

反而解决了一些 “傲慢与偏

见” ———京剧并非高高在上。

与此同时 ， 颇受关注的

《中国戏曲大会》 也紧跟时

代， 将演员的表演限定为三五

分钟， 这是社交媒体时代网民

观看一段视频的最佳时长。 被

定义为“大型京剧文化传承节

目” 的《传承中国》节目，更是

请来了不少活跃于综艺舞台的

明星， 采用观众更易于接受的

方式来弘扬戏曲与传统文化，

正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的

做法。

真正的文化遗产， 需要通

过一次次地被发现、 被欣赏、

被消费，才能得以绽放艺术活

力、 获取长久生命力，“中国

戏曲文化周” 正是在努力地朝

着这一方向行进。 “乌镇戏剧

节” 这样文艺气息浓厚的文化

活动， 让年轻人趋之若鹜；相

信在强大的传承信念与创新

意识的支撑下，“中国戏曲文

化周” 也会成为更多人的文化

消费“目的地” 。

� � � � 当初做编剧

是“赶鸭子上架”

1940 年，郭启宏生于广东饶平一

个书香世家。 从小在家中接受古典文

学熏陶的他，1957 年如愿以偿地考

上了中山大学中文系。 上世纪六十年

代初，时任北京市长的彭真感觉北京

市文艺团体创作者普遍文化程度较

低 ，很难创作出优秀的作品来，因此

决定从全国重点大学中招收优秀的

毕业生充实各个院团的创作力量。 工

作人员先到北大、复旦 、南开、中山 、

武大等高校摸底，了解哪些毕业生比

较优秀 ， 中山大学老师推荐了郭启

宏。

来到北京后， 从没有看过一场评

剧的郭启宏， 被分配到中国评剧院。

对戏曲几乎没有什么认识的他，就被

这么“赶鸭子上架 ” ，服从分配当了

戏曲编剧。 郭启宏做学问比较老实，

不会写戏就多看。 剧院领导给了他一

张月票，每天去中国评剧院管理的大

众剧院看戏，剧院下场门有个放器材

的小房间 ， 就成了他的专属座位 。

“我心里想着党分配我干什么 ，我就

要把它干好， 一定要做一个好编剧，

所以几乎每天都去看，同时还要看大

量的书。 ” 对郭启宏而言 ，戏剧的结

构比较难 ， 至于大家都很怵头的唱

词，古典文学功底扎实的他倒并不担

心。

上世纪七十年代， 哥哥的去世触

动了郭启宏。 痛失胞兄的他联想到中

国历史上的众多知识分子， 忍辱发愤

为中华文化留下灿烂的遗产， 比如遭

受宫刑而不改其志坚持完成 《史记》

的司马迁。

心有所动就奋笔疾书，郭启宏第一

次真正意义上的创作就这样开始了，仅

仅几个月的时间，他就写出了京剧《司

马迁》，因此有了“快手郭” 的名号。 身

在评剧院， 第一个原创作品选择京剧，

是因为他觉得京剧的艺术形式更完整，

演员选择余地也更大。 作品通过之后，

在只有 9 平方米的家里，郭启宏彻夜未

眠，和妻子抱头痛哭：“那感觉就像是终

于重见天日了。 ”

几经波折， 这部作品被搬上舞台，

一炮而红，获得庆祝新中国成立三十周

年献礼演出创作二等奖。 正是从这部作

品开始，自发创作成为郭启宏的创作常

态，他借历史抒发个人胸臆，成兆才、白

玉霜、王安石、李煜等一个个历史人物

在他笔下“复活” 。

� � � � 1990 年， 郭启宏调入

北京人艺。一个戏曲编剧被

调入话剧院团，可以想象当

时北京人艺对人才的选拔

不拘一格，而郭启宏也如鱼

得水。 对他而言，光写戏曲

很难得到满足，“戏曲在反

映生活的现实深度方面，不

够丰富也不够尖锐，不能触

及到本质的东西。 ” 但戏曲

程式化的表现形式也自有

它的美，他希望在自己的创

作中，“既能保持话剧的深

刻性，也能有戏曲的自由。”

在北京人艺，郭启宏得

到了前所未有的创作自由。

院长于是之总是问他想写

什么， 大家可以出点主意。

但习惯于自己创作的郭启宏

不太习惯这种创作方式，只

是摇头说还没有。其实，当时

他正因为个人的境遇而决定

写话剧《李白》。

李白被称为“诗仙” ，留

给人们的形象就是飘逸洒

脱。 郭启宏认为那是因为人

们并不真正理解李白，“其

实他没有那么洒脱， 他是一

个有底线的人， 在那样的社

会里， 有底线的人肯定就无

法洒脱。 ” 大概用了半年的

时间， 他完成了自己第一部

真正意义上的话剧作品。

当他写完整个剧本后，

交到了剧院。 谁知道，于是

之拿到剧本后，有半个月没

有找他谈。 毕竟是自己在北

京人艺的第一个剧本，郭启

宏心里非常忐忑。 过后他才

知道，那段时间于是之无论

去哪儿，随身都会带着李白

的资料翻看。

有一天早晨，家人已经

去上班了， 郭启宏还没起

床，就听到有人敲门。 一开

门，刚刚晨练结束的导演苏

民一身短打站在门外。 进了

屋后，苏民就兴奋地说：“我

看到了一个好剧本！ ”“谁

的？ ”“你的！ ”

