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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武传艺 青春荟萃
本报记者 金莹

长三角地区中青年戏曲演员武艺展示在沪举行

把子功、毯子功、扇子功、水

袖功、手绢功、髯口功、帽翅功、赋

子板、耍牙、踩跷各种武技眼花缭

乱，《雷峰塔》《挑滑车》《蜈蚣岭》

《挡马》《界牌关》《盘丝洞》《铁公

鸡》《弼马温》 等京昆名段目不暇

接，地方折子戏《能干闹房》《白蛇

传 》《寇准背靴 》《九龙杯 》《通天

犀 》风情别具，武生、武旦、武净、

武丑、刀马旦、花脸、老生、花旦、

小生行当齐全，京剧、昆剧、沪剧、

越剧、淮剧、评弹、绍剧、扬剧、平

调、瓯剧、乱弹、梆子戏、黄梅戏剧

种荟萃……10 月 5 日至 10 月 11

日， 在上海大世界中心舞台，“东

方之韵 梨园武荟———长三角地

区中青年戏曲演员武艺展示”如

火如荼地举行。 在这个具有百年

历史的建筑内，沪苏浙皖四地 13

个剧种近百余名演员， 为观众展

示了长三角地区最具代表性剧种

中难得一见又令人拍案叫绝的戏

曲基本功及绝技， 引得台下观众

连连叫好。

“东方之韵 梨园武荟———

长三角地区中青年戏曲演员武艺

展示”的举办，是为进一步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展现上海及

长三角地区“十三五”期间青年戏

曲人才培养成就， 加强沪苏浙皖

四地戏曲界间的交流与合作。 该

活动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

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中国

剧协、 沪苏浙皖四地文联和上海

市黄浦区委宣传部指导， 上海戏

曲艺术中心、上海市戏剧家协会、

江苏省戏剧家协会、 浙江省戏剧

家协会、 安徽省戏剧家协会会同

上海市黄浦区文化局共同主办。

这一次， 由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广

发“英雄帖”，沪苏浙皖四地优秀

青年戏曲演员齐聚在上海 “文化

大码头”，既是对打响“上海文化”

