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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中国曲艺牡丹奖颁奖仪式 10月 15 日在苏州举
行。本届牡丹奖4大项共20个奖项中，江苏喜占三席：原创中
篇苏州弹词《军嫂》获节目奖，中篇苏州评弹《钱学森》获文学
奖，苏州评弹表演艺术家张建珍获表演奖。特别值得一提的
是，苏州评弹表演艺术家邢晏春获“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曲艺艺
术家”荣誉称号。

苏州弹词《军嫂》
寻找生活和艺术真实的契合点

一份“血缘”报告，打破了本来幸福和睦家庭的宁静，引出
了一个重大秘密隐私，也让一位可亲可敬的“军嫂”清晰地展
现在人们眼前⋯⋯中篇苏州弹词《军嫂》，以真实故事为原型，
讲述了“亲子鉴定”在一个军人家庭里引发的轩然大波。一代
军嫂对家庭责任的自觉担当、无私大爱和拥军报国的博大胸
怀，让该作一举收获本届牡丹奖节目奖。

“想推陈出新，既要注重生活的真实，更要着力艺术的
升华。”苏州市评弹团副团长林建方告诉记者，在长达两年
的编创、排练过程中，他们孜孜不倦探索的就是生活真实和
艺术真实的契合点。《军嫂》由国家一级编剧陆伦章原创成
篇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苏州评弹传承人邢晏春对其
进行多次改编。与此同时，主创团队不断论证剧本结构、巧
妙设置情节，让这一充满戏剧效果的故事贴合弹词的艺术
规律。

为加深对角色的理解，创作团队曾多次赴部队座谈、演
出，体验生活，通过仔细揣摩军人的气质、语言、肢体，甚至一
个军礼、一个眼神，不断在细节上丰满人物形象。该中篇苏州
弹词聚集了苏州市评弹团吴静、吴伟东、查兰兰、许芸芸、沈
彬、殷麒麟、蔡玉良等一批名家新秀。其中，吴伟东一人分饰
年轻的军士长应志强和他的父亲应福大，对于唱腔设计，他动
足脑筋，既有流派唱腔的本色韵味，又符合现代军人的人物和
情感。吴静在《军嫂》中主要承担婆婆、服务员和丈夫应志强
的角色，她告诉记者，“向军人靠近”是演艺生涯中很大的挑
战：“三回书中，多位演员承担了丈夫应志强这一角色，这就要
求在弹词‘跳进跳出’的艺术特征之外保持表演风格统一。所
以在排练时，我们经常互相听曲，付出了很多心血。”

苏州评弹《钱学森》
吴侬软语演绎红色题材

中篇苏州评弹《钱学森》，由江苏省演艺集团评弹团创演，
是一部体现时代气息、展示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和
忧患意识的创新之作。

钱学森“初心为国、科学报国”的爱国精神人人知晓，而中
篇苏州评弹《钱学森》则用吴侬软语将他的这一段故事娓娓道
来。该剧编剧之一徐惠新告诉记者，虽然钱学森的一生有许
多故事可以讲述，但是编剧团队抓住了他的一段精彩片段来
重点呈现。这部剧由三回构成，前两回细致地描写了钱学森
回国的艰难险阻，第三回则讲述钱学森归国后的故事。当中
苏两国关系发生变故后，钱学森拍案而起，毅然率领众科学家
克服重重困难，将中国第一枚导弹射向苍穹。

在《钱学森》的主演蒋春雷看来，“钱学森其实是一个符
号，是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和科学家的缩影。大家在排演的
时候，经常被剧中人物精神所感染。”

该剧出品人，江苏省演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郑泽云表
示，中篇苏州评弹《钱学森》是江苏省演艺集团评弹团继中篇
苏州评弹《大浪淘沙》之后重点推出的又一部主旋律作品。“作
为省级国有文艺院团，有责任担当现实题材和红色题材的创
作使命。通过这类题材的创作，也在摸索一条新路，即如何在
弘扬传统的基础上创新，让传统曲艺更好地发挥新的时代影
响力。”

