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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儿童 ! 尤其是学龄前儿
童! 看一场寓教于乐的儿童剧!无
疑是年轻父母热衷的选择" 但目前
市场上国产儿童剧的数量虽然不
少!真正能让大人和小孩都坐得住
的却仍不多"

加拿大美人鱼剧场出品的儿
童剧#好饿的毛毛虫$!或许可以带
给我们一些思考% 这部剧虽然用了
&黑光剧'的名头!但在黑暗环境中
由操作人员穿黑衣操作木偶这一
噱头并不算有多新颖!两位操作人
员加上一位助手的阵容也绝对算
不上豪华 ! 无论舞台布景还是灯
光(道具 !都简单到几乎朴素 % 然
而!这并不影响它让最不容易坐住
的 ! 岁以上 " 岁以下年龄段的小
朋友开开心心地看完了一场一个
多小时的演出% 作为成年观众!通
过看一场演出!能让小朋友学会辨

认许多动物!了解了毛毛虫蜕变成
蝶的过程 !会数一周七天等 !同样
会觉得不枉其不菲的价格%

这部剧有哪些地方是值得国
内儿童剧团队学习和借鉴的呢) 笔
者觉得可以用这样几个字来归
纳***选对视角(学会取舍%

所谓选对视角! 即抛弃成年人
的创作思维!用孩子的视角去看待故
事% 很多创作者在创作儿童剧时!会
下意识地从成年人的角度去思考!孩
子们在这部剧中能学到什么(收获什
么!从而将成年人的意识灌输到了演
出中%+好饿的毛毛虫$一剧一直都在
以孩子的视角去讲一个个故事!就像
是小朋友写下的观察日记!不会刻意
在知识上加备注!提醒孩子&这是需
要记下的内容哦'!&我们不可以学习
它哦'%小动物的名称也好!各种食物
也好!都任由小观众按照自己的喜好

去接纳吸收!这便给了孩子主观上的
充分自由%

在观看演出前!笔者相当好奇
制作团队要如何改编+好饿的毛毛
虫$这个绘本故事% 通常!一本绘本
的内容很难支撑起一场完整的演
出!所以制作团队会选择对故事的
内容进行扩充% 绘本改编另一个难
度在于 !虽然有视觉形象 !但从平
面到舞台呈现!仍然存在一个跨维
度的壁垒% +好饿的毛毛虫$选择了
将原作者艾瑞,卡尔另外两本绘本
+拼拼凑凑的变色龙$ 和 +棕色的
熊(棕色的熊!你在看什么) $与+好
饿的毛毛虫 $拼接 !形成了三个风
格相同( 却各自独立的小故事!这
不仅满足了演出所需的内容量!又
因为故事简单紧凑!而让小朋友们
始终保持着新鲜感% 同时!用偶剧
的方式最大程度地还原了绘本原

有的可爱形象与丰富色彩!也避免
了以真人扮演和跨维度所造成的
失真 % 看似最偷懒和最简单的选
择!其背后是主创团队对原著的尊
重及对自己二度创作时创作欲望
的克制%毛毛虫在树叶上爬行时的
维妙维肖!变色龙插上鹿角(鱼鳍(

狐尾的流畅技术!都能让观众感觉
到主创团队的匠心独具与非凡的
艺术造诣%创作者们在演出内容和
形式上懂得如何取舍!在创作表现
欲望上知道该如何收放%只有拥有
了这样的睿智与境界!才能创造出
具有艺术价值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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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掉下个红楼梦
!!!越剧"红楼梦#首演 !" 周年随感

胡晓军

一

自 #('$ 年 ! 月 #$ 日在上海共舞台

首演以来!)* 年里!越剧"红楼梦#几乎演

遍全国!甚至走出海外!观众累计达 #! 亿

人次!打造了越剧也是中国戏曲的一个奇

迹$ 作为纪念!上海越剧院在今年 ! 月 #$

日献演%殿堂版&'红楼梦(于上海大剧院!

此后赴北京 )重庆 )宜宾 )泸州 )成都 )广

州)香港巡演!%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的美

妙唱腔又一次响遍各地$ 空间的家喻户

晓!时间的历时贯代!已使越剧'红楼梦(

成了一个立体的金字品牌$

毫无疑问!小说为这台越剧的成功注

入了最根本的基因和最强大的底气$ 理论

上!小说的文学性有多高!戏剧改编的文

学性就有多高$ 但实践中!戏剧对小说势

必进行取)舍)增等工作$ 戏剧改编能否将

小说的文学性转化为自身的文学性!受自

身创造审美特质)观众接受审美特点的制

限$ 照单全收不得要领!取舍不当不合戏

理!取舍得当但缺乏自身创造!这样的戏

剧改编都难言成功二字$ 先于越剧改编

'红楼梦(的昆曲和京剧!均出现了小说与

戏剧的协调性不够) 匹配度不足的现象!

