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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曼君是一个有“导演美学”追求的戏曲艺术
家，多年来，她不断从传统戏曲和现代戏剧的美学财
富中汲取营养，思考真实世界中的人性，创作出了《试
妻》《马前泼水》等一系列经典小剧场戏曲作品。前不
久她来到南京，与观众就小剧场戏曲创作展开深度对
话，共同感知戏曲在时代浪潮中的沉淀与革新。

小剧场戏曲容不得“平庸”二字

“做小剧场可能就是我的使命吧。”张曼君说，
在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之前，她是一名江西
赣南的采茶戏演员。那时的她对戏曲一无所知，
一次演出比赛让她初次与京剧接触。然而，那次
的体验并不好，台上锣鼓喧天、舞枪弄棒，让她当晚
高烧不止。“那时我发誓永远不要看这样的戏了！”

命运就是这样充满戏剧性，曾经反感戏曲的张
曼君成为了现代戏曲界的先锋人物。进入中戏后，她
开始从戏剧的基本常识学起，一点点了解古希腊悲
剧、京剧四大名旦代表作和戏曲史，了解到戏曲不只
是锣鼓震天和技能展现，还是表现人的心理的艺术形
式，“它能表达人的内心当中最幽微、最深层的内容。”

如何最大程度地还原戏剧的价值和功能成为
张曼君常常思考的一个问题。在小剧场京剧《马
前泼水》的创作中，她借鉴了一些著名剧作家天马
行空的新点子，利用音乐和唱段节奏的配合，创造
性地安排文本唱词的结构。此外，哈罗德·品特在
话剧《背叛》中所采用的倒叙结构也深深启发了张
曼君，她重新编排《马前泼水》的剧情走向，既为观
众留下了理性思考人物关系的可能，又通过跌宕
起伏的剧情提供感性体验。《马前泼水》利用肢体
语言的表达方式制造了陌生感，由此创造出这部
极具先锋性的京剧作品，剧场效果非常好。

在张曼君自认已小有名气时，徐晓钟老师在
作业点评中写下的“平庸”两字狠狠扎了她一针。

“从那以后，无论我出了什么作品，获了什么奖项，
都不敢骄傲半点。”时至今日，功成名就的张曼君
依然会在首演前夜无法入眠，她会反复掂量作为
导演的自己是否清晰地处理好了舞台调度，是否
牢牢抓住了观众的共情点，是否可以在剧场表达
上更加创新。她说，“小剧场戏曲的先锋性和探索
性决定了它容不得平庸二字。”

现代戏曲当“退一进二”

“戏曲是用虚拟的办法表现‘实’的艺术。”张曼
君做讲座时反复提及这一观点。她认为，戏曲是以
虚拟性、写意性和假定性为主的，但是创作人员要把
观众带入更实在的、更能理解的“实”处，导演作为全
场的指挥者更要把握住这一点。“现代艺术是综合性
艺术，现代舞台也是综合性舞台。导演要将各个部
门拿捏聚拢，从而形成强有力的合力。”

近年来，张曼君在不断探索现代戏曲可能性
的同时，还深入思考现代戏曲的发展方向。“现代戏
曲应该‘退一进二’，也就是退回中国的古典审美精
神，进到现代观念对人的新的认知，树立新的赋形
坐标，赢得当代，在传统的土壤上进入现代戏曲的
主旋律，重整对艺术本体的认识，即对人的认识。”

而现代化也成为了先锋小剧场的主旋律。与
传统大剧场相比，小剧场很大程度上拉近了演员
与观众的距离，这是观演关系的革命性变化。小
剧场不仅使观演双方同处一境，更在观众与演员
之间形成了情感共鸣的心灵空间，为二者提供了
互相倾诉的可能。传统与现实、古典与现代的融
合在贴近中被激活了，戏曲也从神坛走进了人群。

那么究竟什么是小剧场戏曲？张曼君说，小
剧场不是单纯的物质空间的缩小，也不是简陋低
端的舞台表演。它是以先锋性、挑战性和探索性
为首要特征的，要保持住戏曲的纯洁性和戏曲人
的尊严。只有在深层思考的基础上，才能为小剧
场的技能形态带来新的生命。

从真实生活中汲取舞台素材

当下，各类新编剧目层出不穷，青年编剧、导
演行业人才辈出。张曼君表示，小剧场虽然在很
大程度上给予了年轻人更加自由的表达空间和崭
露头角的地盘，但无论何时，体验人物、表达人物
都是小剧场戏曲最重要的事情。它不需要故弄玄
虚的炫技，而是需要对人的更深层次的思考。怎
样在旧戏中植入现代审美，反省人性在生活面前
的脆弱，以及我们在前行中必须面对的牺牲和两
难境地，这才是小剧场重要的精神实质。

