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微微摇曳的红色烛光下，一对璧人
喜结连理、执手夜话……10月11日，在昆
山梁辰鱼昆曲剧场，由昆山当代昆剧院原
创、青年演员担纲主演的《描朱记》精彩首
演。这既是为“昆昆”成立五周年“庆生”
献上的一份厚礼，也是“昆昆”五年间努力
推动昆曲传承发展的一份优异答卷。

“昆昆”，是昆曲戏迷对全国最年轻专业
昆剧院团——昆山当代昆剧院的爱称。
2015年10月12日，为了让昆曲艺术在昆曲
故乡得到更好的传承弘扬，昆山市委市政府
决定成立昆山当代昆剧院。

600年前，昆山孕育了昆曲这个世界
文化遗产，600年后，昆山积极作为，让昆
曲艺术薪火相传，再现活力。“作为‘百戏
之祖’昆曲的发源地，昆山有理由、有责任
全力把昆曲艺术继承好、发展好、弘扬好，
使昆曲深深扎根在昆山这片土地，并不断
繁荣发展，为昆山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标杆城市增添文化魅力。”昆山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许玉连说。

一座城市的文化根基、高度对这座城
市发展、形象有着很大影响，而文艺院团对
于一座城市的文化发展、文化精粹保留来
说有着重要作用。五载春秋，年轻的“昆
昆”怀揣一颗赤子之心，步履铿锵地在昆曲
艺术发展道路上行稳致远，成为昆山一座
极具分量的文化地标。

围绕“出人出戏出精品”总目标，五年
来，“昆昆”以“立足源乡、活跃江浙、走向
全国、拓展海外”为目标，以“保护、传承、
弘扬”为己任，着力培养高层次青年人才，

建立完善人才梯队，并以此为基础，先后
打造多部精品大戏，让昆曲在新时代焕发
出青春的魅力。

以此次首演的原创昆剧《描朱记》为
例，这是继原创昆剧《顾炎武》、改编经典
《梧桐雨》之后，“昆昆”推出的第三部创作
大戏，也是由青年团队发起、创作的首个
原创作品。《描朱记》被列入昆山市政府重
点工作报告，鼓励青年勇敢追梦，立足传
统精髓，植入当代审美，把古老昆曲带到
更多青年观众的视野中。

正如本剧导演周志刚所说：“新创昆
剧很难，但年轻人有胆量，昆山更是对他
们的创作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支持。”为
使剧目在追求当代审美趣味的同时兼具
传统美学，团队特邀具有60年昆剧学艺、
演出、教学传承经验的昆剧艺术家周志刚

“捏戏”，坚持以传统的、经典的艺术水平
和要求研磨唱腔，以昆剧的本体艺术来塑
造人物。

昆山当代昆剧院党支部书记瞿琪霞
坦言，作为全国第八个、也是最年轻的昆
剧院团，“昆昆”在人才、作品方面缺乏历
史积淀，所以必须依托昆山的昆曲文化资
源优势，构建多层次的人才培养机制，让
昆曲在故乡“后继有人”。

铺就学习通道是人才培养的基础所
在。“昆昆”建立折子戏传承制度，每年邀请
众多昆曲名家到现场传授青年演员经典文
武折子戏，力求通过“传帮带”的方式，帮助
青年演员迅速成长，也以此确保昆曲的经
典剧目得以保留传承。

“传统的折子戏是基础，只有打下扎
实的基本功，才能‘担’得住一部大戏，才
有可能有所创新。”“昆昆”青年演员、国家
二级演员由腾腾说，昆曲学习不是速成
的，必须老师“手把手”地教授，“能跟着名
家大师学习经典优秀作品，对年轻演员来
说是一个提升自我、打好基本功的好机
会，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推动经典优秀昆
曲作品的传承和弘扬。”

10月12日下午，《九莲灯·火判》《蝴蝶
梦·说亲》《扈家庄》《双珠记·投渊》等经典
昆曲折子戏轮番亮相，唱念做打，允文允
武，抓人眼球。这是“昆昆”五周年的生日
礼物，更是“昆昆”对经典昆曲折子戏大力
传承、人才培养的一次成果展示和汇报。

