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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高利平

旧时报童、旗袍少妇……一个个穿越年代的人物依
次出现。11月20日晚，南京大华大戏院，2021紫金文化
艺术节小剧场单元竞演剧目越剧《金粉世家》在10部孵
化剧目中首演。

“号外号外，今晚四楼剧场上演《金粉世家》，看金家
兴衰，民国爱情，红男绿女，依次登场喽！”随着报童的声
声叫卖，步入大华大戏院的观众，被身着戏服的演员引导
上了四楼，长长的走道两边，三嫂王玉芬正听着电话，大
哥金凤举躺在摇椅上悠闲地欣赏美人照，八妹金梅丽边
读书边来回踱步。剧场里，主母金太太端坐看报，丫鬟小
怜在一旁擦着桌子，仆从金荣引导观众逐一落座……一
台好戏就这样开场了。

越剧《金粉世家》改编自张恨水同名小说，讲述了
民国时期，金家烜赫至极，突逢变故，一落千丈。面对
家族衰败，金家七爷金燕西忧心前程，豪门千金白秀珠
适时提出让他与妻子离婚、相随自己同赴德国，便可再
享繁华，金燕西纠结难断……

该剧由南京市越剧团出品，青年编剧俞思含创作，中
央戏剧学院博士李佳秋执导，南京市越剧团梅花奖演员
李晓旭领衔，该团优秀青年演员章琪、冯悦、庄涵婷、郦晨
烨等联合演出。《金粉世家》原著作者张恨水与南京颇有
渊源，他曾在南京创业，并以南京为背景，先后创作出多
部与南京相关、具有南京特色的长篇小说。《金粉世家》一
书中，金家所在地名唤“乌衣巷”，正是南京著名景点之
一；金家众少爷名从鸟字辈，亦有“旧时王谢堂前燕”的象
征意味。

越剧《金粉世家》以金燕西为第一视角，通过正叙、倒
叙、插叙的手法，将现实与往昔勾连，描写金燕西在家族
凋敝之际的心理变化和其与冷清秋、白秀珠、邱惜珍三位
女子的情感牵缠，表现新旧更替时代人性的幽微、爱情的
幻灭。

整部作品构思巧妙，时空转换灵活自由，一大亮点
就在于原著作者“张恨水”这一角色始终贯穿其中，忽
而现身观众席，忽而徜徉舞台，与剧中人金燕西形成
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生际遇对应。与此同
时，观众还可以挥舞玫瑰花给演员喝彩，甚至可以随
着剧情的发展，和演员一起翩翩起舞。这些沉浸式互
动设计，让观众产生了“既是看戏人，也是戏中人”的
丰富感受。

全剧还铺陈了“实”与“虚”两条线索并行发展。实线
部分围绕日渐败落的金家遭逢倾覆大火前的最后一日
里，金燕西面对“是否接受白秀珠所赠专员票，与冷清秋
离绝”的两难选择展开；虚线部分则通过金燕西的梦境、
对过往经历的追忆、与张恨水的对话等，体现其放肆张扬
又痛苦迷茫的内心世界。“实”有现实主义的“钢骨”分量，

“虚”有非现实的无限遐想和浪漫色彩。
首次在舞台上穿西装、打领带，扮演当代男性角色，

新晋梅花奖小生演员李晓旭坦言，这对她来说是个很大
的挑战。没有水袖等传统戏曲程式可以外化人物内心，
李晓旭在表演上更趋于生活化，她的表演张弛有道、恰如
其分。金燕西对爱情、家族、前途、命运的纠结取舍、迷茫
思索，经李晓旭生动演绎，一颦一笑、一个转身、一声叹息
都入木三分。

南京市越剧团团长杨庆锦表示，推出小剧场越剧，希
望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剧场，让他们爱上戏曲、爱上传统
文化。

越剧也“玩”沉浸式！

《金粉世家》打造
小剧场观演新体验

多元化、个性化，
小剧场打开生活丰富面貌

一年一度的紫金文化艺术节，凝萃着
江苏最新文艺优秀成果。艺术节今年首次
设置“小剧场展演”板块，通过10台原创剧
目的打造，展现江苏文化生活、精神享受的
丰富面貌。

“没有严格的年龄限制，也不一定要
专业出身，甚至有反串的可能。不用担
心无法融入，这里有南京越剧团的专业
老师提供指导……”11 月 20 日至 12 月
17日，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文化和
旅游厅、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主
办，南京艺术学院、南京市文投集团联合
承办的2021紫金文化艺术节小剧场单元
精彩启幕。“打头炮”的越剧版《金粉世
家》在南京上演时，观众除了坐在台下欣
赏，还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剧中人，如此

