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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戏盛典结束后，未来有什么规划？”
“小众戏曲要如何传承发展？”“当前戏曲艺
术发展面临怎样的瓶颈？”“昆山如何进一
步担当作为？”在2020年戏曲百戏（昆山）
盛典闭幕前夕，一场专家研讨会在昆山召
开。3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来自文化和旅游
部艺术司、中国文联、中国戏曲学会、中国
艺术研究院、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以及相
关院团的20位戏曲研究专家济济一堂，围
绕“后百戏盛典”等议题畅所欲言，为中国
传统戏曲传承发展建言献策。

百戏盛典获高度首肯

“戏曲百戏（昆山）盛典的成功举办，
是新时代的昆山盛举。这场盛典一方面
展现了全国戏曲事业繁荣发展的丰硕成
果，另一方面体现了昆山高度的文化自信
和文化自觉，必将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留
下浓墨重彩的辉煌篇章。”

“原以为疫情会打乱这场盛典的节
奏，现在看来，戏曲百戏（昆山）盛典不仅
办起来了，而且连续办了三年，办得非常
漂亮，旷世未有，这必将载入史册，我衷心
表示敬仰和祝贺。”

“百戏（昆山）盛典的举办，是文化和
旅游部来自顶层设计的乘风扬帆，昆山作
为地方，顺势而上，共同创造出盛世盛况
盛典的典范。”

“如果用神话故事来比拟百戏（昆
山）盛典，那就是夸父追日、精卫填海，体
现了中国戏曲人传承文化的坚毅、忠贞
和韧劲。”

⋯⋯
研讨会上，“里程碑”“空前绝后”“文

化勋章”“时代盛举”等词汇成为“热词”。
这也不难看出，连续举办三年百戏（昆山）
盛典，得到在场所有专家的一致认可。

从2018年由全国八大昆剧院联袂献
演经典昆剧《牡丹亭》，到今年 23 位梅花
奖得主集体登台戏曲晚会闭幕式，戏曲百
戏（昆山）盛典用三年时间，促成全国现存
的 348 个剧种和木偶剧、皮影戏“大团
圆”。观众从第一年看戏看得“似曾相
识”，第二年“津津有味”，到第三年“恋恋
不舍”，观戏心态的转变，力证戏曲百戏

（昆山）盛典已成为全国戏迷追捧的戏曲
界“风向标”。

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傅谨认为，昆山
百戏盛典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让全国现
存的 348 个剧种在昆山以“活态”的方式
呈现在舞台上，这相当于亮出中国戏曲
文化的家底，真正摸清了中国戏曲当代
发展的真实状况，为坚定文化自信提供强
有力的支撑。

中国戏曲学院副院长汪泽表示，百戏
盛典促成地方对戏曲的高度重视，加大对
戏曲的投入力度，重新组织院团进行剧目
的编排，使这些戏曲获得了生机。昆山作
为昆曲的故乡，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
化自信，昆山搭建全国戏曲剧种风采展示
和相互交流、共同成长的平台，促使人们
重新认识戏曲的艺术，增强人们对优秀传
统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戏曲发展亟待守正创新

戏曲百戏（昆山）盛典的举办，体现新时
代戏曲事业繁荣发展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向
新时代抛出了中国传统戏曲究竟如何传承、
发展、创新的重大课题，这是中国戏曲人不
得不答且必须答好的“时代之问”。

中国传统戏曲源远流长，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传播
的重要载体。地方剧种就是一个地方的历
史和文化的“活化石”，通过连接古今时空

隧道，让人们记得住乡音、解得了乡愁。百
戏盛典让一个个戏曲剧种在昆山亮出“家
底”，同时也借戏曲普查凸显出传统剧种尤
其是濒危剧种的保护和传承问题。

原山东省文化厅副厅长、山东省戏剧
家协会名誉主席陈鹏连续三年在昆山看
百戏，几乎场场不落。他“端”出的一组统
计数据，令人吃惊：348 个剧种中，106 个
剧种没有依靠国有院团“背书”，由民营院
团支撑。其中，46 个剧种只有一个民间
社班或民营院团。他在研讨会上大声呼
吁守护濒危剧种：“剧种和人类生命一样，
生老病死都遵循着自然规律。不指望每
一个剧种都能发展成‘大树’，但我希望，
濒危剧种的‘小花’不要因为饥饿而死亡，
不要因为贫困而香消玉陨。”

“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继承好
优秀、经典的中国戏曲传统剧目。如果剧
目离开‘优秀’‘经典’去传承，那么实现剧
种的繁荣就是一句空话。”原文化部副部
长、中国文联副主席董伟表示，戏曲的传
承是基础，发展是目的。但与此同时，戏
曲要适应新时代观众的审美需求，否则，
戏曲可能就会沦为“博物馆中的文物”。

