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譿訛

文人戏的“返本开新”

———梨园戏《陈仲子》观后

郭晨子

极少对一出戏萌生想看第

二遍的念头，想要在回味中再次

欣赏 ， 又生怕这第二遍破坏了

“初次相见” 的种种好感和意犹

未尽。 想看又不敢看，不过是一

名观众却忐忑不安，几乎是从未

有过的经验。

梨园戏《陈仲子》是王仁杰先

生多年前写就的剧本， 取材于明

人所作的 《七十二朝人物演义》，

内容可追溯至《孟子》中关于陈仲

子的讨论。 全剧依“演义”敷衍成

六出，一出“辟兄别母”，兄长位高

权重，家中常有王侯公卿走动，陈

仲子不胜其烦，征得了妻子同意，

决意搬到偏僻地方男耕女织自食

其力。 二出“碎坛绝食”，旱灾之

际， 陈仲子依妻子嘱托汲了井水

一坛，哪知他是“捷足先登”，后到

的百姓皆无功而返，“贪饮在前，

汲水在先”即是“先天下事而争，

先天下利而贪”，他令娘子分水给

众人， 惩罚自己绝食三日思过自

戒。三出“半李三咽”，绝食后极度
虚弱的陈仲子无意中摸到一枚烂

李子，思量：虫既吃过说明虫亦爱

吃， 留下的一半显然是虫也不吃

了，没有与虫争食，虫剩下来的半

颗李子方可下咽。 四出 “灌园拒

相”， 楚国使臣到齐国来寻陈仲

子，应聘为相。 在妻子的劝说下，

陈仲子应允了。不料，瓜园主骑驴

经过，陈仲子跌下马来，他视“马

失半途”为警戒，反省自身，还是

为了官职、 为了富贵名利乱了方

寸失了心性，难以独善其身，何以

兼济天下？五出“食鹅呕鹅”，陈仲

子回到兄长家探望母亲， 兄长有

意让他吃了他所不屑的巴结兄长

的官员送来的肥鹅， 知晓鹅的来

历后他后悔不迭，情愿呕出。六出

“蚯蚓比廉”，梦境中，蚯蚓质问陈

仲子，即便居竹篱茅舍、食粗茶淡

饭， 但所居所食是出自于伯夷叔

齐呢还是出自于盗跖？ 他反诘蚯

蚓，蚯蚓既然也要饮食，难免就会

竞争，又哪里义字当先？全剧结束

在他对蚯蚓的追问中，结束在“千

秋一案留君说，讵识斯人愚与贤？

的咏唱里。

不惜篇幅地道尽六出戏的

内容，只因为戏曲涉及这般的人

物、这般的题旨实在少见。 陈仲

子的一切行为，都只为“贞廉”二

字 ，而行为本身 ，又都超出了一

般的道德自律，而走向了狷介痴

狂 、不谙世事 、悖于常情常理的

地步。 在他身上，普通的道德要

求演变成了无穷尽审视结果、勘

察动机的不普通的追问，成了认

知自我和世界的哲学，成了带有

自我惩罚性质的宗教。 陈仲子似

高度精神洁癖的病患，似异于常

人的哲学家和修行者。 在“演义”

