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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姚依依 陈洁

扎根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永恒命题

“你一身的功夫，没有观众为你叫好，你就
什么都不是，我们得奖以后，尤其要尊重观众
对我们的爱。”作为前辈，本届中国戏剧奖评
委、中国剧协副主席、二度梅花奖获得者谢涛
叮嘱演员们：永远不能离开观众。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永恒命
题。南京市越剧团演员、本届梅花奖得主李晓
旭说，在排演现代越剧《上邻下舍》时，她和团
队曾到南京市淮海路社区体验生活。“我们体
验老城区改造中的电梯安装工作，在那边待了
十多天。最大的感受是，作为城市的毛细血
管，社区工作者什么都要管，天上飞的、地下跑
的，四条腿、两条腿的，很辛苦，但他们在付出
中也体会到了快乐。”这样的扎根生活，让李晓
旭在表演上有了更真切的体会，“人在付出的
时候，是有大爱的、有光芒的，这影响到我在舞
台上塑造人物角色。”

扎根人民的创作，人民的认可是最重要
的。年过七旬的一级编剧吴傲君阐释了自己
对于“好戏”的理解：我们不能保证观众进剧
场，但我们必须保证观众进到剧场，不能让他
们走，观众看完戏还不想走，那就是好戏。“我
们为人民服务，拿什么服务？就拿戏；什么
戏？好看的戏、有意思的戏。”吴傲君凭借花鼓
戏《蔡坤山耕田》获得本届曹禺剧本奖。他坦
言，剧本的灵感源于小时候看过的与蔡坤山有
关的戏，“我想写戏就是把老百姓的酸甜苦辣、
心里话编到我们的戏里，再拿给老百姓看，这
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扎根人民，也让创作者体悟到了最动人的
“人间烟火”。凭借话剧《人间烟火》摘得本届
梅花奖的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涂松岩，为了演
好青年党员干部主动请缨从区里调到基层主

持棚改工作的故事，和剧组专程去棚户改造区
实地采风。“我记得当时有一个30多岁的年轻
基层干部，雷厉风行，一见面就告诉我们这里
还有几户人家没搬迁，原因是什么，一看就是
扎扎实实做工作的。完了他带我们去会议室
开会，那是一个特别简陋的工棚，7 月份正是
酷暑难耐的时候，工棚里温度非常高，他却说：

‘没什么，我们也不常在这儿待，经常跑到社区
里做工作了。’那一刻，我一下抓住了苏小鱼这
个角色的精髓，那就是务实。”

“不是关起门来自己搞自己的，而是要有
更加开放的眼光，去吸纳世界最优秀的、人类
共同认知的那些最好的东西。”中国剧协分党
组书记陈彦认为，戏剧创作要紧扣时代脉搏，
同时不断思考自己和世界的关系。疫情暴发
之后，这个任务变得更为重大和迫切，这也是
我们戏剧工作者要深刻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立足观众，与年轻人产生更多连接

“有人说现在的戏不好看，尤其是年轻人
不爱看了，主旋律题材就不是给年轻人看的，
这个我特别不服。”一级编剧王宝社凭借话剧

《三湾·那一夜》，荣膺本届曹禺剧本奖。
10 年前，陪曾经当过八路军的父亲前往

三湾、井冈山参观时，王宝社成为了一名“三湾
历史发烧友”。“这么精彩的历史如果没写好，
是我的责任。”为了打造一部面向年轻人的红
色题材话剧，王宝社在深入梳理史料的同时，
还经常跑到大学和中学去做调查，和学生们交
流。“写什么和怎么写，考验的是作家对题材的
发掘能力，以及像工匠和手艺人一样不断锤炼
的技巧。真正打动人的东西，应该是作家的思
考和他在作品中的回答。”《三湾·那一夜》上演
后，一票难求，很多年轻人把这部主旋律话剧
奉为网红剧。