品牌的积极响应， 也是贯彻落实

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关于

“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目标要

求的生动实践。

始建于 1917 年的大世界，曾

是戏曲、 曲艺名角一唱成名的舞

台，新人云集的孵化地。 如今，长

三角青年一代的戏曲演员再次在

这里会聚， 用自己的表演获得观

众的认可。在展演现场，主办方还

邀请了王芝泉、奚中路、马博敏、

汪世瑜、 蒋燕玲等戏曲名家组成

评委会，为观众带来现场点评，并

在每一次武艺展示前安排主持人

导赏， 让观众们在欣赏演员精彩

表演的同时， 深入浅出地了解戏

曲行当和武艺背后的故事。

戏曲表演中高超的武艺和绝

活一直以来都是最能博得满堂喝

彩的亮点。 戏，无技不精彩。 而戏

曲演员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

功”为艺术献身的精神，也值得尊

敬。 “现在的戏曲舞台上，武戏演

员的表现空间并不大， 基于其练

习和表演的危险性， 从事这个行

当的演员也会越来越少。可以说，

武戏在逐渐边缘化。 但中国戏曲

是一门唱念做打的综合性表演艺

术，如果缺少武戏这一块，中国戏

曲独特的民间性和表演的独特性

就会有所缺失。 武戏演员们十年

如一日地坚守岗位，刻苦练功，以

消耗自身身体来达到艺术的呈

现，满足观众的观赏需求，值得特

别的尊重和呵护。 虽然他们有时

候得不到展示的机会， 但我们不

能让他们失去对事业的信心和追

求。这一次，上海举办长三角中青

年戏曲演员武艺展示， 让长三角

的青年演员来到上海， 站在大世

界的舞台上直面接受观众的检

验， 给予他们最直接最热烈的掌

声， 便是充分体现了上海海纳百

川的风格，在艺术的高度、艺术的

丰富性和战略性上， 上海起到了

引领的作用。 ”在现场，中国剧协

分党组成员、秘书长崔伟表示。

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总裁谷好

好在向长三角的剧团征集节目

时， 也感受到了武戏演员希望有

更多的展示平台的心愿。“饥渴”，

她用了这样的形容词。于是，这次

展演从原本计划的三天， 延长成

了整整一周， 而这个活动也成为

长三角近几年规模最大的一次武

艺展示。“在这两年的各类戏曲展

演中，文戏演员的表现平台更多，

但戏曲艺术博大精深，在今天这

样的新时代，所有的剧种都应该

是文武齐备。 我们追求的戏曲的

最好的状态 ，不是单枪匹马 《牡

丹亭》，不是单枪匹马《十五贯》，

不是单枪匹马《红楼梦》，一定是

有 《白蛇传 》，有 《七侠五义 》，这

样才是戏曲大全。 而青年演员是

戏曲艺术的未来，更是戏曲艺术

发展的中坚力量。 我们搭建武艺

展示的平台，就是把优秀剧目与

促进演员基本功训练紧密结合，

加强武艺展示与人才培养的联

动性。 所以，做长三角地区中青

年戏曲演员武艺展示，为武戏演

员搭建更好的平台， 很有意义，

很值得。 ”谷好好感慨。 她对舞台

上所有的武戏演员表示敬意 ：

“某种程度上， 是他们这样默默

地拼搏，助力成就了一朵又一朵

‘梅花’和‘白玉兰’，才有一台又

一台的佳作。 这是今天中国舞台

上不可或缺的一代英雄。 他们是

可爱的绿叶，是伟大的绿叶。他们

身上有中国戏曲人代代相传的拼

搏、勤奋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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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 中国在经
济上取得了跨越式发展， 同时亦
如 《小说选刊 》副主编 、评论家王
干所说， 在文学上高速地走过了
西方近一百年的文学历程。 在日
前于山东青岛举行的，由《小说选
刊 》杂志社 、中国小说学会 、人民
日报海外网主办， 青岛市作家协
会承办的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
国小说论坛暨最有影响力小说评
选活动 ”上 ，王干表示 ，这四十年
我们几乎把西方各种流派、 各种
主张操练了一遍，并在此过程中，

慢慢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小说 ，比
如“新写实小说”。

与改革开放相伴随的这四十
年，文学领域也出现了许多具有改
革开放精神的作品。 此次评选活
动，就像王干说的，注重的也是最
具有这种精神的作品。 “这次活动
不是评奖，也不是写文学史，文学
史注重全貌和整体，而这是一次带
有主题的评选。 所谓最有影响力，

指的小说当时在社会上产生的影
响，在读者中激起的波澜。 我们也
注意入选作品在小说发展史上的
地位和影响。 比如它延续了什么、

它有没有影响其他人的写作、有没
有影响时代风潮的变化等。 ”

由此可以理解， 何以高晓声
《陈奂生上城》、刘心武《班主任》、

王蒙《春之声》等作品入选。 这些作
家通过作品来呼唤时代变革，呼唤
社会进步， 呼唤我们对旧有的陋
习、 旧有的陈规进行变革性的改
造，可谓及时地传达老百姓对社会
变革、 对社会进步的诉求。 “比如
《春之声》就可以概括为‘春江水暖

鸭先知’， 它首先感受到了春天的
来临。 ”而张洁《沉重的翅膀》、蒋子
龙《乔厂长上任记》等作品则书写
改革现实， 呈现出了改革的进程、

改革的艰难。 与此同时，路遥的《平
凡的世界》《人生》入选，贾平凹入
选的作品是《浮躁》而不是达到了
同样思想和艺术高度的《秦腔》等，

莫言入选的作品是 《生死疲劳》和
《红高粱》，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基于
小说与改革开放之间关系的考量。

正是由于这次评选不是学院
派的评选，而是注重社会影响和社
会思潮，从社会学和文学史的双重
角度来考察作品，专家委员会除了
专业性以外，还考虑方方面面的代
表性， 由此既邀请了一些专家学
者， 比如中国小说学会的一些专
家，部分高校的教授，也邀请了一
些接地气、现场感强的编辑家和评
论家。 王干介绍说，这次评选通过
通讯投票的方式 。 “我们提供了
120部备选作品，长篇、中篇、短篇
各 40 部， 由 40 位专家投票选出
15 部长篇 、15 部中篇 、10 部短
篇。入选作品严格按票数多少来确
定。 入选的作品自然是众望所归，