中，佚名的作者为陈仲子夫妇描

绘的结局是 ，毁坏厨灶 ，不再谋

食， 只靠大自然赠予的草根、果

实 、清泉过活 ，终于无灾无病地

谢世而去，双双升仙。 王仁杰先

生舍弃了这个“圆满”，而把陈仲

子的 “矫廉畸行 ”当作一份病理

报告呈现在世人面前：陈仲子对

纯粹贞廉的自我约束是病态的？

毫无 “贞廉 ”可言的社会是病态

的？ 任何事，希求“纯粹”都难免

矫情且自陷绝境？ 任何事，无所

谓 “纯粹”， 都将失去操守和底

线，无非早晚而已？ 《陈仲子》诉

诸的 ， 不是戏曲擅长的情感领

域，而是伸向了思辨的疆域。 两

百多年前，花部逐渐取代雅部占

领演出市场和代表审美主导后，

文人从戏曲中淡出，文人戏更是

无从谈起 ，难得一出 《陈仲子 》，

非但是文人书写文人的文人戏，

其选材其结局都有现代知识分

子的眼光。

停留于文本的阅读，除去两

出戏里有兄长府上的门子来插

科打诨 ，其余全是 “冷戏 ”，也想

象不出这样一位偏执的陈仲子

先生内心的纠结和煎熬如何用

戏曲呈现在舞台上。 曾静萍女士

担任导演、舞台美术设计和服装

设计三职， 又扮演了三个角色，

再一次秉承和实践了梨园团所

倡导的“返本开新”精神，返梨园

戏表演的科步之本、返古典戏曲

的本质原则，开主题立意之新。

林苍晓先生扮演的陈仲子

自不必说，觅井、汲水都在“空的

空间”里完成，虚拟的井、虚拟的

水坛、虚拟的耐心的“汲水”而非

畅快地打一桶井水，处处都是古

老程式动作的活用。 他把陈仲子

的较真儿演得很真，而不顾及妻

子的感受、一味劝说妻子品尝半

李的天真喜悦 ，又使得 “高标准

严要求”的准圣人陈仲子有了几

分可爱。 更值得称道的是曾静萍

导演的舞台调度。 “食鹅呕鹅”一

出，不过是家人聚餐，母亲、兄嫂

和陈仲子几人围绕着梨园戏传

统的长条凳载歌载舞， 歌舞中，

陈仲子的口腹之欲、兄长的旁观

嘲弄、母亲的舐犊之情，尽在“团

团转”里展现。 此外，曾静萍导演

还安排了歌队， 或现场伴唱、或

与台上的人物以及乐队的鼓师

对答 ，完成了必须的串联 、增加

了一个演区、也在必要时放大和

强调了人物的心境。

梨园戏的表演幅度不大 ，

整场演出似把观众隔离出了匆

忙纷乱的日常 ， 只能也只需细

细品味台上的举手投足 ， 每一

个动作都像绘画中的一次落笔

和运笔 、一根线条 ，科步最终都

成了笔触。 戏结束了，真想给台

上的演员们 、给乐队和歌队 、给

编剧和所有的幕后人员 ， 送上

一碗泉州的面线糊 。 他们用古

老的梨园戏 ， 演绎了当下的国

际级演出。

只是当时已惘然
郑荣健

在教育体制尚待完善的年

代，冒名顶替现象并不稀见。 学

籍被冒用，或考上后被顶替上了

大学，不同的人生因命运的分道

扬镳而变成了一地鸡毛。 喻荣军

编剧 、周小倩导演 、赵光作曲的

音乐剧 《繁花尽落的青春 》所讲

述的故事，便是如此。

这原本是一个有关道德或

青春励志的故事。 当年，曾沪生

从上海到安徽一个小山村插队，

为了妻子和家中的麻油坊，他放

弃了返城的机会。 十几年过去，

命运不经意间再度轮回 。 高考

结束后 ，下一代人中 ，张一保 、

安睿之 、 林思雨都考取了上海

的大学 ， 唯有对父亲当年选择

心怀不甘的曾子轩落榜 ；此时 ，

在工友丧生后肩负起张一保母

子生活的曾沪生突因心脏病逝

世 。 张一保做出了一个改变他

一生的选择 ： 自己留在小山村

照顾唐婶和麻油坊 ， 让曾子轩

顶替自己去上海上大学。 然而，

道义之举终究经不住时间的消

磨，生活环境、知识阅历的不同，

让昔日好友、 恋人越走越远，再

也回不到从前了。

全剧分上、 下两个部分，分

别以 “外滩 ”“国际饭店 ”“麻油

坊”“车站”“华东师大”“华亭路”