打造年轻人爱看的主旋律戏剧，对于戏剧
工作者而言是压力，也是动力。以《粤剧折子

戏专场》摘得本届梅花奖的广东粤剧院一团演
员彭庆华提到，2015 年《决战天策府》票房火
爆，反而让他感受到另一种压力：自己的底子
太薄了！

“现在的新生代观众，他们的挖掘能力是
很强的，能把我从出道开始，演过的所有戏、
写过的文章、说过的话，全都‘挖’出来。当观
众关注我们，用很大的热忱投注到我们身上，
我们能给他们什么？”彭庆华说，粤剧本身就
是一个在学习中不断变化，从各大剧种中“舀
人家的水回来”的年轻剧种。观众买票入场
看戏，看完后下次还来买你的票，事实上并不
容易。“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提醒自己，只有
把自己最实在的、最有传承性的、最拿得出手
的东西打磨得越来越漂亮，才能真正吸引年
轻观众。”

疫情也让戏剧工作者重新思考戏剧和观
众的关系。以话剧《家客》获得本届曹禺剧本
奖的一级编剧喻荣军说，疫情让他思考：观众
为什么会走进剧场？当下时代变迁，有很多可
以写的题材，我们应该写什么？他认为，“观众
走进剧场是渴望精神的交流和灵魂的对话。
戏剧在整个社会中相对处于边缘状态，这种状
态正好给我们一个机会，可以更客观地打量这
个社会，与观众之间进行真诚的交流。戏剧是
要对抗时间、对抗遗忘、对抗世俗的，甚至要对
抗一种习惯，这样才有更多新的东西，让戏剧
迸发出更强大的力量。”喻荣军说。

守正创新，构建中国演剧体系

“守正创新，正是什么？新又是什么？我
们要深刻思考这个问题。”陈彦认为，艺术最后
的创新，是登上巨人肩膀后的最后一搏，是华
丽转身，是一次蝶变，而不是用一些花里胡哨、
新奇的东西去博眼球，这是当下中国戏剧面临
的一个问题。

“‘正’，我们有很多正的东西，但是‘新’是

模糊的，很多‘新’是很危险的。我们要努力建
构起包括创作、表演、导演等一系列完整的中
国演剧体系。希望在座的艺术家不要追赶风
潮，不要陷入某些一时行当的热闹。一个真正
的艺术家要保持艺术创造的独到个性，找到自
己生命的突破口，从而建构起属于你的、属于
中国戏剧的艺术天堂。”陈彦说。

我国各地剧种丰富、历史悠久，背后的文
化博大精深，这也正是戏剧守正创新的发力
点。谢涛向年轻演员建议，“演员要有独立思
考能力，要有自己的审美认知，要知道自己剧
种的特点和特色，了解并继承下来，这是非常
重要的。”

本次摘得曹禺剧本奖的昆剧《梅兰芳·当
年梅郎》便是抓住剧种特点的创新之作。“实际
上，作为一个古老的剧种，昆曲更多的创作范
畴在古典作品中，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近
30 年没有排演过昆曲的现代戏”，该剧编剧、
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院长罗周在现场分享
获奖经验。作为一部“大胆创新”的昆剧现代
戏，该剧从文本阶段，便依循着昆曲创作规律、
套序的节奏和独特的创作方式进行创作。“这
证明我们昆曲不但能反映古典题材，在现当代
的题材中也是大有可为的。就我的创作而言，
如果没有《梅兰芳·当年梅郎》，也不会有接下
来的抗疫题材作品《眷江城》，也不会有即将面
世的红色革命题材作品《瞿秋白》。”

来自天津京剧院的演员黄齐峰，此次凭借
京剧《狄青》获得梅花奖。他表示，创新是一个
非常大的课题。“京剧是一门综合型艺术，我和
我的京剧同行要做的是，如何巧妙嫁接兄弟剧
种、兄弟艺术门类的优良部分，在嫁接的同时，
守好京剧的‘正’，千万不能‘转基因’。”

扎根人民，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第30届梅花奖、第24届曹禺剧本奖获奖者座谈交流

举办“梅花奖”，可谓投射在南京这座“梅花城市”的一束光。从5月8日到21日这短短的14天时间

里，来自全国的梅花奖演员不仅完成了竞演演出，还深入南京城的大街小巷，用17场精彩的线下活动和

南京广大剧迷朋友亲密互动。戏剧舞台上呈现的时空，与南京这座城市发生着奇妙的化学反应。

戏剧节落幕了，但留下的思考在继续。5月22日，“感恩人民 服务人民”