望着台上朝气蓬勃的年轻昆曲人，从
扬州赶来的“戏迷”徐开霞已是热泪盈
眶。她激动地说：“昆曲是中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好东西，必
须好好地保护传承。真的很高兴看到这
么多年轻演员学习昆曲、从事昆曲表演工
作，有了他们，相信昆曲的未来一定会更
加辉煌。”

据介绍，五年间，“昆昆”已培养出20
多位优秀青年演员。同时，与上海戏剧学
院附属戏曲学校合作，成立昆曲“委培
班”，按“全国招生、定向培养、定向就业”
的原则为昆曲事业培养“后备军”。目前，

“委培班”已有学员39名，毕业后他们将直
接进入“昆昆”进行再学习和历练。此外，
还与昆山小昆班结对，助力小昆班学员培
养、专业深造，为昆曲事业培养“后备军”。

昆山当代昆剧院依托昆山出台的高
层次人才引进政策，定下一揽子人才划分
标准及奖励，加大人才引进力度。“相较于
住房补贴、人才奖励等优厚的待遇，人才
更加看重发展‘机遇’，即是否可以获得足
够锻炼的机会和演出平台。”瞿琪霞介绍
说，昆剧院建立相关考核制度，组织每位
青年演员上台表演，由专家进行评分、划
分等级，并将个人薪酬与等级相挂钩。这
样一来，不仅形成了良好的“倒逼机制”，
更好地激励演员刻苦练功，提升表演能力
和水平，也真正实现了“竞聘上岗”，为好
演员提供了更多发展空间。

在加强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昆昆”也
在作品创作上“狠下苦工”，努力传承经典
昆曲作品，并创新打造与时代主题相契合
的当代昆曲作品——改编经典《梧桐雨》，
以昆曲激活沉寂700年的元杂剧珍存；原
创昆剧《顾炎武》，将昆山两张文化“金名
片”完美融合，在弘扬昆曲中对先贤予以了
致敬；加快创作排演抗疫题材昆曲现代戏
《峥嵘》、传统经典《浣纱记》，不断丰富昆曲
剧目储备，以精品力作许昆曲以未来。

“昆山当代昆剧院成立时间虽短，但
是好戏连台、精品不断、捷报频传，令人敬
佩。”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总裁、上海昆剧团
团长谷好好予以高度评价。始终关心着

“昆昆”发展的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蔡正
仁提出殷切期盼：“昆山当代昆剧院是全
国昆剧院团中最年轻的院团，也是最有希
望、最有活力的院团。希望你们继续刻苦
努力，取得更好的成绩！” 宗志鹏

原创昆剧《描朱记》首演庆生“昆昆”五周年

坚守与创新，昆曲故乡“后浪”奔涌

10月12日，作为戏曲百戏（昆山）盛典港
澳台文化交流月系列活动，“戏里戏外”两岸
三地书画名家邀请展在昆山当代昆剧院精
彩亮相，共展出作品26幅，其中来自港澳台
书画作品有19幅，来自北京及苏州书画作品
7幅。

本次展览通过把握昆曲与艺术融合的
新趋势，不断提升观众参与和体验，并以此
扩展昆曲的艺术领域，以“大昆曲”的视野推
动公共艺术发展，同时突出港澳台共生中国
文化视角，讲述昆曲中国故事。

宗志鹏摄

“戏里戏外”两岸三地
书画名家邀请展启幕

张国立、张凯丽、靳东、佟丽娅等20位
明星倾情“代言”；抖音“南腔北调‘抖’是
戏”挑战赛获得1.4亿次播放量；新浪微博
话题“百戏昆山盛典”阅读量超6亿……10
月11日晚，在万众期待中，今年升格为由文
化和旅游部、江苏省政府主办的戏曲百戏
（昆山）盛大开幕。

“今年这场盛会，是一场冲刺跑，带着
前两年积攒下来的‘后劲儿’，带着人们抱
有的更高理解和更大期待。”山东省戏剧
家协会名誉主席陈鹏已连续参加了三届
百戏盛典，每次来都有不同的感受。他
说：“百戏盛典的举办标志着一座历史丰
碑的建成，尤其是今年的活动吸引更多的
关注，这就说明戏曲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大
众审美上有不可取代的作用。”

