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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点评 艺 谭

京剧《向农》改编自孟冰的话剧《枫树林》，讲述的

是农村基层党员干部临死前不忘自己做过的对不起

亲人、村人的往事而抓紧时间向他们道歉的故事，是

一出典型的心理剧，发挥了京剧唱、念、做、打、舞等综

合性优长。

向农为带头贯彻当年计划生育政策执意要弟妹

打掉肚里的孩子，此时他向弟弟道歉。向中借酒劲儿

骂他为保官泯灭人性、气死父亲、气聋母亲、绝他后

代，不依不饶。哥儿俩的痛饮摔杯、推碰移闪，动作开

合，一生一净，形成火热的对手戏和典型的戏曲桥段。

聋子母亲踉跄奔出，斥责向中不该这样对待患癌症晚

期的哥哥。激情演唱西皮导板转原板的老旦唱腔，历

数向农多年来为村民做了多少好事、难事而积劳成

疾。演唱深情、激越，让人想起《红灯记》中李奶奶探

监、心疼李玉和的演唱以及很多传统戏中老旦一唱就

炸窝的唱，进一步揭示了人物的隐秘，补叙了往事，推

动了剧情的发展；同时，这里还充分利用了京剧的行

当特色和传统唱腔的板式与调性，掀起感情的风暴。

戏写向农当下，却揭示了他坎坷的过去和造成他

艰难悲怆的历史缘由，彰显了一般戏曲鲜能触到的现

实主义高度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诉求。向农是党在

农村的基层干部，他懂得革命战争需要牺牲，社会主

义建设同样要付出代价。他是党的儿子，为犯过错误

的母亲受过，让农民群众看到党的确在一步步改变自

己和改造现实，他以自己的行为替党平复农民的积

怨，鼓励农民继续跟党走，自己也会“走”得更安稳些。

他的一生悲情，却是生命的绽放，始终向着关爱、向着

和谐、向着人民、向着党，绽露着忠诚。

戏一开始，就有一位台湾老者旧地重游寻找自己

灵魂的线索，增添了观众兴趣与猜测的悬念。向农的

杀母仇人又是弃婴向农的救命恩人，这位逃离大陆前

奉命枪决共产党人的国民党刽子手要寻找的灵魂居

然就是他自己，吐露这隐情的则是收受并抚养他长

大、被自己气死的养父和气聋的养母。他们掩饰真情，

是怕一旦走露风声会使养子受到出身的祸累，便将向

农视为己出养大。戏由写一代农民，进而写两代农民，

又延伸到写两个敌对营垒对一个生命的关切、护佑与

认同，写人性之善、之真、之美。而京剧的表现，则得益

于一段不同寻常的诗一般唱腔的给予，同样美得难以

形容。女共产党员临刑前给孩子唱的一首童谣以程派

声韵哼出，使人感到母爱馨香，暖意无比。以“蚂蚁搬

蜗牛”的寓意祈望孩子成长，勇于担当，悯而不悲，开

启了京剧以流派唱童谣的先河。之后，向农得知身世

秘密后的大段二黄转反二黄，唱出内心的激奋与纠

结。得知自己是烈士后代无比自豪，想到自己由农民

养大又心绪难平。此时的他又变得异常珍惜生命，多

想以德相报，奈何生命已到尽头。谱曲一反传统二黄

转反二黄的常用程式，宣叙咏叹一体，亢奋遗憾交织，

是复杂情绪的集约倾吐。

向农自知最亏欠、最应补偿的是同样患病却全力

支持他的妻子。妻子怨他隐瞒病情放弃治疗，最后，借

向农要她笑着与他照张相，才找到机会哭起来。向农