梅花表演奖、曹禺剧本奖获奖者座谈会在南京举行。15位获奖演员、5位

获奖编剧及评委专家在会上围绕戏剧与人民的关系、当代戏剧如何

守正创新、演员编剧的责任与担当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交流。

婺剧《楼胜折子戏专场》

□ 本报记者 高利平

在刚刚结束的第 30 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评选活动中，南京市越剧团优秀青年演员
李晓旭，凭借原创诗韵越剧《凤凰台》荣膺
梅花奖，成为我省戏剧界第 49 朵“梅花”。
同时，李晓旭也是继陶琪之后南京市越剧
团的第二朵“梅花”，更是越剧毕派小生中
的首朵“梅花”。

勤奋与坚持，梅花香自苦寒来

13 岁上戏校，17 岁进越剧团，19 岁拜师
毕春芳，从艺 22 载，34 岁的李晓旭如今已是
南京市越剧团青年演员中的佼佼者。

进团第二年，恰逢戚派花旦朱蔺举办个人
折子戏专场，李晓旭为她配戏，一段《梁祝·十
相思》唱得凄凄切切、感人肺腑，给特邀前来参
演的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毕春芳留下深刻印
象。又过一年，南京市越剧团举办 50 周年团
庆，再次邀请毕春芳登台。意外的是，毕老师
主动提出想收李晓旭为徒。就这样，李晓旭正
式拜入毕春芳门下，成为毕派关门弟子。拜师
之后，她每周跑一趟上海去毕老师家学戏。十
几年前还没高铁，学完戏就坐4小时的夜车回
南京，到家总要到凌晨两三点。

李晓旭是团里有名的“拼命三郎”，练起功
来是对自己最狠的。穿着10公分左右的厚底
高靴，圆场起码走二十圈以上，还要求自己做
到前褶纹丝不动、后褶漂移起来，达到“水上
飘”的效果。渐渐地，戏迷们越来越喜爱这位
扮相俊美、唱腔醇厚的毕派小生，年轻粉丝还
亲切地称呼她“晓哥”。

李晓旭自己总结：“我一直都在一步一
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往前走。对于越剧、对
于毕派我总有一种使命感。”这种使命感让
她始终勤奋刻苦，践行着戏比天大的准则。
南京越剧团创始人竺水招之女、越剧表演艺
术家竺小招评价道：“最怕一个演员因为满
足于自身的天赋而不够努力，李晓旭并不是
最有天赋的那个，但她永远是最勤奋、最刻
苦的那个。”

二度“白玉兰”，爱拼才会赢

2009 年拿下“越女争锋”小生组金奖，
2016 年凭借毕派经典《玉堂春》夺得第 26 届
白玉兰配角奖，2019 年凭《乌衣巷》一人分饰
二角的精彩表现再度获得第29届白玉兰戏剧
表演奖。将众多奖项揽入怀中，李晓旭除了勤
奋，还靠着一股子钻研劲儿。

“越女争锋”之后，毕老师年事已高，无法
在身段表演上给李晓旭更多指导，她叮嘱晓
旭：“侬最好找一位昆曲老师教教身段。”在市
演艺集团和越剧团的大力支持下，李晓旭跨界
拜师，成为了昆曲小生名家石小梅的徒弟。入
了“石门”，李晓旭马上就向老师学了一段《桃
花扇·惊悟》，并改编成越剧。年终考核时，团
里大小演员都被她的侯方域惊艳到了：身段的
提升，表演节奏的把控，眼神里的内涵，所有细
节都上了一个台阶。