这就要求青年导演熟知舞台的功能和基本的
技能性知识，同时，还要从生活中汲取创作素材，尝
试理解人性的复杂和人物关系的戏剧性，把真实生
活变成舞台表演。此外，创作者还要注重剧场的虚
实，要有实实在在真正能够打动观众的东西。“戏曲
小剧场需要导演和编剧同时具备传统和现代两种
素质，在进和退之间为新戏曲架起一座通
向新观众的桥梁。”
本报实习生 刘 妍 本报记者 高利平

张曼君：如何在
旧戏中植入现代审美

11 月 15 日，第二届“江苏文艺大奖·电影奖”
在南京颁奖，随后“江苏电影艺术大家谈”活动于
16 日在南京艺术学院举行，众多文艺界名家济济
一堂。侯勇、毕飞宇和刘伟冬三位江苏文艺名家
领衔畅谈，就江苏文化对艺术家的精神滋养、江苏
电影何去何从等话题各抒己见，在场的影视界人
士也纷纷为江苏电影的未来发展出谋划策。

故乡：受益终身的养分

故乡是镌刻在每个人骨子里的文化烙印，无
论走到哪里，故乡的精神记忆总是如影随形。对
艺术家而言，故乡也是文艺创作的精神养料，他们
从乡愁里汲取创作灵感，也把故乡的气质浸润在
文艺作品中。

著名演员、省电影家协会主席侯勇说，自己
16 岁初中毕业后早早离开校园，在家乡连云港度
过了“混沌”的四年，20岁时来到南京。但正是这
四年的成长经历，为他日后的演艺生涯积累了宝
贵的经验。“演员是在剧本的基础上进行二度创作
的职业，我那四年里接触到不同身份的人和复杂
的社会关系，这些都是我二次创作时十分重要的
参考。”对他而言，南京已经成为了“第二故乡”，南
京那种浓郁的人文情怀无可替代。

在今年热播的纪录片《文学的故乡》里，作家
重回生活的故乡，寻觅与文学相遇的原点，其中
一集的主角就是著名作家毕飞宇。现场，毕飞宇
说，故乡的确于无形中滋养、哺育了自己，但对于
艺术家而言，这种滋养常常是在一种深刻的人生
冲突中进行的。“少年时期的我对家乡常常抱有
反抗和叛逆的情绪，甚至想着‘逃离’，而离开了
之后再去回望自己的故乡，则又是另外一番情
愫。艺术家对于自己的本土文化，常常是从这样
一种紧张的关系里面成长和丰富起来的。恰恰
是在这样强有力的精神推动下，如今的我才获得
了艺术创造的无穷能量。”

“我的故乡南通虽然在江北，但是它从文化意
义上来说是属于大江南。在我小时候，印象最深
的就是大家经常一起看电影。因为人多，我们一
群小孩通常只能坐在背面，所以我记忆中的李向
阳是用左手开枪的，那时候以为英雄人物全都是
左撇子。”南京艺术学院院长刘伟冬回忆起童年时
光，觉得那是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直到现在，
他仍能背诵出每一部老电影的台词，看电影的习
惯也一直保留至今。

江苏电影依然在路上

在中国电影的历史长河里，江苏影人不仅创
造了电影发行“十连冠”的辉煌，还创作出了《渡
江侦察记》《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豆蔻年华》等
一大批经典影片。现场，曾执导过《江城夏日》的
南京籍导演王超对家乡当年电影行业的盛况记
忆犹新，“我高中毕业后的夏天几乎天天泡在南
京的几大影院里。那时候，我可以在大华电影院
看到《莉莉玛莲》或特吕弗导演的各类精彩的国
外影片，还有延安电影院，我就是在那里知道了
何为探索电影。”

近年来，不少优秀的江苏影片在国内外电影
节上屡屡获奖，电影《桂香街》荣获第32届金鸡奖
最佳电影音乐提名奖，纪录片《单声》获得伦敦国
际电影节最佳外语纪录片导演奖，戏曲电影《珍珠
塔》获首届中国戏曲电影展“优秀戏曲电影奖”“优
秀改编戏曲电影奖”两项大奖。除此之外，江苏省
电影家协会原副主席陈国富提到，江苏的儿童电
影也是国内影视界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比如《草房
子》《滑板梦之队》《我的影子在奔跑》等都曾获各
类奖项，江苏电影还要继续解放思想，出作品出人
才，要有作为。