想最后一次背她回家却背不动了，妻子背起丈夫，引

出全剧最深情也最华彩的生旦对唱。两人一起哭，轮

流背，同声发誓“愿有来世还背你……”直到双双倒

地，乡亲们拥上，一齐帮着背。

大幕垂下。观众的心久久不能平静。这到底是喜，

还是悲？我突然想起巴尔扎克笔下隽永深邃、风靡世

界的《人间喜剧》。看《向农》，不仅夫妻笑着哭，众人哭

着舞，连越海归来的昔日的敌人也来找自己的灵魂，

抢着背向农，生命的喜剧倏然扩大。夫妻互背用了谁

也想不到的多用于铿锵行进的“高拨子”。此时用，新

颖别致，突破内涵。众人背，舞蹈气焰高涨，将传统武

戏用的昆牌子拿来，直奔大爱，掀起豹尾。煞尾童谣再

起，以绵绵的母爱和悠悠的情思重拂观众初心。这一

切都说明，京剧音乐没有不可能，只有想不到。终是唱

腔和演唱造的魔。

二人转在改革开放以来即新时期曲艺发展中的潮动频

率，应当说仅次于相声。这不仅由于二人转在这一时期的社

会影响较为巨大，更由于其间存在的创演与经营问题比较

杂多；不但成为社会舆论普遍关注的热点对象，而且成为业

界内外展开论争的焦点话题。如果要给二人转在新时期发

展中引发议论乃至纷争的主要话题贴上相应的主题性标

签，那就是事关节目内容的“好坏”议论和事关艺术形态的

“真假”之辩。具体的论争话语，一是关于“绿色二人转”的讨

论，二是关于“真假二人转”即“‘二人秀’逐灭二人转”的争

论，以及对于二人转本体形态及功能价值的不同体认。

“绿色二人转”的讨论 起因最早要追溯到20世纪80

年代末期及90年代初期，随着专业表演团体的体制机制改

革与民营职业班社的纷纷成立运营，面向市场的二人转演

出，由于管理的相对松散和经营的趋向商业，媚俗迎合的风

气逐渐上升，艺术价值的追求相对消减。许多舞台上演出的

二人转节目，普遍存在着夹杂低级粗俗内容乃至黄色下流

做派的表演。特别是一些节目的“说口”表演，脏话粉词等低

级笑料较多，插科打诨的色情做派不少。严重影响着二人转

的健康发展，也招致了社会舆论的广泛批评。为此，许多关

心二人转的人士忧心如焚，并思考着如何扭转和改变现状。

在此情势下，沈阳《时代商报》发出了一篇题为《清除“沙尘

暴”，倡导“绿色二人转”》的倡议书，呼吁同行和观众共同努

力，为二人转的健康发展齐心协力。应当说，这份倡议的内

容非常值得肯定，如果能够实现，对于二人转的发展善莫大

焉。然而，业界内部对于“绿色二人转”的提法有所疑义，认

为有从反面承认二人转天生“黄色”的原罪嫌疑；也有人因

之提出了“新生态二人转”的概念，试图为二人转的所谓现

代“转型”进行辩护，却同样受到了质疑。理由正如笔者在

《从二人转“走红”看曲艺当下命运》一文所提到的，这种提

法由于变相承认了部分观众不健康视听需求的现实合理

性，客观上扮演着默认不良二人转节目的退让妥协角色，很

容易成为“变味二人转”和“走样二人转”的“遮羞布”与“保

护伞”，受到质疑也就在所难免。遗憾的是，这种虽未形成观

念共识但动机还算良好的倡导，并未带来切实的效果。不仅

商业意味始终笼罩着二人转的现实创演，就连对于二人转

的净化观念，也有摇摆不定或退化下滑的迹象。如距“绿色

二人转”的提出已逾12年之久的2014年6月3日，在沈阳

举办的“首届东北二人转研讨会”上，有关二人转的“涉黄”