未能流传$ 越剧于上世纪 +* 年代开始了

对'红楼梦(的改编!同样出现这一问题!

经反复多次的尝试! 终在 #('$ 年出现了

徐进改编的'红楼梦(!使两者达成了较好

的平衡$ 剧本的成功!为越剧音乐)唱腔)

身段的创演的成功确立了基础$

越剧'红楼梦(问世!令其他戏曲剧种

改编的'红楼梦(相形见绌!原因首先是越

剧艺术本体具有演绎这部小说的天然优

势$ 专家对此曾有全面精准的分析!如女

子越剧旦角众多行当失衡的毛病!反成了

表现大观园中众多女子的优势*越剧演员

培养功时短)出道快 !在舞台上最接近人

物的年龄)相貌和形体*越剧较早地使用

镜框舞台和写实布景!较大地改革了传统

化妆和服装道具!因而既能表现原著的写

实风貌! 又能发扬古典唯美风格++因

此 !对越剧而言 !不啻天上掉下个 '红楼

梦($

但令越剧这些艺术%优势 &得以发挥

的前提!还是剧本$ 徐进完成了从剧种本

体出发对小说进行取)舍)增的工作!以剧

种最擅表现)受众最爱欣赏的宝黛爱情为

主线!以%黛玉进府 &为起始!以%识金锁&

%读西厢&%笞宝玉&%闭门羹&%葬花&%王熙

凤献策&%傻丫头泄密&等为主干!以借鉴

其他曲种的%黛玉焚稿&为高潮!以原创的

%金玉良缘&%哭灵&作结!在结构上打造了

一个完美的爱情悲剧*同时!以%,不肖-种

种&%会琪官&等描述宝玉叛逆心理及行为

作副线!与黛玉及贾府中人的反应构成对

比和牵连! 作为剧情发展的一个重要动

力$ 由此!全剧除小儿女的情感纠结外!还

有了独生子贪玩惹祸)大家庭棒打溺爱等

属于日常生活的桥段++如此一来!剧本

再度夯实了越剧的美学质地...古装唯

美)儿女情长)家长里短)悲剧结局!从而

实现了与小说文学性的契合$

二

越剧对'红楼梦(的成功改编!极大地

提升了剧种的思想人文价值 $ 在越剧史

上!无论早期取材于民间传说的'梁祝 (!

还是中期从昆曲移植的'西厢记(!尽管富

含对封建礼教的批判 !却未能摆脱%才子

佳人戏&的窠臼$ 直到 #('$ 年!越剧凭借

'红楼梦(的成功改编!既延续了古典)唯

美)爱情的生命线!又彻底摆脱了轻而浅

的%才子佳人戏&的诟病$ 较诸'梁祝('西

厢记(!'红楼梦( 的伟大之处便是宝黛从

一开始起就超越了爱情! 上升到灵魂)人

生乃至社会理想的层面$ 这被越剧以一条

副线有限度地承接了过来!从一开场就通

过宝黛初会的唱词展示了出来 /%0宝玉

唱1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一朵青云刚出

岫$ 0黛玉唱1只道他腹内草莽人轻浮!却

原来骨骼清奇非俗流&%0宝玉唱1 眼前分

明外来客!心底却似旧时友&$ 这几句唱词

直接越过所有的 %佛偈道符 &和 %假语村

言&!极精极简地挑明了小说的精髓!将宝

黛的%一见钟情&定性为一种超于爱情)归

于爱情的知音关系!直至%知音已绝!诗稿

怎存&的悲剧最终发生$

于是!越剧'红楼梦(成了一部以爱情

为表象!知音的寻觅及失散过程为实质的

悲剧$ %,不肖-种种&%会琪官&%笞宝玉&这

条副线的地位和重要性! 绝不低于主线$

宝黛作为一对极孤独的知音!其共同的理

想即是人的自由!包括人性的解放)人际

的平等和社会的博爱$ 宝黛这种高于爱情

的理想!必然落实到爱情)具体表现为爱

情!故事便在理想与爱情)灵与肉的双重

试探中曲折前行! 其中人物的微妙心理)