张建珍获表演奖
为“中国最美声音”增色添暖

苏州评弹表演艺术家张建珍，此次捧得中国曲艺牡丹奖
表演奖。张建珍师承徐慧珠、王柏荫、江文兰三位著名评弹表
演艺术家，与丈夫马志伟同为苏州吴中区评弹团弹词演员。
在本届“牡丹奖”舞台上，这对艺术伉俪珠联璧合，以精湛的技
艺尽展苏州评弹的独特魅力。

十来岁时，张建珍因为音色圆润亮丽，被建议报考苏州评
弹学校，从此与评弹结下不解之缘。张建珍告诉记者，走上评
弹之路原本只是阴差阳错，但在校学习两年半后，她第一次在
录像资料中听到长篇苏州评弹《玉蜻蜓》，一下子就被“迷”住
了：委婉清丽、引人入胜的表演风格，让初入艺术殿堂的张建
珍深深体悟到曲艺震撼人心的感染力。本届牡丹奖评选，张
建珍选送的也是《玉蜻蜓》中自己最热爱、最拿手的一折《庵堂
认母》。

“柔美婉转、气定神闲、珠圆玉润、莺声呖呖”，从事评弹表
演 20 多年，张建珍的表演水平日臻圆熟。善唱“俞调”的她，
在继承传统唱法的同时，将高亢与低沉、委婉与平直、刚劲与
柔和巧妙结合得恰到好处，可谓说、唱、弹、演俱佳。

从成为一名弹词演员至今，20 多年如一日，张建珍始终
坚持第一线演出，深入农村社区，每年完成长篇演出达 300
场左右，足迹遍及江浙沪各地的书场码头。在张建珍看来，
身为评弹人，应坚持说好每一部书，塑造好每一个角色，将
中国最美声音——评弹告诉每一个人。

邢晏春获终身成就奖
为苏州评弹奉献一生一世

“我从事评弹这个行业之后，就从没一天打算离开过！”获
得“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曲艺艺术家”的喜讯传来，苏州评弹表
演艺术家邢晏春收获了一份沉甸甸的荣誉。数十年来，他孜
孜不倦耕耘在演出、教学、创作一线，在人才培养、艺术创作、
理论研究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苏州评弹（苏州评话、苏州弹词）”代表性传承人。

邢晏春出生于 1944 年。他家学深厚，父亲是人称“开篇
大王”的苏州评弹名家邢瑞庭，姐姐邢雯芝、妹妹邢晏芝也都
是苏州评弹名家。邢晏春具有扎实的长篇传统书目表演功
底，注重人物塑造，说噱弹唱演俱佳，尤精严调、薛调等调。他
的表演角色形象生动，独树一帜，尤以语言洗练、富有文学气
息著称。

1985年，邢晏春进入苏州评弹学校执教。除演出与教学
之外，邢晏春的文学编撰才能也进一步发挥。此外，他还悉心
从事苏州评弹音韵、语言研究，用整整 15 年时间撰写了一部

《邢晏春苏州话语音词典》。
在邢晏春看来，奖项不是目的，艺术才是他的初心。“我这

一生很满足!”邢晏春激动地说，“我从事这个行业以后，就没
有打算离开过，我要为苏州评弹事业奉献一生一世。”

本报记者 顾星欣 吴雨阳

江苏曲艺
喜摘“金秋牡丹”
中国曲艺牡丹奖颁奖仪式今晚在苏州举行

小康之路，这是一个典型样本

苏州吴江的开弦弓村，位于太湖南岸，
“处处倚蚕箔，家家下鱼筌”是这一带昔日
的劳作和生活景象。而它的另一个名字

“江村”，更是大名鼎鼎。著名社会学家费
孝通先生《江村经济》中所写的江村，便是
这座美丽的村庄，它也因此名闻天下，被中
外学界视为研究中国农村的窗口。

这一次，《世纪江村》从另一个角度，
近距离描写了发生在这座江南古村落的
故事——小康之路。“在中国小康社会建设
的伟大进程中，有一块热土成为先行区、试
验区和样板区，那就是江南。”章剑华说，开
弦弓村这座有 5000 年历史的古村落，是江
南经济文化的缩影，也是探索发展小康之
路的一个典型样本。

