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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慧

金陵已入深冬，让人倍感寒意。
舞台上，《林则徐》一炬虎门销烟，却
点燃了南京观众的家国情怀，令人热
血沸腾！上周末，由国家大剧院和广
州话剧艺术中心联合制作的话剧《林
则徐》在江苏大剧院上演，濮存昕、徐
帆、洪涛、郭达、关栋天五大戏骨同台
飙戏，他们用富有张力的表演和充沛
丰厚的情感，带领观众一同回溯 1840
年那个中华民族百年苦难与抗争的
始点。

演出间隙，林则徐的扮演者濮存
昕接受了记者专访。

林则徐是一位向死而生的英雄

林则徐是中华民族抗击外侮的
民族英雄，对大部分观众来说，这个
人物并不陌生，但除了历史教科书上
的虎门销烟、鸦片战争，很多人对他
的内心世界知之甚少。话剧《林则
徐》关注的不仅仅是林则徐虎门销烟
的那一段历史，更在大的历史背景
下，挖掘其复杂的内心世界和精神境
界，力求让这个“数百年始得一出”的
历史人物血肉丰满地呈现在戏剧舞
台之上。

极具写意风格的舞台上，两条曲
折蜿蜒的光线所代表的黄河、长江，绘
制出了清朝的版图，也勾勒出隐秘而
无垠的历史轮廓。白纸为地，雾霭连
天，清朝皇权随着屋顶倾斜摇摇欲
坠。“鸦片一日不绝，则徐一日不回！”

“广州之前我只知中国，广州之后我看
到了世界！”舞台上的林则徐，话语句句
铿锵，掷地有声。两个半小时的演出
中，濮存昕是全场戏份最多的一个演
员，大段文言文独白加表演，一气呵成，
足见其深厚的表演功力。

走下舞台的濮存昕，除了两鬓些
许斑白，与舞台上他饰演的林则徐一
样，精神始终昂扬。面对自己所饰演
的角色，他侃侃而谈，“林则徐就是这
部戏的看点，他的知名度已经够高
了。”在濮存昕看来，林则徐的精神世
界里，有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激
情和“有可为而不为”的理性，还有脱
胎于凡俗的那一抹寂寞和孤独。

“林则徐有着很高的精神境界，
他是一位向死而生的英雄。但英雄
是孤独和寂寞的，他无法效仿先贤，
只能一个人战斗。”而林则徐身上的
这种“孤独感”也让濮存昕扪心自问，

“我已经快 70 岁了，我在专业上还能
进步吗？表演上还有什么‘门’可以
推？这是我和‘林则徐’这个人物之
间的共通感。”

在恢弘的历史背景之下，要把矛
盾冲突、人物关系架构在两个多小时
的话剧里，并非易事。对于目前这版
话剧的呈现，濮存昕表示很满意，“我
们用了一个简洁的方法讲述了一个宏
观的故事，表达了非常微观的个人精
神。宏观和微观结合得很好，是这部
话剧令人惊喜的地方。”

诗句是接近林则徐的第一道“门”

《林则徐》在之前的巡演中票房火
爆，场场售罄。该剧演员阵容强大，除
了气场十足的濮存昕，徐帆、洪涛、郭
达、关栋天等“角儿”也依次在舞台亮
相，五大戏骨同台飙戏，火花四溅，引
发了现场一轮又一轮的掌声。“老艺术
家就是不一样，一张嘴声音感觉就不
一样，我明白北京观众为什么给这部
戏打 200 分了。”南京演出现场，一位
高校老师这样评价道。

这已不是濮存昕第一次演绎历史
人物，之前他还演过李白、鲁迅、弘一

法师，每一个角色都为他打开了一个
新的世界。出演历史人物，除了外形
要接近，还需要把握所演绎人物的精
气神，这就要求演员提前做功课——
看书、学习、了解历史细节。为了能和
角色融为一体，濮存昕不仅熟读大量
史书，还跑去林公的故乡福州采风，尽
可能从不同方面去体悟人物性格和内
心活动。“林则徐的诗句是我接近他的
第一道‘门’，与林则徐的情怀相拥抱，
我调动了生命中那些能够跟林则徐接
近的特质，那种从戏剧本身出发、最实
实在在的品质，来呈现彼时彼地应该
出现的人物状态。”