股肱之力，348个剧种终“团圆”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
五”规划收官之年，举办戏曲百戏（昆山）
盛典，正是为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
康营造良好的艺术氛围。根据计划，到
11月21日，涉及25个省份和港澳台地区
的116个剧种、129个剧目（折子戏）代表
性经典作品，将在42天里在昆山城乡集
中展演。这也标志着我国现存的全部
348个剧种与木偶剧、皮影戏2种戏剧形
态，在“百戏之祖”昆曲的故乡昆山首次
实现“大团圆”，百戏盛典也将迎来圆满
收官。

毋庸置疑，百戏盛典是江苏艺术界乃
至全国艺术界重要的文化盛事，更是全国
戏曲传承保护发展的一个鲜明文化标
识。百戏盛典以“戏曲的盛会，百姓的节
日”为宗旨，以“汇中国百戏，展戏曲新颜”
为主题，2018年至2020年连续举办三届，
成为全国戏曲剧种展示风采、相互交流、
共同成长的重要平台。

回顾前两届百戏盛典，来自30个省
（区、市）232个剧种、274个剧目“上演”
134场演出，共计8万人次现场观看，让全
国戏迷共享戏曲“百花园”的芬芳，掀起阵
阵全民赏戏、探讨戏曲传承、关注戏曲发
展的浪潮。

南京第五十中学老师韩继华，堪称戏
迷界的“标兵”，连追百戏盛典已经三年。

“今年展演了好多我没看过的戏，像滇剧
《京娘》，还有山东的《赵连岱借闺女》《张
飞闯辕门》等好几部大戏我都特别感兴
趣，相当于是专程奔着它们来的。但还是
有一点小遗憾，今年的盛典不在假期里，
我没有办法一场场看下来，但是我托朋友
给我保留了影像资料，以后可以慢慢欣
赏。”韩继华说，“对一个戏迷来说，昆山给
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把戏曲盛典组织得
非常好，深厚的文化氛围很吸引我，如果
还有机会，我一定再来昆山。”

专家的肯定、戏迷的期待，让昆山人
精神振奋。“我们将拿出昆山作为昆曲故
乡的担当与作为，以更热情的姿态迎接八
方来宾、更优质的服务保障演出活动、更

多样的宣传展示活动盛况，全力以赴把本
届盛典办得更精彩、更出色、更具影响力，
为戏曲文化传承振兴贡献一份力量。”昆
山市委书记吴新明说，“我们真诚地希望，
开放包容的昆山、热情好客的昆山人民，
能给朋友们留下一段美好的记忆。”

有声有色，42天“好戏连台”

当晚的开幕式现场，组委会向全国相
关戏曲院团、戏曲研究机构、戏曲类社团
组织代表赠送2018年、2019年戏曲百戏
（昆山）盛典演出视频汇编。同时，厦门歌
仔戏研习中心向昆山捐赠首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歌仔戏代表性物品。

2018年全国八大昆剧院联袂献演《牡
丹亭》开场，2019年经典扬剧《百岁挂帅》
开场，今年的开场大戏则是厦门歌仔戏研
习中心带来的歌仔戏《侨批》。歌仔戏又
称芗剧，是海峡两岸共同哺育的戏曲戏
种，作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广
泛流行于福建、台湾和东南亚闽南华侨华
人聚居地。

在闽南语中，“信”读作“批”，“侨批”

是海外华侨与家乡的往来书信，是一种银
信合一的特殊寄汇方式。作为开幕大戏，
《侨批》生动再现了当年闽南华侨华人的
乡愁记忆，也牵起了观众的思乡之情。

来自福建漳州的吴琪铭就是其中之
一。“对我们这些‘异乡人’来说，能在昆
山看到家乡的地方戏，感到很亲切，入了
戏，乡情就涌现了！特别是《桥批》还作
为开幕大戏出场，十分可贵。”手举“家乡
人看家乡戏”的醒目招牌，吴琪铭十分激
动，“今天来看戏的福建老乡足足有一百
多位！”