问题，再一次成为议论的重点话题之一。相声艺术家姜昆在

会上表示了他对二人转“涉黄”积重难返的担忧，并且谈到：

“之前有人做过一个调查，在网络搜索中搜索二人转，甚至

有5800多条都跟黄色有关。”吊诡的是，当初参与倡导“绿

色二人转”的赵本山却在此刻回应说：“二人转就是猪大肠，

如果洗干净了，也就不是二人转了！”其间的意涵耐人寻味。

推动二人转健康持续发展的任务，因而依然艰巨。

“灰色二人秀”的论争 二人转在新时期的创演，不仅存在着内容格调上

的低俗乃至黄色问题，也存在着表演形态上的走样乃至变异问题。特别是进入

21世纪以来，一些职业班社的商业性演出，不光节目的内容纯然娱乐，就连节

目的形态，也与传统正宗的典范二人转表演相去甚远。甚至存在着仅剩下“说

口”逗乐与杂耍搞怪而极少完整节目更鲜见唱曲“正文”的所谓“二人转”表演。

换句话说，就是其节目独立创造少，借题发挥多；自主展示少，现挂评论多；完

整唱曲少，零碎杂耍多。对此，清华大学教授肖鹰提出了直言批评，认为赵本山

的“刘老根大舞台”所演出的，不是其所倡导的“绿色二人转”，而是假冒伪劣的

“灰色二人秀”。并引用《南方日报》记者2009年5月在广州看过“刘老根大舞

台”商演后概括其所谓“绿色二人转”的“三大怪”即“掌声需要讨出来，演员没

事互相踩，低级俗套往外卖”以为佐证。进而发出更为强烈的告诫：要“警惕‘二

人秀’逐灭‘二人转’”。同时，还有人以赵本山作为国家文化主管部门认定的二

人转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为由，指摘其有义务有责任典范地传

承二人转艺术，没有权利去任性随意地改造二人转艺术。也有一些人为赵本山

及其“刘老根大舞台”的创演实践进行辩护，认为赵本山“只是个演员”，“赵本

山为曲艺的继承发展和创新蹚出了一条可行之路：既不是保守主义，也不是虚

无主义，而是适应大众的需求，紧跟时代的脚步，脚踏实地向前迈进”。并引用

词典里对“传承”的解释是“更替继承”的表述，认为赵本山对二人转的革新没

有错。然而，却未理解“传承”所涵括的“更替继承”之意，是指“一代一代地转授

和承接”，即“更替”不是简单的“更换”；更有人面对相关的批评，主张“给二人

转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此番论争，同样以缺少实质性的交集与反思而没有

真正的结果，好比二人转的创演依然如故而我行我素。

同时，通过上述基于“二人转”发展走向的两场论争，不难看出，无论是关乎

“好坏”的议论，还是关乎“真假”的争辩，最终都涉及或者说聚焦到一个较为核

心的理论与观念问题，那就是对二人转本体形态及其功能价值的不同体认。其

中，姜昆与肖鹰等的观点，代表了主流文化对于二人转作为传统艺术样式的正

统认知与发展期望；而相对的观点，明显具有娱乐商业文化的实用主义色彩和

消费主义倾向，以及言不及义的“跑江湖”与和稀泥痕迹。这种观点上的分野与

对立，甚至溢出并延展到了曲艺界和美学界之外。比如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

芬曾就赵本山徒弟小沈阳的舞台表演发表感言，称“不喜欢”，理由是其节目缺

少文化成色，“不注重思想内涵”。而小沈阳的反呛则更值得玩味：“能给大家带

去快乐的，就是文化！二人转是文化，就是那个快乐文化”。这种振振有词只讲快

乐不计手段的观念宣示，与其师傅赵本山所发出的“主题就是快乐，快乐就是主

题”的言论一脉相承；也与相声某些创演只重“笑料”而不讲“笑果”的做法如出

一辙。难怪这两个曲种在新时期中后期的创作与表演，大都是在低俗粗鄙的泥

潭中持续打转，难以走出徘徊不前的低迷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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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创作的新诉求
□齐致翔

《话剧行动与话语实践——二十世

纪三十年代中国话剧史片论》是刘子凌

博士近5年来研究的总体成果。作者对上

世纪30年代左翼戏剧运动问题的探讨，

从组织结构的建立与发展，到不同戏剧

理论的渗透影响，以及对参与者的个体

考察，此前已散见于其近年来发表的学

术论文中。今番成书，虽以“片论”为副标

题，仍能令人觉察出其各部论述之间的

逻辑勾连和作者一以贯之的历史关怀。

中国现代话剧是舶来品，其剧本与

演出的内容或形式，都与传统戏剧截然

不同，这一新生的文艺类型在当时古典

戏曲影响深远的中国，在观众的接受上，

有着与生俱来的水土不服症。可作为事

例的，是著名的“只有一个观众的演出”

的故事。1928年田汉在上海艺术大学举

办“鱼龙会”演出，其间某一天，上演《父

归》时，除了本校的学生同仁，只有一个

观众到场看戏。那位观众是一厨师，因机

缘获得一张戏票，于是前来。尽管真正的

观众只此一人，演员们仍无懈怠，全力表

演，尤其是陈凝秋饰演的“父亲”，在处理

结尾处的长段台词时情感爆发，声泪俱

下，惹得那位厨师也不禁随之痛哭。这个

故事在不同回忆者的记述中，有着迥异

的面貌，但在“鱼龙会”上演出《父归》时

只有一位“真正的观众”，却是共识。

之所以说“真正的观众”，在于左翼

剧人的理想受众是民众，是无产阶级。这

一观念化为口号，即“普罗列塔利亚戏

剧”，由上海艺术剧社提出。而这个口号

在落实的时候，却在初期遇到了许多问

题。如书中在谈到上海艺术剧社的第一

次公演时所言：“明明是要掀起‘普罗列

塔利亚’戏剧运动，却以知识分子和小资

产阶级为基本观众……居观众多数的

‘革命知识分子’，却对人道主义表达出

‘误读’性的同情。”作者较为透彻地看到

了位居这一问题核心的悖论：“一方面，

艺术剧社认为自然生长的无产阶级意识

失之粗劣，另一方面却又高度揄扬无产

阶级人物形象……艺术剧社强调小资产

阶级知识分子担负着‘意识斗争’的先锋

使命，另一方面又对他们的人道主义倾

向身怀戒惧……”