紧接着，团里排演戚毕流派的经典大戏

《玉堂春》，她饰演王金龙，虽是为旦角配戏，她
却没有小看这个角色。“王金龙这个人物其实
对我挑战很大，他最初是小生行当，落魄后是
穷生，高中做官后又变成大官生，角色跨度大，
对演员的综合要求也高，很锻炼人。”在越剧表
演中，她有意识地借鉴昆曲小生的程式和方法
来辅助刻画人物，最终凭借这一角色，夺得第
26 届白玉兰配角奖，那年李晓旭才 29 岁。连
毕老师都为她担心，提醒道：“这个奖你拿得太
早了，千万不能骄傲啊！”

之后，南京市越剧团决定为李晓旭量身打
造一部诗韵越剧《乌衣巷》，剧中，李晓旭一人
分饰王献之、王徽之兄弟二人，在唱腔上创新
运用了“竺派”和“毕派”，既生动塑造了性格迥
异的人物形象，又展现了两大主流派别的不同
特色。2019 年，李晓旭凭《乌衣巷》再度获得
第29届白玉兰戏剧表演奖。

石小梅对这位女徒弟赞赏有加：“晓旭追
求完美，对艺术上任何一个细节都不放过。这

次《凤凰台》冲梅演出前一周，她还拉着我和竺
小招一起给她解决细节问题。她永远不知疲
倦，永远想着前进。”

梅花奖是圆梦，更是全新的开始

在越剧舞台上，李白从来没有作为第一主
角呈现过，《凤凰台》开了先例。该剧几乎涵盖
了李白的一生，李晓旭要从风流飘逸的青年李
白一路演到垂垂老矣的暮年李白。

“金陵夜寂凉风发，独上高楼望吴越。白
云映水摇空城，白露垂珠滴秋月。”随着悦耳悠
扬的丝弦伴奏，李晓旭踏着流畅自如的台步，
潇洒飘逸地出场了。顿时，台下观众恍然：“李
白来了！”

初登场时，李晓旭将青年李白放旷通达的
心性外化为行云流水的台步与飞扬的衣袂，大
段的水袖身段，边舞边唱，令人赏心悦目。接
近尾声，暮年李白归为沉静，李晓旭运用声腔
的变化把诗人的狂放、豁达、干净、剔透经由大
段唱腔与念白传递出来，将观众带入到一片诗
意、静谧的境界中去。

表演中，李晓旭大胆创新，将昆曲身段
以及念白节奏的细微妙处，恰到好处地融入
越剧，形成了极具个人特色的毕派表演风
格，塑造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越
剧李白。

南京市越剧团团长杨庆锦用八个字总结
李晓旭夺梅——天道酬勤，众望所归。石小梅
对爱徒成功夺梅则表示“意料之中、志在必
得”，“申梅这场演出，晓旭已达到表演的高级
阶段——忘我。在台上，她就是李白，一招一
式真正进入了人物，唱念做打没有一处不到
位，完完全全发挥了越剧毕派艺术的精华！”

李晓旭说，梅花奖是每一位戏曲演员的梦
想，她曾在毕春芳老师灵前许下愿望，要为毕
派夺得一朵梅花，如今终于得偿所愿。欣喜之
余更多的是感恩：“领导、前辈、搭档、同事，幕
后的乐队、舞美人员等，每一个不可或缺的人，
成就了这台戏，也成就了我的梅花奖。”她表
示，夺梅之后，一切都将从零开始，梅花奖是圆
梦，更是全新的开始。

□ 本报记者 姚依依 顾星欣

5 月 23 日，第五届紫金合唱节如约而
至，为江苏观众献上一系列合唱盛宴。许许
多多热爱合唱、热爱音乐的人们，走进音乐
厅，沉浸在至美至善的音乐世界中。

管风琴演奏中，江苏大剧院童声合唱团、
江苏大剧院青年爱乐合唱团女声团带来《唱
支山歌给党听》，拉开了本届“颂歌献给党”紫
金合唱节的序幕。

“端起了土枪洋枪，挥起着大刀长矛，保卫
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开幕音乐会上，来自祖国各地的 11 支知名
专业合唱团参与演出，由南京地区合唱团队
构成的 300 人合唱方阵参与助演。中央歌
剧院合唱团带来气势磅礴的《渔家傲·反第
一次大“围剿”》《保卫黄河》《七律·人民解放
军占领南京》；北京四中金帆合唱团倾情献
唱《映山红》；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女声
合唱团深情演唱《十送红军》；南京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合唱团带来的《天路》，江苏省演艺
集团爱之旅合唱团与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
院合唱团合作演唱的《不忘初心》《在灿烂阳
光下》等展现中国共产党光辉历程的作品，
让观众对当下的美好生活感同身受。最后，
在恢宏的乐声中，全体合唱团与观众激情唱
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用歌声唱出
对党的热爱。