但长篇、中篇、短篇作为备选的 40

部作品， 都是有影响力的小说，每
一部落选都是很遗憾的。 ”

这样的遗憾， 可谓以另一种
方式在同期举行的第九届 “茅台
杯”《小说选刊》 奖颁奖活动上得
到了补偿。 正如中国作协副主席、

书记处书记阎晶明在致辞中说 ，

从此次获奖的石一枫 《借命而
生》、老藤《黑画眉》、曹寇《母亲》3

部中篇小说，苏童《玛多娜生意》、

周子湘《慢船去香港》等 3 部短篇
小说，以及刘浪微型小说《绝世珍
品》中，可以看到当今社会生活的
真实面貌，感受到社会变革、观念
变迁对普通人生活的深刻影响 ，

体察到作家对于生活一以贯之的
热情和艺术创新创造的生机活
力。

如其所言， 石一枫以敏锐的
洞察力和诚挚的写作姿态勇敢地
叩问跌宕起伏的时代。 他的小说
往往是从自己熟悉的人物和环境
出发， 有着比较明显的个人抒发
的意识。 在形成一定程度的风格
后， 他焦虑于自己究竟能在多大
程度上讲出“别人的故事”、“普遍
的故事”。 在《借命而生》里，他尝
试书写陌生的人们的生活历程 。

对他来说 ， 这不仅仅是挑战 ，更
带着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历史厚
重感的强烈诉求 ，他希望能够在
日常生活的琐碎 、滑稽和娱乐心
态中 ，关注社会变化的整体性和
剧烈性 。 “这篇小说除了能将故
事敷衍成篇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
拓宽了自己的写作领域之外 ，最
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意识到了我
们这代人一直生活在波澜壮阔
的历史变化之中。 但文学写作往
往在关注日常的同时忽略了社
会变化的整体性和剧烈性。 假如
改革开放之后的几十年已经形
成了恢宏的历史 ，那么如何将它
还原成具体的感受和客观的思
考， 也许是立足于当下的作家应
该考虑的问题。 ”

而在 《玛多娜生意 》里 ，苏童
之所以称通译的麦当娜为 “玛多

娜”，就是为了“自带岁月感”。 苏
童说，“玛多娜” 的译名最初大概
来自《参考消息》或是街头盗版磁
带的封面。 所以最初的最初，我们
没有麦当娜，只有玛多娜。 “我其
实从来不是玛多娜的粉丝， 我也
相信她并不是我们这代人的集体
偶像，但我一向认为，她的猩红色
嘴唇与黑色网格长袜值得我们纪
念。 玛多娜并不演绎性感，但她是
一场过境的台风， 是一辆嚣张的
哈雷摩托，所经之处破坏了什么，

我们依稀能够分辨， 但能够建立
什么，似乎是不可估量的。 她不代
表唯一的色彩与味蕾， 但她是一
个时代色彩与味蕾的象征。 我们
不能忘记她。 ”当然，玛多娜在小
说里实际上不过是个背景板 ，庞
德和他的恋人们才是主人公。 《玛
多娜生意》 写广告人庞德荒诞而
真实的人生，是苏童对“不靠谱年
轻人”的一次“史诗性”书写。 在苏
童看来， 小说的基本格调大概在
悲伤以上，欢乐以下。 结尾是朋友
们的一次团圆 ， 只是缺了庞德 。

“总体上说，所有的团圆都是小团
圆， 而小团圆肯定不是故事真正
的结局， 生活的真相永远发生在
团圆之后， 那或许就是一次又一
次漫长而巨大的离别。 ”

据介绍，“茅台杯《小说选刊》

奖 ”是茅台集团与 《小说选刊 》杂
志社共同举办的年度小说大奖 ，

迄今已举办八届， 每年评选出 3

篇优秀中篇小说 、3 篇优秀短篇
小说和 1 篇优秀微型小说， 已成
为全国文学界具有重要影响的文
学奖项。

祖忠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