舞台上的濮存昕表演起来更是
毫不惜力。为了更好地呈现人物的
精神世界，整个舞台被设置成了一个
11 度角的大斜坡，这不仅给观众带来
了全新的视觉感受，也给故事的展开
提供了一个新的空间，但对演员的动
作表演也带来了全新挑战。其中有
一场戏，林则徐需要面对皇帝跪下接
旨，剧组人员都觉得对濮存昕来说有
点困难，因为他有腿疾，此前还动了
一次手术，但每一次排练，濮存昕都
说：“我能行！”

而在《林则徐》的巡演中，濮存昕
还特地找来一位作家朋友给他指点，

“朋友认为我前几场的演出，给林则徐
这个角色的情感多了一些，应该‘硬
气’一些。”他解释说，自己个性比较温
良，表演时大多是从自我出发，用到了
温情和诗意，但朋友的话“点醒”了他，

“之后的表演中，我做出了一些调整，
包括与夫人的情感戏也有所克制和收
敛，少了一点抒情。”

退休后依然活跃在话剧舞台

对南京，濮存昕有着一种天然的
亲近感。出生在北京的他，祖籍是南
京溧水，他笑言：“这次回来，没告诉溧
水老乡，让他们自己买票来看戏！”

这些年，濮存昕的影视作品寥寥
无几，他自己也曾说“我不适合商业电
影”，于是把更多的热情和精力都“释
放”在了舞台上。即便是从北京人艺
退休后，他也没有半分松懈，依然忙碌
地穿梭于剧场之间。

出演话剧，需要投入很多时间，
有时候巡演、排练会同时进行。濮存
昕告诉记者，南京三场演出结束后，
立刻就要坐飞机回北京参加下一部
戏的排练，然后再赶到苏州参加下一
站的巡演。2021 年刚刚开始，濮存
昕就已经将一年的工作安排得满满
当当，“这一年，我要创排新剧《吴王
金戈越王剑》，过去我演范蠡，而今年
要演勾践，同时还有几部戏要导，还
要帮上海戏剧学院里藏族班的孩子
排毕业大戏。另外，《暴风雨》《李尔
王》这些新戏还未巡演，《李白》演了
30 年了，今年下半年还会演，我还在
重新考虑是不是有新的空间去接近
李白。”在濮存昕眼里，舞台真的是一
个好玩的地方，“我会把手头的这些
事情都做下去，我快 70 岁了，但还演
得动。”

尽管年近古稀，但在艺术上，濮
存昕依旧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他希
望能像人艺的前辈那般——少些浮
躁、踏实演戏，“现在虽然进入了互联
网时代，但戏剧仍是面对面的艺术，
我经常跟大伙说，演员自己要好好修
炼，看看哪些地方欠缺，要想做一个
真正的当代艺术家，就应当提高自己
的修养、技术含量和专业能力。只有
多思考、多出精品，才能对得起观众
的文化消费。”

下图：话剧《林则徐》剧照。

话剧《林则徐》上周末亮相南京连演三场

濮存昕：演林则徐需要一些“硬气”

□ 本报记者 王慧

岁末年初，南京演出市场多台大
戏接连亮相。1月9日-10日，剧作家
曹禺、万方父女的连台戏《雷雨》《雷
雨·后》在南京保利大剧院上演，来自
法国的导演埃里克·拉卡斯卡德对两
部作品风格迥异的呈现方式，成就了
话剧舞台上父女两代人对同一部作品
的灵魂解读。

《雷雨》被冠以“中国现实主义戏剧
的基石”，自1935年首次登台以来，已
上演过无数个版本。曹禺的女儿、著名
剧作家万方，以《雷雨》为基础，用当代
思维创作了《雷雨·后》，既保留了原剧
本的故事核心，又对人性的微妙和复杂
作了进一步开掘，传承并发展了父亲曹
禺在时代变迁中体察人性的戏剧特

色。剧目监制人王可然表示，下午演出
《雷雨》、晚上演出《雷雨·后》的编排形
式，能让观众体验到一种节日感，收获
同一个故事不同的生命体验。

本剧由法国著名导演埃里克·拉
卡斯卡德担纲导演，2000年他执导的

“契诃夫三部曲”，让全球观众看到了
他对现实主义题材非凡的驾驭力和创
新性。此次，埃里克·拉卡斯卡德充分
挖掘《雷雨》《雷雨·后》两部作品的相
同性和相异性，给观众带来了一个充
满张力和思考空间的戏剧呈现。

作为曹禺先生的女儿，万方经常受
邀观看各种版本的《雷雨》，但这次的

《雷雨》和《雷雨·后》，让她有了全新的
感受，“就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碰撞
以后融合起来的一种力量感，或者说是
魅力，这是我既作为创作者又作为观众