值得深思的是作者接下来写了这样

一段文字：“不得不承认，工人和知识分

子的实体存在，都过分坚硬了。艺术剧社

第一次公演中节目单和观众群的错位，

正是一种宏大的想象与坚硬的现实相碰

撞的象征性呈现。”这一句话所隐含的，

其实是作为艺术形式的戏剧的一种特

质，即其审美经验由创作者和观众共同

获取。观众在看剧时，如何接受戏剧，可

以说是左翼戏剧运动进程中最重要的问

题之一。左翼剧人强烈地希冀他们的戏

剧能够尽可能地摹仿现实，感染观众，从

而对现实生活产生影响。在写到艺术剧

社的第二次公演时，作者记述了值得玩

味的故事：《西线无战事》一剧中逼真的

声光效果，使得一位女记者的闪光灯被

观众误认为是真正的炸弹爆炸，从而引

发了一场骚乱。类似的轶闻和传说，着实

不少。无论中西古今，这些真伪难辨的传

闻，都发生在戏剧的虚构与真实间的模

糊地带。

左翼剧人期望通过对现实的摹仿来

最终影响现实，于是他们必须解决的，是

观众的“反应”。他们需要观众像柯勒律

治所说的那样，“心中暂时停止不信”，心

甘情愿地进入舞台和演员所展示的幻境

之中。要达成这一目的，技术上的手段尚

在其次，理论武器尤为重要。这也是作者

在《从梅耶荷德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

章中重点处理的问题。作者充分考虑到

戏剧的特殊性，并未将讨论范畴拘于文

本与理论的二元化中，而是对当时左翼

剧人整体的戏剧生产，从理论引进到剧

本创作，再到实践演出，进行宏观上的考

量，这样一种眼界与方法具有典型意义。

如何对史料进行筛选和辨伪，是每

个文学研究者必须面对的事。遇到不同

史料彼此冲突时，便要如侦探进行推理

断案一般，严加考证。例如关于上海艺术

剧社成立的确切时间，上世纪90年代

初，学者方育德在其《有关艺术剧社史实

的几点辨证》一文中，总结了七种各有依

凭的说法，并根据1929年6月10日《申

报·本埠增刊》上的报道，认定艺术剧社

成立于当年的6月5日。这一说法基本

得到了当时学界的认可。而该书作者则

敏锐地发现了其中的离奇之处：“所有当

事人的回忆，均指证艺术剧社成立于

1929年秋（或冬）。竟无一人提到6月成

立剧社之事，那么两个时间点之间的空

隙，确实难以弥合。”在考察了剧社骨干

在当时的行踪之后，这一日期显得更加

可疑。而顺循郑伯奇的回忆，作者认为：

“不妨而言，1929年6月5日开过‘成立

大会’的剧团，更像是为艺术剧社所进行

的一次人员筹备。艺术剧社的正式运转，

是又一波日本留学生回国潮所产生的

成果。”这种叙述，较之先前学界将上海

艺术剧社的活动笼统分为前两期的论

断，更加明晰而有说服力。可见，作者在

文学史研究之中，不仅广泛地搜集史料，

还保有独立而鲜活的个人思考力。

现代话剧，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

具有某种特殊性。一方面，其以剧团或

剧社为基本组织，以剧作者和演员集体

创作为生产方式，更易凝汇同仁；另一

方面，其面对群体观众的传播形态，更

具有感染和煽动的力量。因此，对左翼

戏剧运动的详尽考察具有极其重要的

学术意义。该书以对30年代左翼剧运

的深入研究为立足点，兼论涌现于 30

年代的优秀戏剧家和剧作品，逻辑严

谨，史料翔实，是现代戏剧研究领域内

不可多得的佳作。

京剧《向农》：

在戏剧与历史之间
——评刘子凌《话剧行动与话语实践》 □李汇川

书林漫步

西西 湖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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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锐 胡迁小说二题
记有意义的一天 … 周洁茹
多遗憾，就这样了 … 重 木
最后一班校车 …… 杨剑龙
叙灵的诗 ………… 叙 灵
吴红霞的诗 ……… 吴红霞
小城人物志 ……… 东 君
我们这个时代的誓言与殉情