志愿者金玉洪已是连续第二年参与
百戏盛典的志愿工作，当天的开幕式，她
负责的工作是为观众提供指引、咨询服
务。她激动地说：“作为地地道道的昆山
人，我有义务为市民和游客贡献自己的一
份力量，能够成为这场盛会的志愿者一分
子，为全国各地的戏迷服务，我感到太荣
幸了！”

据介绍，本届百戏盛典，大戏中的传
统经典剧目较多，如蒲剧《薛刚反朝》、上
党梆子《三关排宴》、绍剧《三打白骨精》等
新编剧目都有一定社会影响，尤其是豫剧

《程婴救孤》屡获大奖，是新世纪以来具有
较高知名度的优秀作品。而且以大戏形
式参演的剧目中，有10台剧目由12位“梅
花奖”演员领衔演出。

值得注意的是，11月21日在昆山文
化艺术中心大剧院举行的闭幕式戏曲晚
会上，将汇聚当代知名戏曲表演艺术家，
以名家、名段演唱的形式，展示三年来戏
曲传承发展取得的成果，并将发布后三年
活动计划，展望未来戏曲传承振兴的路径
和蓝图。

跨界融合，为“百戏”增滋添味

在百戏盛典开幕当天，“百戏进校园”
之昆曲游学行也随之开展。本次昆曲游
学行邀请近50名戏校师生来到昆山，欣赏
新编昆剧历史剧《描朱记》首演，与昆曲表
演艺术家零距离交流，此外还游览水乡周
庄，体验江南水乡慢生活。学员们纷纷表
示，此行看到了前辈对昆曲的热爱、创新
传承、坚守初心，也深刻意识到作为新一
代的昆曲传承接班人，要学习戏曲人矢志
不渝攀高峰的奋斗精神，当好优秀戏曲文
化的“守护者”和“传承者”。

开幕式第二天，十余位来自扬州的戏
曲爱好者，驱车3小时专程赶到昆山当代
昆剧院，欣赏昆剧院五周年经典折子戏汇
报演出。这是本届百戏盛典策划的“看百
戏、游江苏”文旅融合主题首场活动，包括
扬州在内，推出覆盖昆山、苏州、无锡、常
州、淮安、镇江等地的6条“观演赏景”精品
线路，让游客在看戏之余，尽享江南瑰丽
美景。

包括“看百戏、游江苏”文旅融合主题
活动在内，本届百戏盛典除了丰富的演出
活动，进一步突出文旅融合、文化交流等
元素，新增了港澳台戏曲文化月、“戏曲百
戏百人百画”作品征集展览、“戏曲百戏进
校园”、文创展示周等活动。

而且今年的百戏演出也不局限于舞
台之上，还走进周庄景区和张浦镇金华村
田园乡村大讲堂。10月13日，北路戏《烫
火碗》、四平戏《对阵·调五方》《刘文昔》、
平讲戏《马匹卜驳妻·巧改婚书》、南词戏
《珍珠塔·赠塔》、三角戏《看相》5个经典福
建折子戏在周庄古戏台与千年江南水乡
擦出别样的火花。有本地老戏迷说，“听
惯了昆曲的细腻婉转，再听福建方言俚语
是另一番别样的风味。”

与此同时，“戏曲百戏百人百画”作品
展复评工作也紧锣密鼓地进行中，一幅幅
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画作夺人眼球，一
个个神态迥异的戏曲人物跃然纸上；三尺
画布展现戏曲剧种的独特魅力。此次参
展作品以作者的家乡戏曲剧种为创作素
材，通过复评的作品将被扫描装裱、制作
成画册，在11月上旬展出。江苏省国画院
常务副院长、省美协副主席刘云点赞：“通
过评选的形式推动中国画及我国戏曲的
传承和发展，非常有意义。”