影评人舒克在论坛上提到，江苏省影视评论
学会曾经组织了二十多届金陵影评人“公映影片
优劣榜”评选活动，根据影片的艺术性和商业价

值，评选出年度“金影票”奖和“烂萝卜”奖。江苏
是电影行业巨大的票仓，金陵影评人的电影评论
有力提升了江苏影迷的审美趣味。

群策群力，打造独特江苏风格影片

虽然江苏电影呈现向好态势，但距高质量发
展的目标仍存在着较大差距。现场，毕飞宇提醒
说，江苏电影的生长土壤非常好，比如江苏电影
的历史传承、文化环境、学术研究、演员储备等各
方面都很棒。然而，把这些元素组合起来之后，
江苏却还没有做出与其相匹配的经典影视作品，
江苏电影在主导电影美学风格和方向的道路上
依然任重道远。

对此，与会者提出了打造具有江苏独特风格
影片的建议。刘伟冬提出了“江南叙事模式”的概
念，他认为，对人性之美的追求应当是江苏电影必
须坚持的方向，以《早春二月》为代表的唯美、细
腻、精致的电影美学标准，与《一个和八个》等具有
浓郁北方气质的电影相区别，这是江苏电影值得
坚守的性格。“江南不止是地域概念，更是文化概
念。我们应该立足本土，挖掘江苏的传统美学底
蕴，讲述贴近自身、温暖人心的故事。”

电影是一种工业化的产品，需要导演、编剧、
演员、幕后等各方人员的分工与配合。侯勇呼吁，
影视界人士要群策群力，努力补足短板，在江苏情
结、中国电影力量的号召下，各个环节团结一致，
这样才能真正推动江苏电影获得实质性的发展。

虽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电影事业产业受
到很大影响，但江苏电影复工开业情况良好，一批
江苏原创电影正在抓紧拍摄。现场，嘉宾纷纷建
言，省内不缺少电影人才与文化积淀，但电影制作
与发行少不了资本支撑，希望更多资本与产业手
段介入到电影市场中，各方发力，共同迎接江苏影
视业的新春天。 本报实习生 刘 妍

本报记者 顾星欣

““江苏电影艺术大家谈江苏电影艺术大家谈””专家呼吁专家呼吁 ——

深厚土壤中培塑新美学风格深厚土壤中培塑新美学风格

“长条青石筑堤堰，百里伟岸向蓝天。林工铁
锔镶大堤，铁证长堤万万年。”剧终一曲歌罢，台下
掌声骤起。观众如潮的叫好声、喝彩声为新编历
史剧《铁证长堤》于本月 17 日的南京首演画上了
圆满的句号。

由江苏省长荣京剧院新近出品的京剧《铁证
长堤》，其主人公是林则徐。一提起林则徐，人们
脑海中闪现的形象一定是赴粤禁毒的钦差，虎门
销烟的英雄。然而，《铁证长堤》却向观众展现了
林则徐的另一面：勤政爱民、治水有方的高人，疾
恶如仇、为民除害的青天。这样的选材与叙事着
眼点，别开生面，匠心独运，既巧借了名人之“势”，
也成就了一部新作，使得广大观众对于林则徐这
位耳熟能详的民族英雄有了更加全面、更为深入
的认知。此举，确为高招，值得称道。

新编历史剧《铁证长堤》，讲述了林则徐坐
镇淮安、治理水患、惩治贪腐、救百姓于水火的
历史故事。治水，自然要筑坝。而筑坝，一定会
遭遇资金筹措、民工调集、土地征用、房屋拆迁
等许多棘手的难题。然而，该剧并未纠缠于工
程难题，并未停留在对于困境、难事的一般性的
描述上，而是另辟蹊径，设计了两条互为表里的
情节线。其一，以民为本，努力修筑防洪之坝；
其二，明察秋毫，同时筑起防腐之坝。特别难能
可贵的是，主创还将这两条情节线有机地拧成
了一股绳，贯穿于同一部作品，很好地诠释了两
个文明建设互为支撑的关系，揭示了“两手都要
抓、两手都要硬”的主题。这样的主题设定与剧
作立意，卓而不群，作为一部新编历史剧，非常
难得，值得赞誉。