——读杨庆祥《我选择
哭泣和爱你》… 戴潍娜

是她在梦！是他在梦！
——戴潍娜的诗与梦
……………… 杨庆祥

我们就是海市蜃楼——一个
人的诗歌史·实验诗社与
《实验诗刊》 … 默 默

自传与公传：一九八二（四）
……………… 董学仁

与萨拉·简·斯凯夫的对谈
…… 采访：邓菡彬、曾不容
翻译整理：蒋茵芃、邓菡彬

广 告

好 看
去罗马……………………………… 贝西西
探寻心灵深处的“罗马城”（简评）… 南志刚
小 说
头条 神仙脚（中篇）……………… 陈美者
中篇 父亲的土地………………… 赵宏兴
短篇 钟开始敲响………………… 光 盘

合体的罗巴………………… 方 晓
空洞………………………… 马 可

诗 歌
首推 礼物（组诗）………………… 于贵锋
精选 亮马河的石头（组诗）……… 唐小米

天空下（组诗）……………… 郭建强
隐身术（组诗）……………… 陈 朴
蝙蝠说（组诗）……………… 麦 豆
译诗：谢尔诗选 ………… 董继平译

散 文
在场 偶数与奇数（27章） ……… 安 纲

定法姆嬷（外二题）………… 叶龙虎
遇见（外二题）……………… 喻慧敏
少年行……………………… 李 皓
察隅风情…………………… 郑相豪

甬城笔记专栏
诗经里的堇菜（下篇）……… 柯 平

评 论
名家刊评 隐藏的终究会显现

…………………… 李昌鹏
甬上作家 中国故事中国梦：《我们》的文学

表达特色………… 谢志强
宁波市文学期刊联盟优秀作品选
缘分………………………………… 汪燕红
走向轻熟龄………………………… 俞 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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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书系》
图书出版征稿
由南京远东书局组编的《中国作家

书系》《当代艺术家图集》等系列图书，以
正版品牌的法律保证，由国内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以精心编
辑策划的高贵品质，赢得海内外作者的长期信赖。现继续组稿：

一、凡文学、社科、年鉴、方志、家谱及书画摄影等图书均
可出版。国内正版书号，独立CIP数据号，图书出版后可在国
家新闻出版总局相关网站验证。常年法律顾问：戚若愚

二、作者将定稿作品按照清、定、齐要求电邮或寄达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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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辑部将对出版的作品，安排在国内有关报刊发布书
讯。作者也可委托本书局代办发行。

四、本着发展项目、扶持作者的精神，多年来，南京远东书
局代为出版的图书一直收费低廉，图书质量有口皆碑。图书
出版后，可推荐参加各类图书奖。

本信息长期有效。有意出版作品者请联系：
210022，南京市秦淮区白下科技园永智路6号A座308

室，南京远东书局编辑部
电子信箱：yd368@126.com QQ：85648588
出版热线：025-51939999 / 52103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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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中国诗歌

倡导诗意健康人生、为诗的纯粹而努力！由人民文学出版
社出版，各地新华书店有售。订刊请加微信：13971259580或
汇款到编辑部邮购，订价10.00元。电话：027—61882316。投
稿信箱：zallsg@163.com。地址：武汉市盘龙城经济开发区第
一企业社区卓尔党办一楼《中国诗歌》编辑部。邮编：430312。

头条诗人 变异的故乡（组诗）…………………… 辰 水
原创阵地 流 泉 钟 硕 纳 兰 髯 子 黄小培

于小蛮 马 行 曹立光 江 浩 一 江
吕小春秋 笑 童 水边青艾 夜 泊

实力诗人 李元胜 弓 车 姜 桦 王 琪 张德明
刘素珍 吴素贞 唐益红 风 言 龚学明
残雪消融

女性诗人 白兰花（组诗）………………………… 王 妃
散文诗章 爱的旅程（十三章）…………………… 爱斐儿
诗人档案 梁晓明代表作选
外国诗歌
帕斯捷尔纳克诗选 …………………… 刘伦振 曾正平译
新诗经典 陈辉诗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