“报告文学最主要的功能是能够反映
时代，反映火热的现实生活。作为一名报
告文学作者，要关注体现大时代里的大事
件。”身兼江苏省报告文学学会会长的章剑
华，曾创作“故宫三部曲”“大桥三部曲”等
著名作品。他表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无
论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还是在世界发展
史上、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都具有极为重要
的意义。而这一次，打算以“小康”进行主
题创作后，他首先就决定，要去农村找典
型、挖题材。

“我自己青年时代读过《江村经济》这
本书，知道了江村，并留下深刻印象。所
以，当我决定要创作小康题材的纪实文学
时，首先想到的是江村。”章剑华在谈起这
部作品的创作过程时透露，“说实话，我同
时也想到了华西村与长江村。这两个村很
著名，我也曾多次去过，而江村从未去过，
于是我决定先访问江村。”

然而意外的是，初访江村，章剑华就立
即认定，这次的“小康三部曲”只写它。为
什么呢？首先，他被这里的村容村貌吸引
住了，这里还保留着秀丽的水乡田园风貌，
江南风光引人入胜。另外，江村的历史文
化也在强烈吸引着他，这里曾经是吴头越
尾的吴越战村，也是丝绸之路的丝绸之乡。

最重要的是，他被江村的人物吸引住
了，这里不仅有勤劳的人民，还有著名的历
史人物，像费孝通与姐姐费达生，以及郑辟
疆、陈杏荪等人，都在这里留下了许许多多
的生动故事。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为开
弦弓村办起了全国第一个村办丝厂；费孝
通来开弦弓村休养，进行社会调查，发表了
著名的《江村经济》。

于是，章剑华经过提炼，最终采用纪实
文学的笔法，以费达生、费孝通姐弟在开弦
弓村进行的技术革新、小康实践、社会观察
为主线，全景式地展现了开弦弓村几代人
为实现小康理想经历的艰难曲折和进行的
顽强拼搏。

江村故事，贯穿社会百年沧桑

如果说中国的小康社会进程是一部
雄伟的史诗，那么开弦弓这个村庄的小
康之路只是一个微型的篇章。而这一精
彩的篇章，竟开始于一个令人心碎的悲
剧——《世纪江村》这书的开篇，就带领读
者回到了百年前的一个早春。当时的开
弦弓村，家家户户都采用土法养蚕，一位
穷人家的女儿因不小心压坏了蚕种，竟然
绝望到投河自杀。

当时，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开弦弓村
生产的蚕丝销售疲软、价格下跌。小学校

长陈杏荪为改变村民贫困状态，开始寻求
办法。于是，江苏女子蚕校校长郑辟疆组
织教师学生到农村推广新技术新品种。作
为该校的一名学生，费达生来到开弦弓村
推广养蚕科学技术。此后，她还在这里推
动筹建了中国乡村第一家合作丝厂，掀起
了“蚕丝革命”的新风。中国农村世世代代
的土法养蚕、缫丝模式，开始向现代化迈
进。

该书虽然写的是一座村庄的故事，但
始终贯穿着以小见大的笔法，把它放到国
内外大背景中来写：从辛亥革命到世界金
融危机、世界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再到抗
日战争；从新中国成立到土地革命、人民公
社化、三年困难时期，再到文革时期；从改
革开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贯穿
了中国社会百年沧桑。