贵阳合唱团女声合唱团身着精美少数民
族服饰登场，演唱了独具西南地域风格的《高
原我的家》《醉苗乡》。贵州省音协副主席、贵
州省合唱联盟主席方玲向记者介绍，“我们请
一些作曲家去省内地市采风，将我们的民族
音乐元素改编成现代人喜欢的合唱。女孩子
回家路上，看着家乡越来越好、越来越美的心
情；少数民族同胞喝米酒后微醺的神态，都通
过歌曲为大家展现出来。”

继盛大的开幕音乐会之后，5 月 24 日下
午、5 月 25 日晚，中央歌剧院合唱团《中外经
典作品》合唱专场音乐会、爱乐男声合唱团

《唱支山歌给党听》合唱专场音乐会陆续在江
苏大剧院激情唱响。

作为活跃在中外歌剧和音乐会舞台的职
业合唱团，中央歌剧院本次专场音乐会节目
编排精巧，前半场为外国歌剧中的经典选段，
后半场为来自我国少数民族的经典歌曲。著
名作曲家朱塞佩·威尔第创作的歌剧《游吟诗
人》中的《铁砧合唱》拉开了音乐会的序幕，蒙
古族歌曲《嘎达梅林》、高山族歌曲《阿里山的
姑娘》等少数民族歌曲，则生动诠释了少数民
族人民的生活图景。

“作为国家院团，在建党百年这个特别的
年份里，我们很荣幸能够带着歌颂党的作品，
参加第五届紫金合唱节。”中央歌剧院合唱团
团长、男高音歌唱家高伟向记者表达了自己
的激动和喜悦。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
在《唱支山歌给党听》合唱专场音乐会中，爱
乐男声合唱团通过男声合唱、无伴奏小组唱、
女声独唱、男声独唱等各种异彩纷呈的合唱
形式，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听觉盛宴。

气势磅礴的《大江东去》、年轻人深有共
鸣的《隐形的翅膀》、铁骨铮铮的《精忠报国》、
感慨万千的《我爱这土地》、悠远辽阔的《家
乡》、颇具特色的《欢乐的那达慕》⋯⋯爱乐男
声合唱团从古代诗词到现代流行音乐，从轻
快温婉到铿锵有力，以多元风格的选取、情绪
饱满的演唱，让在场各个年龄段的观众都能
找到属于自己的“歌单”。

为纪念袁隆平院士，爱乐男声合唱团还
带来由本次指挥孙毅作曲的诗朗诵与合唱

《种子》，让台下观众不禁湿润眼眶。最后，合
唱团加演《传奇》，与现场观众共同合唱了江
苏作曲家王莘作词作曲的《歌唱祖国》，阵阵
掌声响彻江苏大剧院音乐厅。

紫金合唱节自 2013 年至今，已成功举
办了四届，成为展示江苏文化综合实力、展
现江苏人民奋发向上精神风貌的一张亮丽
名片。本届合唱节以“颂歌献给党”为主题，
设有开幕音乐会、全省合唱比赛、专场惠民
演出、分会场活动、合唱作品委约创作与征
集评选、中青年词曲作家培训、闭幕式暨颁
奖音乐会 7 个板块，系列活动将持续至 6 月
12 日。

本届紫金合唱节高度重视活动的广泛
性和群众的参与性。与往届相比，各团队
参与的积极性显著提升，本届复赛参赛团
队已达 61 支队伍，仅参加复赛的队员就有
3351 人。

颂歌献给党

第五届紫金合唱节
激情开唱

李晓旭，江苏戏剧界第49朵“梅花”

《凤凰台》剧照，李晓旭饰演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