所感到的一种满足。”
万方告诉记者，父亲的《雷雨》作为

一部80多年前的戏，在观众心里已经
有了它的模样，如今时代在变化，年轻
观众会期待它有新的样子。而说到自
己的《雷雨·后》，万方认为，自己所做的
工作是改编而非续写，“某种意义上说，
我的作品就是《雷雨》故事的拉长，一方
面讲述后续的故事，另一方面也在补充
之前的背景，我更想展现的是时间，是
岁月。”她表示，“创作是猜谜，应该由观
众来揭开其中谜底，观众感受到什么，
那就是什么。”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保利·央华版
本的《雷雨》《雷雨·后》，云集了从戏骨
到新生代的十几位演员，刘恺威饰演
的周萍、何赛飞饰演的鲁侍萍、孔维饰
演的繁漪，都可圈可点。

曹禺父女《雷雨》《雷雨·后》同台演出

万方：观众会期待它新的样子

□ 本报记者 陈 洁

在今年的B站跨年晚会上，一个名
为《惊·鸿》的节目通过梦境连接了昆
曲、秦腔等六个剧种，让年轻人大呼：

“国粹，太美了！”2021 年 1 月《天天向
上》节目中，1997年出生的艺人王一博
体验京剧后感慨：“现在很多人学说唱，
学街舞，希望能有更多人来学习中国传
统的戏曲文化⋯⋯”

2021 年伊始，传统戏曲在流行场
域频频闪光。在江苏的学校和文化场
馆内，也同样活跃着一群痴迷戏曲的年
轻人。

戏曲其实就是“古代的电视剧”

讲述人：朱豪杰，2000年出生，“戏
韵梨风”戏曲社会长

我们戏曲社成立于2006年，有20多
个成员，平时大家会经常聚在一起看戏、
学戏，也和别的学校戏曲社的同学进行
交流。年轻人不看戏曲？没喜欢上戏曲
之前，我也这样认为，但等到我真的爱上
它了，却发现在南京的剧场里，经常可以
邂逅年轻面孔。喜欢昆曲的人，多是因
为唱词，而京剧的粉丝更多。

在没有关注戏曲之前，很多人都会
觉得戏曲离我们很遥远，它很难懂，但
真的去接触了解了之后，我认为对于戏
曲最贴切的形容就是它其实是“古代的
电视剧”。中国的传统戏曲其实讲了很
多的故事，即使过了一千多年再去看，
很多审美倾向是没有变的。如果把戏
曲的发展放在一个时间轴上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一个题材往往在一二十年间
特别火，然后归于沉寂，但过了很久，它
又会重新被认可。所以戏曲是往复，但
在往复中又有发展。

2020 紫金文化艺术节可把我们
“忙”坏了，很多好戏来到南京，票价又
很“友好”，加上有政府补贴，一场戏的
门票最低只要 30 元。尽管每次演出结
束，回校的地铁 S8 号线已经停运，我们
只能组团去看，“拼车”而归，但那份志
同道合的热爱是青春最美好的记忆。
虽然戏曲现在依旧“小众”，但当下我们
可以搜索到的戏曲资料却比任何一个
时代都要多很多倍，从这个角度看，我
觉得现在也是戏曲最鼎盛的时代。我
相信，只要有一个“火种”存在，戏曲氛
围就会越来越好。

戏曲和程序一样，也有语法体系

讲述人：王晨，1994 年出生，在读
博士生，B站戏曲up主

我是无锡人，那里的戏曲氛围比较
浓，家里人喜欢戏曲，我小时候也零星
看过一些，但是接触得不多。真正“入
坑”戏曲，反而是从电视剧开始的。

因为当时看的剧里正好有一段
戏曲，我觉得还挺感兴趣的，就到 B
站上搜来继续看。网站有推荐功能，
会自动关联一些别的剧目，机缘巧合
我点进去看了一整出京剧程派经典
剧目《锁麟囊》，后来又陆续看了京剧

《春闺梦》、锡剧《珍珠塔》等。看得越
多，就越着迷。我发现戏曲很古老，
却也很先进。我学的是信息与通信
工程专业，用程序员的术语来说，戏
曲也同样有自己一套完整的语法体
系，包括虚拟化、程式化。而且它的
体系非常完整，有思想性，表现形式
也很先进。