因此我们也能从一幕幕故事中读到，
这座小村庄的命运是如何紧紧与时代结合
在一起的。抗日战争期间，开弦弓缫丝厂
被抢劫损毁。新中国成立后，进行土地改
革，重建丝厂。改革开放后，开弦弓村又办
村级丝绸厂，后因体制与市场问题衰落，实
施转制。进入新时代，建设新农村，这里实
施土地流转，开办百亩养殖场、百亩香青菜
基地、江村集市，发展乡村旅游、特色民宿、
学研基地，整顿村容村貌，人均年收入 5 万
左右，家家有楼房别墅，户户有小车⋯⋯从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至今的社会变迁中，村
民们冲破传统经济思维的束缚，几度风雨，
几经曲折，终于勇敢地探索出了一条农村
的小康之路。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
国就没有新农村，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新中
国才能实现中国人民的千年梦想——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这就是我想表达的主题。”
章剑华说。

五访江村，还原生动历史场景

80 多年前，费孝通先生用科学的方法
研究江村；80多年后，章剑华用文学的形式
记录江村。“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是纪实
文学的创作手法，有人物、有故事、有情节，
是纪实文学的艺术要求。全书在展示真实
历史事件的基础上，通过文学性的构思，加
强了人物的命运感与矛盾冲突，让全书读
来兴趣盎然，使读者不知不觉间，就随着作
者进入了历史的真实场景之中。

章剑华透露，他的写作过程也是“三部
曲”：收集资料、调研采访、写作修改。去年
完成“大桥三部曲”之后，章剑华就开始酝
酿写这本书。作为“行动派”，他很快投入
了采访之中。去年底，奔赴苏州吴江区收
集资料、召开座谈会，接着就到开弦弓村进
行采访。为了撰写这本书，他先后“五访江
村”，掌握了大量素材与资料。

完成这本书的最大挑战是什么？章
剑华坦言，是采访。写作期间，恰逢发生
新冠疫情，采访不便，他只能一边闭门在
家埋头创作，一边通过微信电话等采访，
用了 100 多天时间完成了初稿，后来等疫
情好转之后，立即又继续实地补充采访。
这篇大部头作品，虽然体量宏大长达三十
万字，但他一气呵成，每天早晨 5 点钟起
床，每天写 3000 字左右，连续作战，从不
间断。

“写一部作品，题材非常重要，就像盖
房子，你必须要有好的建筑材料。我选择
的三部曲素材，基本上有一个原则：既是江
苏的、也是全国的。”章剑华说，他的“故宫
三部曲”不仅写南京朝天宫的南迁文物，更
是国宝的全国迁徙故事；而“大桥三部曲”
则以江苏大桥建设为代表，写了全国大桥
建设轰轰烈烈的群像。“我创作长篇纪实文
学作品，喜欢写既有现实意义又有历史纵
深感、既宏大开阔又以小见大、既有重要人
物又有生动故事、既与江苏有关又不局限
于江苏的题材。”他说。

《世纪江村》中徐徐展开的，既是一部
小康奋斗史，同时也是一部思想史。书中
既描写了开弦弓村小康奋斗的百年实践，
同时也蕴含了“小康”思想的发展脉络，从
古代劳动人民“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小
康理想，到如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终于
梦圆。

在新的起点上，小康思想在升华，小康
实践在深化。伴随着《世纪江村》的掩卷，
一幅更加美好的小康社会图景正在这片美
丽的土地上展开、延伸⋯⋯

本报记者 顾星欣

江村故事江村故事

，，连接着过去与未来连接着过去与未来
——

章剑华谈长篇

纪实文学

《世纪江

村

—
—

小康之路三部曲

》

2020年，对于中国而言，

将以里程碑的意义载入史册。

10月11日，长篇纪实文学《世

纪江村——小康之路三部曲》

在苏州吴江首发。该书是江苏

省文联主席章剑华继《大江之

上——长江大桥建设三部曲》之

后，最新创作的又一部长篇纪实

文学力作。这一部“三部曲”，又

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创作经历？

一个小村庄又是如何承载展现

小康之路的变迁的？近日，本报

记者专访了该书作者章剑华。

开弦弓村生丝产销合作社复摇室

开弦弓村小清河

江村新景江村新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