人物——尤其是一号主人公的塑造，直接
关系到剧作的品相、品质与品位。该剧的编剧
阮云松、导演童薇薇始终将林则徐置于矛盾的
中心与冲突的焦点，为他设计了微访救灾、候旨
放粮、击水露石、缉拿案犯、噩耗惊堤、夺情继
任、亲情难抉、明镜高悬等一幕幕高潮迭起、张
弛有度的剧情，为一号主人公彰显人物性格、展
示内心情怀奠定了很好的基础。《铁证长堤》中
林则徐的扮演者，是京剧麒派第四代传人于同
辉。他以扎实的功底与娴熟的技巧很好地完成

了塑造人物形象的要务，让观众看到了一位时
而柔情似水、时而刚正不阿、时而体恤民生、时
而叱咤风云的立体的林则徐，给人以耳目一新、
别树一帜之美感。

剧中还有一些细节，设计得也很精彩。那一
个个有意味的细节，缓和、调剂了叙事节奏，也丰
富了人物形象。例如，为使防洪大堤更加坚固，
林则徐想出了一个妙招：用自行设计的铁锔来连
接一块块层层垒砌的条石，并特意关照工匠，要
在每一个铁锔上铸上“林工”二字。这个细节，既
表现了林则徐的聪明才智，也彰显了他敢于对人
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勇气与担当。细节不可小
觑，细节决定成败。知晓此言者众，但兢兢业业
的践行者并不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剧的音乐十分优美、动
听，且具有很强的表现力与感染力。那一段段精

心设计的唱腔，那一曲曲回肠荡气的间奏，既有传
统京剧的韵味，又有现代和声与对位，其守正与创
新的尺度，拿捏得精准、到位、恰到好处，充分显现
出作曲家吴小平深耕戏曲音乐数十年所获得的独
特见解与非凡功力。

当然，《铁证长堤》毕竟是一部新作，火候尚不
到位的地方也还是有的。如果，该剧在一些情节
的走向上再做一些调整，在某些唱词、对白上再做
一些斟酌，这部戏也就更加完美、更为成熟了。

总之笔者以为，新编历史剧《铁证长堤》是一
部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俱佳的新作。无论从
选题、剧情、主题，还是从人物、细节、音乐等不同
的观察点对其进行审视，可圈可点之处都很多。
期待该剧经过必要的打磨、加工后，再上层楼，早
日进入精品行列。

（作者为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身正气 两坝同筑
——评新编历史剧《铁证长堤》

□ 康 尔

《铁证长堤》剧照

公 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苏州监管分局批准，换 （颁） 发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昆山支公司高新区营销服务部

机 构 编 码：000005320583009
许可证流水号：0249823
业 务 范 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

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
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
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
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
的咨询和投诉。

成 立 日 期：2003年06月30日
机 构 住 所：昆山市陆杨镇友谊路55号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苏州监管分局
发 证 日 期：2020年09月15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昆山支公司开发区营销服务部

机 构 编 码：000005320583012
许可证流水号：0249824
业 务 范 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

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
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
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
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
的咨询和投诉。

成 立 日 期：2006年02月28日
机 构 住 所：昆山市珠江中路199号金鹰国

际第26层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苏州监管分局
发 证 日 期：2020年09月15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常熟支公司辛庄营业部

机 构 编 码：000005320581005
许可证流水号：0249825
业 务 范 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

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
人身保险的再保险业务；各类
人身保险服务、咨询和代理业
务；国家保险监督管理部门批
准的其他业务。

成 立 日 期：2003年06月30日
机 构 住 所：江苏省苏州市常熟市杨园镇

扬中北路31号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苏州监管分局
发 证 日 期：2020年09月15日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吴江支公司
机 构 编 码：000137320509
许可证流水号：0249826
业 务 范 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

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
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
经保险监管机关批准的其
他业务。

成 立 日 期：2011年07月06日
机 构 住 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松陵

镇长安路3099号602-02
/03/04/05室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苏州监管分局

发 证 日 期：2020年09月17日

无锡顺喻货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66683551198）
你公司涉嫌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规定制定生产安全事

故应急救援预案或者未定期组织演练，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78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 94 条第 6 项的规定，惠山区运输管理处拟作
出罚款20000.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现依法公告送达，请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无
锡市惠山区运输管理处（无锡市惠山区西漳西新路100号，
电话：0510-83503202）领取违法行为通知书，逾期视为送
达。

如对处罚意见有异议，可以向本机关提出陈述申辩；你
公司有权在收到违法行为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向本机关要
求举行听证，逾期不要求举行听证的，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特此公告。
无锡市惠山区运输管理处

2020年11月19日

无锡市惠山区运输管理处
违法行为通知书送达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