因为热爱，所以专注。渐渐地，我
就成了 B 站一名戏曲类 up 主，平时上
传一些戏曲视频，分享名家演出，整理
京剧不同流派的特色等，给大家科普
戏曲知识，现在粉丝有 2000 人左右。
我觉得，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在一
起，哪怕是隔着屏幕，讨论自己喜欢的
东西，也是件非常美好、浪漫的事情。
虽然说戏曲在大多数人看来依然式
微，但在喜欢它的人心里，它是非常美
妙的一个东西。

9岁南京娃，摘得“小梅花”

讲述人：南京青年越剧艺术团团长
陶丽艳

梅花奖，作为中国戏曲界的最高奖
项，是很多演员一生奋斗的目标。然而
很多人不知道，除了“大梅花”外，还有
个针对 15 岁以下孩子的“小梅花”奖，
这也是中国少儿戏曲的最高荣誉。当
别的孩子在各种补习班辗转的时候，9
岁的南京姑娘陈钟吕却凭借在越剧《九
斤姑娘》中的精彩表演，拿到了这项全
国大奖，完美诠释了除成绩外，孩子成
长的多种可能性。

陈钟吕爱上戏曲完全是受家人影
响。小时候哄她入睡的从来不是什么

“摇篮曲”，而是作为越剧爱好者的外
婆、母亲经常哼唱的《梁祝》唱段。当别
的孩子看动画片的时候，陈钟吕看的却
是各种越剧视频。我记得，陈钟吕被送
到“小花班”的时候才 4 岁，开口跑调，
并不是“天才型”选手，但她对越剧是真
爱。唱戏要保护嗓子，陈钟吕五年来连
一个冰淇淋都没吃过。“勒头”，是戏曲
的化妆手法之一，演员用布带缠在头
上，十字交叉之后用劲一勒。虽然觉得
头疼，但陈钟吕却跟我说，在她眼中戏
曲特别美，为了美就要忍受痛苦。

从小送孩子去学钢琴、学跳舞，是
不少家长的选择，可想到送孩子学戏的
人并不多。2011年，我们组建“小花班”
的时候，只有 3 个家长带着孩子来报
名。现在班上已经有 20 多人了。他们
除了每周来上一次课外，每天在家也要
自行练习，在微信群里传视频“回课”。
每次看家长发来的孩子练功视频，我都
会很有感触，有的在阳台，有的在客厅，
还有的在地库。一名在南外就读的孩
子，上初三了仍然坚持学戏，而且孩子
的成绩在学校还是数一数二的。这么
多年教下来，我发现真正优秀的孩子都
是学有余力的。

我们和戏校不同，我们的任务是普
及戏曲，来这学戏的孩子，也不是为了当
演员，而是从看戏、听戏到学戏、唱戏、爱
戏，提高戏曲素养，培育自己对传统文化
的感悟与兴趣。有了这些“专业”的爱好
者，戏曲才会有观众、有未来。

选修课，播撒戏曲种子

讲述人：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
教授谈欣

2017年开始，我们学院专门针对大
三的学生开设了每周一次的非遗实践音
乐传承选修课。虽然第一年只有7个学
生报名，但我们的课程继续。给学生上
课的时候，我发现仅仅讲解传统戏曲的
知识点，同学们还是不能很好地理解，比
如京剧里的“贵妃醉酒”到底怎么一回
事，学生们如果不去学戏是没法真正理
解的，如果不理解也就很难产生兴趣。

后来，我就找到江苏省演艺集团扬
剧团的著名旦角李霞。我们一拍即合，
我给学生讲解知识点，李霞老师给学生
示范，辅导练习身段，学期结束，学生们
再以舞台展演的形式将学习成果一一
呈现。体验式教学收到了很好的反馈，
同学们从最初对戏曲的陌生感，到逐渐
对戏曲越来越感兴趣。第二年报名的
学生增加到10人，第三年有20人。

2020紫金文化艺术节期间，17名大
二、大三的学生在专业老师、非遗传承人
的“助演”下，献上了一台名为“传戏唱曲
承国粹”大运河非遗文化戏曲曲艺展演
的精彩演出。其中南京白局、苏州弹词、
扬州清曲、昆曲、京剧、越剧、黄梅戏等千
年运河流淌下来的“非遗文化”汇聚在舞
台上，尽显青春朝气。一名唱美声的男
生说，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也有机会穿
上长袍大褂在舞台上表演戏曲。

我们是一所师范院校，承担着培养
未来教师的责任。我希望，当这群学生
走上工作岗位时，能将戏曲的种子继续
播撒下去！

从B站到校园，
有一群年轻“戏曲粉”

王一博的京剧造型

濮存昕、郭达在剧中分别饰演林则徐、王鼎。

刘恺威饰演周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