“要不要创新”，一直是传统戏曲的敏
感话题，围绕创新谈戏曲，“守正创新”是
绕不开的观点。董伟说，“当年梅兰芳改
变了表演方式、乐队、舞美，通过一步步创
新，才铸就我们今天看到的传统。创新是
艺术的本质特征，是对传统局限的超越，
创新也是优秀艺术家的自觉追求和成功
的原因，但创新的前提是要老老实实地集
成、守正，再结合时代大胆创新。”

中国戏曲学会原会长薛若琳表达了
相同的观点。他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给
中国戏曲学院师生的回信中提出守正创
新，这为中国戏曲下一步的发展指明了方
向。“守正就是本体，就是基础。在此基础

上集成戏曲的优良传统，这样才能继往开
来，使戏曲蓬勃发展。”

在创新戏曲传播方式上，唱了 46 年
戏的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河南豫剧院
院长、豫剧“李派老生”创始人李树建“首
开先河”：“今年这场疫情改变了我们的生
活，某种程度上也改变了戏剧的生态。疫
情期间我们开通短视频账号，到现在发布
了500多个戏曲表演视频，同时还进行戏
曲表演网络直播，半年时间光粉丝就有
115多万。”

戏曲通过网络连接了线下观众，也打
开了戏曲传播的新思路。李树建说，进直
播间的网友就相当于到剧场看戏的观众，
网友点的赞就是剧场里的掌声，网友留的
言就是观众填写的问卷调查。“由此可以
看出，未来我们要多花 30%的精力到线
上，重视互联网传播，用年轻人喜闻乐见
的方式吸引年轻观众，关注戏曲。”

“后百戏盛典”的生存之道

今年是戏曲百戏（昆山）盛典三年展
演的收官之年，百戏的举办为全国的戏
曲发展搭建了平台，在全国引起热烈反
响。如何破题“后百戏盛典”？专家们各
抒己见。

“听说昆山还要继续接办，我觉得很
高兴，我就是希望百戏盛典要持之以恒地
办下去。”董伟说，“将来就不一定是 348
个剧种全面展示，我们可以逐渐提高门
槛，分剧种、分流派、分行当开展不用层级
的交流和展演，对人才培养、剧目建设和
相互促进都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所长
郑雷关注到了“后百戏盛典”时代戏曲的
发展出路。“现在大家都在关注‘大团圆’，
我觉得要更多予以关注的，是‘大团圆’后

如何不唱成‘悲剧’，怎样延续圆满和喜
庆？”郑雷提出，结合展演，弄清现存剧种
实际状况，理清剧种体系，包括对少数民
族剧种体系进行精准再认定，为剧种研究
和戏曲博物馆的展陈奠定基础。在此基
础上，提升整体戏曲研究水准，从更高层
面记录总结中国戏曲艺术经验，形成富有
中国特色的戏曲艺术理论体系。

“百戏风采”“百戏盛典”“百花争艳”
“百团风采”“百家绝技”“百年传承”⋯⋯
陈鹏为“后百戏盛典”罗列了12项侧重剧
种、演员、技艺、人才等方向的专题活动，

“百戏盛典已经成为昆山的一个品牌。戏
曲理论研究、百戏博物馆建设等在后续都
要跟上，再面向世界，把世界范围内有影
响的戏曲融进来，力争把昆山建设成以戏
曲艺术为主导的、民族文化的精神家园。”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原主席仲呈祥
说，文化是在一定的社会氛围下建成的，
创建什么样的文化氛围至关重要。“昆山
以丰厚的戏曲文化资源，培养了一座城
市懂得美、欣赏美，珍惜戏曲、向往戏曲
的文化氛围，这种文化氛围，不仅是中华
戏曲继承创新的根基，也是昆山这座城
市文明的体现，是昆山对文化的一种高
标准追求。”

昆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许玉连表
示，承办戏曲百戏（昆山）盛典活动，既是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文艺工
作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推动戏曲传承发展
的重要举措，也是昆山作为“百戏之祖”昆
曲故乡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昆山将
继续承办好后三年百戏盛典相关活动，传
承弘扬昆曲艺术，充分挖掘中华戏曲艺术
的深厚内涵，全面激活中华戏曲艺术的独
特魅力，让昆山真正成为“戏曲人之家”，
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贡献昆山力量。 范昕怡

戏 曲 专 家 纵 论 “ 百 戏 ”

继往开来，“后百戏盛典”如何延续精彩？

戏曲百戏（昆山）盛典圆满收官

“ 曲 终 戏 未 散 ” 剧 种 大 团 圆
“看今朝鹿城荟萃天下客，看今朝秋

山含笑淡淡妆；百戏盛典逢盛世，万卉同
春仰辉光⋯⋯”11 月 23 日晚，随着戏歌

《百戏盛典》唱罢，历经 42 天的精彩演出，
2020 年戏曲百戏（昆山）盛典正式落下帷
幕，也标志着百戏盛典三年集中展演圆满
收官。

“百戏盛典将全国地方戏曲剧种普查
的成果，由文献数字转化为舞台呈现，这既
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全国性具有开
创意义的重要戏曲展演展示活动，更是我
国戏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
件。”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司长明文军在闭
幕式上说，昆山围绕“剧种”这一核心要义，
组织开展剧目展演、专家研讨等系列活动，
成功锻造了“百戏盛典”这一具有深厚内涵
的文化名片。如今，“百戏盛典”已经成为
加强剧种建设、推动戏曲传承发展的重要
平台，由此引发的“剧种热”，将引领全国戏
曲剧种建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三年来，百戏盛典先后组织全国现存
的 348 个剧种以及木偶剧、皮影戏两种戏
剧形态在昆山开展 201 场演出，共 12000
名演职人员参加演出，新浪微博累计阅读
量超 7.2 亿次，抖音播放量超 4.2 亿次。活