潘朝晖 范昕怡 宗志鹏

第三届戏曲百戏第三届戏曲百戏（（昆山昆山））盛典盛大开幕盛典盛大开幕

收官之年收官之年 团圆之作团圆之作 本报讯 10月12日，作为2020年戏曲
百戏（昆山）盛典第一场下乡演出剧目，由两
岸合作排演的福建歌仔戏（芗剧）《陈三五
娘》在昆山淀山湖镇影剧院精彩上演，给广
大戏迷带来了一场别具风味、耳目一新的闽
南歌仔大戏。

《陈三五娘》是一出广泛流传于闽南文
化圈的歌仔戏，讲述的是泉州书生陈三随兄
嫂广南赴任，路经潮州，邂逅黄九郎之女黄
五娘，一见钟情决意求婚，几经曲折终成眷
属的故事，表达了主人公与命运抗衡的精
神，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2014
年，泉州“陈三五娘传说”入围第四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推荐项目
名单。

据介绍，歌仔戏是中国348个地方戏曲
剧种中唯一根源于大陆而形成于台湾、由两
岸人民共同哺育成长的剧种，其发展史可谓
是两岸文化交流的缩影。“合作排演歌仔戏，
是两岸戏曲界的又一次深化合作和有益探
索。”厦门歌仔戏研习中心主任林德和说，双
方遵循各自风格特点，保留大陆和台湾歌仔
戏大同之下的小异，采用分场演出的方式交
错进行，突显各自特点，最后实现舞台上的

“团圆”。
2019 年，厦门歌仔戏研习中心接到

2020戏曲百戏（昆山）盛典的演出邀请后，随
即对歌仔戏代表性经典作品进行梳理排序，
同时向台湾合作院团咨询其可行性。经认
真研究，双方共同选择《陈三五娘》作为合作
排演剧目。

《陈三五娘》中五娘的扮演者、导演苏燕
蓉说：“作为两岸合作排演的经典传统剧目，
我们在保留、传承、融合台湾廖琼枝传承本
和大陆邵江海本、谢月池传承本的同时，根
据当代观众观赏习惯，适当修改了一些情
节，以更突出每一场戏中人物的情感，增强
戏剧性，让戏层层推进。” （宗志鹏）

两岸合作歌仔戏
《陈三五娘》首登“百戏”

本报讯 10月11日晚，2020年戏曲百戏
（昆山）盛典开幕式如期举行，81岁的蔡志雄
和77岁的周美君早早便赶到昆山，再赴“百
戏之约”。

老夫妻俩是当之无愧的铁杆“戏迷”。
去年，蔡志雄夫妇听说昆山戏曲百戏盛典有
100多个剧种后，便自费坐飞机来到昆山，
一口气买下所有场次的门票，足足看了38
天的戏。

自言是“戏痴”的蔡志雄做过木工，教过
书。饥馑年代，蔡志雄唯一的精神生活就是
看戏。时至今天，老人仍旧清楚记得自己整
日泡在川剧、藏剧小剧院和山乡草台班子中
的情景，有时买不起戏票，就在演出闭幕前5
分钟时溜进剧场过把瘾……在蔡老的熏陶影
响下，老伴周美君也成为了一位超级戏迷。

“看戏这爱好是从退休后慢慢培养起来
的，最初是用收音机听戏，现在电视、电脑、手
机都能看，但是我还是更偏向于现场看戏，不
仅能更好地感受现场的氛围，真切地感受到
演员传神的演绎。”蔡志雄说，所以只要听说
全国哪有大戏或者“戏曲节”，夫妻俩就一定
会赶去过“戏瘾”，武汉、广州、南宁等城市都
留下过他们“追戏”的足迹。“这不，我们又来
了！今年是百戏盛典的最后一年了，我们一
场都不想错过，早早就计划安排好了。”

再相逢，蔡志雄夫妇如约而至，却多了几
分不舍。“百戏盛典让我们每天都能看到高水
平、多类型的戏曲演出，我们感到非常满足和
愉悦，但是今年是最后一届了，心里总归有些
不舍得。”蔡志雄说，戏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文化，希望各地都能多组织一些这样的活动，
让戏迷看戏的同时，把文化也传承下去。

（宗志鹏）

四川“戏迷”老夫妻
再赴“百戏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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