“沉浸式”的观剧体验，自然引来众多戏
迷的踊跃报名。

小剧场演出，顾名思义就是相对于传
统大剧场，它的表演空间更小。当观众

“近”到可以看清楚台上的每一个细微表
情，改变的就不仅仅是空间格局和体量的
大小。

由呼吸剧社带来的话剧《老人与海》
将于12月10日亮相南京青春剧场。不久
前，这个剧目在南京艺术学院进行了内部
表演。在选取的一个15分钟左右的段落
中，一位年轻男演员讲述自己目睹父亲患
有渐冻症后在生活中面临的诸多困难，感
动了全场。“他不是演的，今天所有的表达
都是他的真情实感。”一位同学说。呼吸
剧社是由南京艺术学院表演专业毕业生
组织的一个戏剧团体，创排过《商鞅》《红
色的天空》等多部有一定影响力的话剧。
导演段菲告诉记者，在日常训练中，他们
会让演员在舞台上剖析自己的人生故事，
从自己真实的经验中呈现作为“演员”的
深刻思考与表达。而此次的《老人与海》
中，关于父亲患上渐冻症的部分，就是台
上演员的真实经历。

更为多元化、个性化的文化消费需求，
催生出小剧场演出的日益红火。无论是演
出类型的多元化、个性化，还是与当下年轻
人的生活更为贴近的属性，都折射出当代
大众审美意识的迭代发展。

据悉，此次入选的10个剧目不但题材
多样丰富，在表现风格上也是传统与实验
兼顾。除话剧外，还有1部儿童剧、1部音
乐剧和1部越剧，而7部话剧的表达方式也
各具特色。

《生活在天上》改编自著名作家毕飞宇
的两部小说《生活在天上》和《彩虹》，用年
轻的视角解读都市空巢老人的情感世界；
丁香烈士的革命事迹感动了无数人，今天
的大学生又是如何理解的？大学生原创剧
目《似是故人来》，通过戏中戏阐述了自己
走近烈士的心路历程；南京传媒学院带来
的《白局梦想团》，讲述本土非遗的新故事，
而《李叔同》特意创排了音乐话剧（校园
版）、话剧（剧场版）两个不同的版本，满足
不同受众的需求。

“街头巷尾正在发生的每一件有趣的
事，都是这个剧场上演的内容。戏剧，让人
们对于一座城市的记忆更加清晰。”南京艺
术学院影视学院院长陈捷表示，日益活跃
的小剧场，正成为打开和塑造一座城市性
格和气质的新窗口。这些精心打磨的小剧
场展演，不仅为观众打开了心灵之门，也为
本土的艺术家打开了自我思考、探索无限
可能的空间。

从无到有，
10部剧目精心“孵化”而来

文艺赋予江苏人和乐居于此的人们独
特的文化温度。这10部小剧场作品不仅
透着“生活的热气”，也是江苏舞台创作编、
导、演融合促进的又一次有益尝试。

在省委宣传部牵头下，南京市演艺集
团与南京艺术学院合作，成立了江苏省剧
本孵化中心。今年4月，省委宣传部发布

“江苏省戏剧剧本大纲征集启事”，面向全
省中青年编剧征集舞台演出原创剧本大
纲。经过剧本创作孵化中心相关专家的
审核评选，30个剧本从98个投稿中脱颖
而出。

5月下旬，在为期6天的“江苏省剧本
创作孵化中心首期培训营”上，13位业内专
家、学者以及30余位来自全省各地的编剧
学员们共聚一堂，通过现场授课、构思分
享、学员分组和导师指导等环节综合提升
剧目创作质量。

《文艺报》新闻部主任、副编审徐健围
绕《近年中国戏剧创作热点、问题及趋势》，
为学员们列举了2012年至今的现实主义
题材剧目创作特点，深入浅出地引导学员
们走出创作舒适区，从“经典剧目”中汲取
力量，拓宽创作视野。在互动环节，徐健结

合自身创作经历，鼓励学员们在了解生活
的基础上，关注“小人物”“新人物”，在创作
中敢于尝试，勇于探索。

在剧作构思课上，上海戏剧学院高城
教授从“剧作方法”的角度，阐释了舞台剧
创作的规律，帮助学员解决创作过程中的
实际问题。

《剧本》月刊副主编武丹丹就“编辑眼
中的好剧本”这一主题，凭借自身丰富的剧
本编辑经验，结合多部优秀剧目，与学员们
分享了自己在工作中的感受与收获，从实
践角度启发大家如何开展戏剧创作。

孵化是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是一个
成果不断成熟的过程，更凝聚了多方的共
同努力。

“通过集中培训、剧本朗读、联排公演
等方式，对入选剧本进行孵化。经过数
个月的打磨提升，最终在成本的30个剧
本当中，我们又挑选了10个题材各异的
剧本，通过与剧团的对接，才完成创排。”
在南京市演艺集团总经理李晓龙看来，
从文本到舞台的转化，从无到有的“孵
化”，折射出的正是江苏文艺精品创作良
好的生态环境。

“这次征集到的剧本，主题十分丰富，
脱贫攻坚、科技创新、生态环保、红色题材
等都有涉及。”陈捷告诉记者，青年编、青
年导、青年演，是此次孵化剧目的显著特
点。除了职业的年轻编剧外，高校师生、其
他行业的年轻人也积极打开“青春的麦克
风”，将青春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掏”出
来，年轻的“心潮”让观众“澎湃”。