等为场景展开叙事 。 极具年代

感 、画面感的歌词 ，一开始就确

立了追忆从前的音乐动机。 而歌

曲《外滩》所渲染的场面和情绪，

“迎接新世纪”的亢奋和“变得越

来越现实 ”的无奈 ，终不过成为

《黄浦江畔》中的四重唱“就让风

吹去”，惆怅而又惘然。 这个情绪

基调贯穿了上半部分 ，在 《青春

的诺言（一）》《月亮星光》等歌曲

中流淌，在《华亭路》中被渲染得

十分舒展。 还有歌曲《别人的日

子》预示着命运及人物心理的异

变，歌曲《疯了》以多重叙咏的方

式讲述尘埃落定、前途未卜的情

状，但那种对主导动机的诠释是

一贯的、 统一的。 全剧 22 首歌

曲 ，歌词非常有质感 ，带着光阴

的华丽唯美，歌舞段落的设计很

好地把握了叙事诉求 、 情感节

奏， 给人的感觉是比较流畅的。

在滚滚向前的时代叙事中，显出

了摇曳多姿的音乐面貌。

但这部音乐剧并不是简单

的怀旧，有关“从前”的主导动机

背后或间隙 ， 总透露出一丝不

安。 从乡村到城市，弦乐的运用

唯美长情， 几段 RAP 说唱演绎

校园风情很有带入感，而爵士音

乐诠释人物心理的动荡摇摆，以

及单簧管、长笛的精致和铜管音

色的华丽，铺陈为复杂多面的发

展可能性。 事实上，《南京东路》

《苏州河 》对 《黄浦江畔 》，《华亭

路 》对 《月亮星光 》等 ，本身带有

很强的结构意识，比如前后情绪

的衔接、呼应和再发展。 然而，从

歌曲《疯了》开始，不管是剧情的

走向还是音乐叙事的统一感，渐

渐就呈现出方向不明确的遗

憾———是继续怀旧，还是着力于

人物的戏剧性抒写，意图可辨却

显得衔接模糊。

从道义开始，剧情渐渐走向

残酷的分化，是这部戏不落俗套

的一大亮点。 但在以音乐、舞蹈

叙事的有限载量中，个别地方还

是显得粗线条了。 比如，刚跟恋

人林思雨山盟海誓，但在重大的

人生抉择面前，张一保却没有跟

林思雨有足够的交待，林思雨也

没有太多的情感反应。 剧中，歌

曲《疯了》十分关键，在“事件”上

它是关乎所有人的，故而需要以

一种轮唱叙咏的方式，表现每个

人的震惊、震撼和不解；但在“情

感 ”上 ，它主要却是张一保和林

思雨的 ，唯如此才能把 《月亮星

光 》中的情感接住 ，并在华丽亢

奋的、带有年代推进色彩的音乐

中埋下一种低徊的柔韧与悲情。

如果说全剧需要一个主题旋律，

它会是什么呢？ “繁花尽落”的题

旨是什么？ 就是所有繁华中隐隐

透出的那一丝低徊和惆怅。

变迁和怀旧，是人类对自身

命运表达的永恒主题 。 音乐剧

《繁花尽落的青春》 带出的质感，

一定是怀旧的，而在新颖立意、沉

痛思考的背后，时间旷邈无垠，或

将会是它的去处。 不管是故事还

是音乐，在年代未尽处，还有一个

永恒的主题， 诠释并超越青春岁

月，给人以温暖和力量。

《芝加哥》：

经典可否复刻？

作为音乐剧史上的经典名
作，百老汇名剧《芝加哥》常演
不衰 22 年的秘诀是什么？ 是
谋杀、暴力等“吸睛”元素？是性
感动人的爵士乐、 妖娆诱惑的
舞蹈、纸醉金迷的舞美？ 或者，

身为网络时代的观众， 对近百
年前发生的这件通过炒作和操
纵舆论走向的真实事件， 更加
能产生共鸣。

这都不是全部， 或者这也
是全部。 成就《芝加哥》经典的
背后是美国成熟的舞台剧工业
化制造模式， 它将创意和理念
提取和淬炼， 以严丝合缝的态
度将其糅合在一起。

工业化制造好不好？动辄常
演二三十年的西区百老汇名剧
们证明了它的成功。模式化生产
出的舞台剧，使更大批量的观众
得到质感基本相似的观赏体验。

工业化难不难？ 为保证品质，优
秀团队长期参与维持运作，每个
环节遵循既定的标准执行操作，

才能保证“今晚在上海看到的和
在百老汇看到的完全一致”。

然而， 按工业化模式制造
一定成功吗？ 流行和世代的变
迁被封存在成品之外，生产、停
产或者回炉重造， 依然是天时
地利人和的运气 ， 《芝加哥 》

1975 年的初版只演了两年多，

直到 1996年才有了复排版。在
高喊学习西方舞台剧工业化的
口号时，我们需要深思。 （忻颖）

《玉天仙》：

莫让形式消减内容

“覆水难收”的故事流传甚广。

相较而言，黄梅戏《玉天仙》可能
是最接近《汉书·朱买臣》的改编，

故事从史书记载中着手着眼，翻出
又一篇与众不同的新文章来。

董圆圆饰演的玉天仙是个
性格颇为饱满的人物，最后辞却
玉冠锦纱、上吊自尽的结局出乎
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除了
“梦境” 一场中对于荣华富贵的
贪恋与整体人物走向略显冲突
外，她对于命运的失败的抗争令
人理解并同情。 相比之下，黄新
德饰演的朱买臣， 虽然集自私、

懒惰、锱铢必较等诸多缺点于一
身， 但经过黄新德的人物塑造，

令人切齿痛恨却也记忆深刻。

相较于故事本身，冠以“小
剧场”之名的《玉天仙》，舞台呈
现却未免有“形式大于内容”之
嫌。 主创团队似乎是想于传统
与时尚中寻找接通点。 “自报家
门”的形式，与“秀恩爱，死得快”

的调侃相互夹杂，虽有不错的效
果， 但过于频繁的跳进跳出让
观者有出戏之感。所有角色无论
是否有戏，皆端坐台上，固然增
强了全剧的形式感，但很大程度
上分散了观众的注意力， 尤其
是在有限的空间中， 让人觉得
主角的表演因而施展不开。 从
开场就高高悬于半空的粗麻
绳，直到最后才显示出导演的用
意，很多时候，则与剧情并没有
关系， 是否有必要从一开始就
出现呢？ （杜竹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