动全程录播 11000 分钟，完成每场大戏折
子戏初剪累计 7000 分钟；口述史采访 350
人，累计记录103T素材。

此外，昆山以举办百戏盛典为契机，
成立了昆曲发展基金会，建设戏曲博物
馆、百戏林公园，举办了 80 场特色戏曲
文旅延展活动，接收到各参演单位捐赠
的代表性藏品 4400 余件，充分展现了戏
曲艺术的无穷魅力和各戏曲剧种的发展
潜力，更加激发了广大观众的情感共鸣
和文化自信。

“百戏盛典为戏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
供了一个重要平台，难能可贵的是这个舞台
也同样关注着一些相对冷门的小剧种，为他
们提供走上台前的机会。”国家一级演员、晋
剧代表性传承人谢涛表示，这次山西的一批
小剧种如道情、眉户、上党梆子都被邀请到
了昆山演出。“现在我们有艺术节、比赛等各
种展演形式，但像昆山百戏盛典这样的全国
性平台，目前来说是独一份的。”

中国川剧领军人物、三届戏剧“梅花大

奖”获得者沈铁梅表示，昆山用举办百戏盛
典的方式，让濒临灭绝的传统戏曲再度焕
发出新的生命力。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年
轻人，特别是在品牌运营领域内有所专长
的年轻人，加入到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行
列当中。

“今年百戏盛典的演出，我基本上从
头到尾看了个遍，比较震撼的是一百多场
演出没有看到任何舞台失误。”今年刚从
西安音乐学院长笛专业毕业的顾东旭，现
在是昆山当代昆剧院的笛师，“看了前辈
们的精彩演绎，我觉得作为一名年轻的艺
术工作者，只有把基本功学扎实，才能守
正创新。”

作为百戏盛典的收官年，今年盛典在延
续前两年相关活动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丰
富活动内涵，力求为百姓带来更多精彩。突
出文旅融合、文化交流等元素，新增港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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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了“看百戏、游江苏”文旅融合
主题活动，推出6条“观演赏景”精品线路，
看百戏的同时，品江南美食，探寻戏曲源
头，赏淮扬美韵，游江南水乡，品康养人生，
享文艺情调，以点串线，整合资源，覆盖昆
山、苏州、无锡、常州、淮安、扬州等地，带来
崭新的全域文化体验。

精心策划的百戏盛典最终是为了百姓
受益，享受戏曲保护发展成果。三年来，百
戏盛典累计现场观众人数达11万人次，网
络直播观看量超 1.5 亿人次。“今年展演的
大戏，我几乎每一场都来看，用八个字形容
就是精彩绝伦、美不胜收。”年轻时从事锡
剧舞美工作的王炜，今年已经 82 岁了，但
一说起戏曲，眼里便洋溢着兴奋的目光。

“由于闭幕式日期临时变化，去年和
今年都全程在昆山看百戏的四川蔡志雄、
周美君老夫妻，已经买好回去的飞机票，
很可惜没办法到场观看。于是他们就将
票送给了我们，希望我们不要错过如此高

水平的闭幕式演出。”王炜说，看到这么多
精彩的演出，真的非常高兴，希望以后昆山
能多邀请一些名家，展演经典著名的曲目、
选段，让戏曲文化在昆山这片土地一直传
承弘扬下去。

百戏盛典的成功离不开昆山的担当和
作为。闭幕式上，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向
昆山市政府颁发“杰出贡献单位”奖牌，向
各省级文化和旅游部门颁发“优秀组织单
位”奖。“能参与到这种有着文化传承意义
的活动也蛮自豪的。”昆山本地人金莲，是
这场盛典众多志愿者之一，从活动开始到
结束，她放弃周末休息时间，充当起检票
员、引导员等角色，为老百姓享受百戏盛典
的文化魅力提供保障。

“作为一座有浓厚历史底蕴、有文化
传承的城市，昆山承办戏曲百戏（昆山）盛
典，既是推动戏曲传承发展的重要举措，
也是作为‘百戏之祖’昆曲发源地的现实
担当。”昆山市市长周旭东表示，昆山将以
此为新的起点，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
创新，精心谋划、精益求精，积极开展精品
化、项目化、特色化系列演出，进一步推动
昆曲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为中华
传统戏曲焕发时代光辉贡献一份力量。

宗志鹏 陈 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