据悉，此次的紫金小剧场首演竞演，特
邀著名剧作人赖声川担任评委会名誉主
席，多位不同领域的专家评委将根据剧本
内容、剧目编排、表演技巧、现场效果等方
面进行打分。

“可以说，原创精品的孵化打造，也反
过来促进了我们江苏本土戏剧人才的培
养。”陈捷说，生活和艺术相互塑造。不管
是大剧院，还是小剧场，那些具有时代特
征、中国特色、江苏特质的生动故事，永远
是打开观众心门的钥匙。

107个小剧场，
“文学之都”激活文化空间

2021紫金文化艺术节小剧场单元的
开启，同时也拉开了“金陵小剧场”展示季
的帷幕，让蓬勃发展的南京小剧场被更多
人“看见”。

走进1913国民小剧场，一场“文艺范”
的演出，让你看到南京本土文化的深厚内
涵；参观江宁织造博物馆，除了《红楼梦》的
前世今生外，不大庭院里的一方“曹府戏
苑”，让古戏台继续“活”在当下；在熙南里
街区甘熙故居，非遗小剧场已成功吸引很
多南京高校新生力量和年轻潮流人士驻
留；而位于新街口闹市区的大华大戏院·群
剧场，则用年轻态的戏剧为载体，照亮一个
城市的生活光亮……

近年来，南京市把公益性小剧场建设
作为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服务群众高
品质生活的抓手，高标准谋划、品牌化打
造、可持续发展，结合全市“11+1”区小剧
场的特色，以城区 4个小剧场场景为代
表，打造建设“金陵小剧场”样板基地，展
示南京市小剧场建设的丰富性和多样
化，推动南京小剧场建设迈上新台阶、走
在全省全国前列。

作为“文学之都”，南京到底有多少个
小剧场？

点击刚刚上线的“金陵小剧场”平台，
便直观可见：随意切换到南京各区，该区域
内小剧场的分布情况便了然于心，通过点
击剧目、活动、视频、福利等子菜单，还可及
时获知各个小剧场最为详尽的剧目资讯及
导览服务。一张“金陵小剧场地图”，就这
样赫然在目。

“平台上的数据，是我们收集整理了南
京超100家小剧场资源所得，内容丰富详
尽。”“金陵小剧场”平台负责人龚龑龑告诉
记者，南京市不少商业综合体、书店、文艺
创意园区都搭建了小剧场舞台。据不完全
统计，截至今年10月，南京市共有107个
小剧场，包括室内小剧场68个、室外39个，
以公益性小剧场居多。其中具有售票资
质、可商演的小剧场有17个；有稳定演出
团队并有常态演出的小剧场50个。

剧场虽小，意义却不小。一个个新崛
起的小剧场，正在以戏剧的力量，流出“文
化活水”。而2021紫金文化艺术节，正是
将提升城市的这一股温柔力量通过展演的
方式集中展现在观众面前。

有人说，想了解一座城市，一定要走进
她的剧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为什
么更加需要小剧场？

“在城市一体化发展的今天，观众走进
色彩丰富的小剧场，可以触摸到每个城市
独特的文化品格、年轻表达和时代审美。”
南京本土导演、南京艺术学院青年教师段
菲说。

青年编、青年导、青年演，走进“金陵小剧场”——

十个“孵化”剧目冒着生活热气来了

“文艺大餐”是江苏文化强省建设的生动注

脚。眼下在南京，越剧《金粉世家》、话剧《老人与

海》、音乐剧《李叔同》等一场场冒着“生活热气”的

原创剧目，正在位于寻常巷陌的各个小剧场如火

如荼地上演中。随着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不断提

高，今年的紫金文化艺术节首次设置了“小剧场展

演”板块。在这些青年编、青年导、青年演的剧目

中，时代年轻的“心潮”让观众愈加“澎湃”，南京的

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也受到外界瞩目。

□ 本报记者 陈 洁

本报讯（记者 冯圆芳）记者从省作家协会获悉，首
届高晓声文学奖评选工作已于日前启动。高晓声文学奖
是在省作协、常州市委宣传部指导下，由常州市文联设立
的专项文学奖项，旨在鼓励新时代乡村文学作品创作，推
出一批体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优秀新乡村题材小说
作品。

根据评选公告，参评作品须为2020年 1月1日至
2021年11月30日期间，在国家正式报纸、刊物、出版
社、网站公开发表和出版的原创作品，无署名权等版权纠
纷。参评作品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聚焦社会发展，反映现实生活，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催人奋进、鼓舞人心的新时代精神；
应聚焦时代巨变中的中国新乡村，关注新时代发展中的
新乡村现实，塑造具有典型意义的新乡村人物；应注重题
材、主题、风格的多样化，为新乡村书写寻找新的文学表
现和表达方式。

首届高晓声文学奖设立长篇小说奖2个（版面字数
在13万字以上的小说），中篇小说奖3个（版面字数在
2.5万字以上，13万字以下的小说），短篇小说奖5个（版
面字数在2.5万字以下的小说），奖金分别为每部10万
元、5万元、5万元。

首届高晓声文学奖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