原来， 前一天晚上，苏

民刚看完《李白》的剧本，

就兴奋得不得了。 对郭启宏

而言， 国学功底深厚的苏

民，的确是导演《李白》的

不二人选，已经退休的苏民

也因为这出戏而重新燃起

创作热情。 开始排练前，他

们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一

起沿着长江，重走当年李白

走过的路，那段时间他们的

话题只有李白。

今天再提起当年和苏民

的合作， 郭启宏坚持认为，

“《李白》的生命力如此长久，

有剧本的基础，也有导演的发

挥，如果不是苏民执导，不会

有今天的局面和效果。 ”

转战话剧领域的郭启

宏， 第一部话剧作品又是一

炮而红。 话剧 《李白》于

1991 年年底公演，1993 年

即获得五项文华奖， 包括剧

目、编剧、导演、舞美、表演奖

项。纷至沓来的荣誉，不仅让

郭启宏对自己有了信心，也

意识到“北京人艺这个剧院

能够实现我的追求， 让我能

创作出真正的杰作” 。 正因

此， 郭启宏不愿意由人艺之

外的剧院来演他的话剧作

品。 他迄今为止创作了九十

部作品，其中只有七部话剧

作品，都是给人艺写的。

� � � �“写什么东西必须把自己

摆进去，不把自己摆进去就没

有真情实感， 就没有创造性，

没有反思……” 总结自己几

十年的创作经验时，郭启宏有

一套自己的理论。虽然他的作

品中历史题材居多， 但他认

为 ，“历史不过是一个挡箭

牌，历史题材也可以更曲折幽

深地表达作者的个人愿望，艺

术作品要是不能表达个人愿

望为什么要去写？ ” 在他的作

品中，或多或少投射着自己的

影子。

书生气十足的他，在思考

自己的人生定位时，写了昆曲

《南唐遗事》。 在他看来，李煜

这样的人是当不了皇帝的，其

悲剧在于错位的人生。 后来他

的话剧《天之骄子》中对曹植

的勾勒， 也是因为当过院长、

下过乡的他，内心自觉放弃了

对仕 途的 追求 。 郭启 宏 在

《〈天之骄子〉 创作刍言》中

提到：“曹氏兄弟已经逝去一

千七百多年了，但他们的人生

历程却被后世人无数次地重

复着。 我想起北宋清满禅师的

一句禅语：‘堪作梁底作梁，堪

作柱底作柱。 ’ 其实梁与柱并

无高低优劣之分。 ”

大家都说郭启宏擅写历

史剧， 可他却觉得历史剧、现

代剧这种只是着眼于题材的

分法并不科学，“所谓的历史

剧、现代剧，其实只是运用的

材料不同，对编剧来说，创作

方法、思维方式是不分历史和

现代的。 历史剧写的其实也是

当代的事情，只不过是原材料

来自于历史，其实抒发的是当

代人的胸怀， 编剧是当代人，

观众也是当代人，不观照现实

的历史不能给人的心灵任何

影响，那就是失败的。” 他将自

己创作的历史剧称为“传神史

剧” ，重点在神而不是形，“我

觉得历史只是历史剧的躯壳，

灵魂还是剧作者要表达的对

当代的思考。 ”

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自

己也是知识分子，郭启宏的笔

下对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关

注尤其多。 他也以冷静的笔触

剖析这个群体，“我爱知识分

子，也知道知识分子身上存在

的问题。 ”

2016 年俄罗斯亚历山德

琳娜国际戏剧节从北京人艺

提供的众多经典剧目中，邀请

了《知己》去圣彼得堡演出。

在他们看来，这部作品写出了

跨越国籍的人性，是俄罗斯观

众也能真正看懂的戏。 这部充

满文人意趣和思想光芒的作

品，正是郭启宏对知识分子这

一群体的一次深入思考。

回首几十年的创作道路，

经历了那么多的起起伏伏，年

近八旬的郭启宏慨叹，创作这

条道路并不好走，“但我坚守

住了自己的底线，乌七八糟的

东西不写，哪怕给很多钱。 ” 眼

下， 他手里还有一部戏在写，

“写戏是我生命所必需的，从

其中获得快乐， 体现人生价

值。 我一辈子把这一件事干好

了，就值了！ 现在看还行，我没

有辜负自己对自己的期望。 ”

牛春梅 /文 视觉中国 /供图

写历史剧观照当代人的心灵

创作《李白》融入自身境遇

A

B

C

人艺新戏《杜甫》拉开大幕，冯远征（右）饰演杜甫。

郭启宏近照。

� � � � 10 月 8 日，由中国文联、中国摄影家协会、北京市东

城区共同主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中

国人家” 主题摄影展在北京开幕。 展览选取了近 300 幅

历史照片和摄影作品，分为“国”“家” 两个单元，展现

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巨变。 图为

观众参观展览。 金良快 文 /图

“中国人家”主题摄影展开幕

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