言行脉络!外在的事件撞击)矛盾冲突!既

是小说的文学性所在!又是越剧的文学性

所在 !需要演员在表演中着意领会)精心

呈现!将小说和戏剧的文学性与表演的艺

术性融为一体$

当代和未来的越剧演员!究竟能否达

到这一种境界2

三

与十年前一样! 上海越剧院仍以全国

巡演的方式纪念越剧'红楼梦#首演 )* 周

年$ 如今! 擦亮和打响这块金字品牌的任

务!落在了当代年轻的越剧演员身上$ 与前

辈演员比! 当代年轻的越剧演员接触小说

的时间更早!%文学积累&较快较多!此乃优

势所在* 但她们依然可能遇到 %吃不透原

著&的困惑!陷入%抓不住人物&的困境!其

中原因! 并不是用单纯模仿流派)%重技艺

轻人物&之类的话所能轻易解释的$

现在看来!越剧'红楼梦#在剧种本体

与小说文学性之间做出的平衡 ! 虽获成

功!却非永远的成功$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越剧'红楼梦#的创演本是%顶着压力

上的&0袁雪芬语1$ 徐进的改编在尊重原

著上虽作了极大努力! 获得了很大成果!

但对人性觉醒)人的自由的表述并未超出

阶级的框架!始终处于%反封建&的范畴之

内$ 这使越剧'红楼梦#从表面看起来!与

'梁祝#'西厢记#并无太大的区别$ 这对前

辈越剧演员所产生的影响!表现为她们在

认识)塑造和表现人物的过程中!或多或

少地出现了扁平化的现象$ 几十年后!随

着年轻的越剧演员逐渐占领舞台!人物扁

平化的现象同样很容易出现$ 从表面看!

与她们的前辈并无太大的区别!但原因则

很不同...宝黛这对在封建社会生不逢

时的知音!在大体平等)基本自由的当代

社会已丧失了他们的先进性!于是悲剧的

震撼力与感染力也极大地消减了$

笔者认为!对小说'红楼梦#的永恒意

义! 应从进入曹雪芹所处的社会形态开

始!最后跳出!方可彻底认知$ 对于当代年

轻越剧演员来说!若能从这样的认知出发

来塑造人物)演绎情节!便不用费力不讨

好地回溯封建社会的种种%罪状&!而只消

在自己身处的当代社会中!通过体验种种

不合理的等级和功利观念对人性自由的

扭曲与伤害!表达出人性的追求自由与人

类社会关系的不自由之间的悲剧性矛盾!

便有可能接近人物的思想) 情感和灵魂$

面对同样的剧本)同样的台词)同样的唱

段!%心里有&和%心里无&所呈现的气质)

韵味!很可能是不一样的$ 这正是当代年

轻的越剧演员在完成了对行当)流派艺术

的传承后!对原著和剧本所蕴含的文学性

做出符合历史)也符合时代的阐发$ 而在

她们面前的越剧观众!作为她们的同代人

也有相应的期待$

四

从当代戏曲的发展看! 戏曲文学性)

哲学性含量的上升!技术性)艺术性的与

之靠拢和融汇!是大势所趋$ 就目下及看

得见的未来!越剧'红楼梦#的文学性向小

说的文学性进一步回归!对剧种整体来说

是利大于弊的$ 因此!当代年轻的越剧演

员不仅承担着阐释剧本的文学性的任务!

而且肩负着阐扬小说的文学性的使命$ 比

如宝黛各自的性格弱点!是造成悲剧的因

素之一!剧本很少提及*全剧的重要配角

如贾政)宝钗)琪官)袭人和王熙凤的复杂

性!剧本未能展开!却有在一言一行之微

妙处予以丰富的必要$ 当代年轻的越剧演

员若能表现出次要人物的复杂性!便可有

效地避免作为宝玉叛逆性格)宝黛爱情关

系的单纯对立面!乃至避免所谓%阴谋论&

在观众头脑中出现$

不过!或许正因越剧'红楼梦#出于无

奈的刻意规避, 为后来者的人物演绎和意

境营造提供了更阔大的空间$ 笔者认为!

当黛玉魂断!当宝玉出走!当%一片白茫茫

大地真干净&!作为后来者的当代人!应能

超越古人所及的佛道层面! 升向更高处$

那一处!可以是虚无!可以是实有!可以是

未知)可以是等待!一切皆凭每个人的自

由理解和自在判断$ 倘若当代年轻的越剧

演员和同样年轻的越剧观众均能达到这

种自由自在的境界!那么!对他们而言!不

啻天上掉下个%红楼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