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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精神的承载与传颂
———评话剧《历史的天空》

石俊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军事文化学院军事文艺创演系演
出的话剧《历史的天空》改编自获
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 这部戏
虽是该校 14 级毕业大戏， 且大
多数演员为本科二、 三年级学生
和硕士研究生， 但演出时在观众
中引发了反响与热议。 这种反响
与热议， 与作品创作与演出过程
体现出的对原著文学精神的承载
与升华不无关系。

小说《历史的天空》由作家徐
贵祥创作， 后经过导演高希希搬
上荧屏， 为数以千万计的观众所
熟悉与喜爱。 话剧的舞台呈现基
本上延续了原小说的叙事风格和
主题思想， 将文字刻画的人物与
场景变成了舞台上营造的具体空
间与人物， 并内在继承了原作的
文学内涵与精神。

关于《历史的天空》的小说与
电视剧的评价， 在十多年前已有
很多专业评价， 认为其开拓了新
时期抗战文学的叙事模式， 在主
人公梁必达与其他人物的塑造上
打破了过去革命文学“二元对立”

的模式，颇多精彩又颇多感受。这
样的感受是真切的， 却又是难以
具体形容的。 文学精神本是一个
抽象的概念， 只有在研究具体作

家与具体作品的时候才是可以被
形容的， 比如古希腊史诗中的神
性启示， 现代萨特和布莱希特的
理性观照，托尔斯泰在《安娜·卡
列尼娜》 中关于情感与幸福的联
结与撕裂， 以及鲁迅先生的反抗
与深思。

该剧的舞美设计周丹林这样
回顾自己的创作：“话剧讲述了一
群满怀热情的年轻人投身抗日的
故事， 其中， 主要人物的道路选
择、情感纠葛、家国情怀、成长与
转变成为了这部戏的焦点。 在舞
美设计上，如何表现历史的一瞬
间，是我反复思考的问题……我
最终决定用这样一个美学概念
来概括它：在舞台上铺满厚厚的
落叶， 象征生命的周而复始、生
生不息。 如同置身于大别山区，

在这里 ， 生命的意义将得到诠
释———生如夏花之绚烂 ，死如秋
叶之静美。 ”这一设计妥帖地帮

助作品完成了视觉的整体呈现，

也说明设计者亦统一在原著的文
学精神之下。

在徐贵祥的这部小说中 ，读
者可以看到乡土情怀的亲切感与
历史回眸的审视感， 作家在获奖
后表示， 他最初为作品设计的地
理背景是江淮，“皖西大地是被鲜
血染红的 ，每一寸土地上都记录
着家乡人民同外来侵略、同天灾
人祸、同苦难命运搏斗的艰苦卓
绝的往事。皖西人民在抗战中留
下了许多悲壮的故事，值得我们
缅怀回味 ”。 在创作之初 ，改编
者 、 也即导演赵晶晶就带领演
员来到原著的发生地安徽六安
等地观察与体验，一年后更是带
着剧目在金寨等地为当地驻军
和群众演出 ， 根据反馈进行调
整，也让演员们在真实环境中历
练与成长。

戏剧需要文学精神， 需要渗

透在戏剧技巧与手段间的文学精
神。 这样一部有着历史的厚度与
人物多维呈现的作品， 需要创作
者做出果断的调整。 导演没有简
单截取几个戏剧场面，而是选择
了抗战爆发姜大牙抢亲，到解放
战争初期东方闻音接应陈墨涵
部起义牺牲这样一段不到十年
的时间。 这样的截取，在一定长
度的历史时间与空间里展现人
物 ，获得况味 ，我觉得是符合原
作的整体形态的。 从五十年里截
取不到十年的时间，也避免了拉
洋片般的表述与服化道的频繁
迁换。 结束落幅在东方闻音的牺
牲与梁必达的出发上，又完成了
人物关系的完整建立。 文学精神
中有 “反映论 ”，也有 “超越论 ”。

再现式的表达早已经是相对滞后
的创作观念。在本剧的结尾，当韩
秋云告诉沉浸在痛苦中的梁必达
那一句东方闻音最后的遗言后，

仿佛她又回到了这个世界，“就像
是清晨的日出，带着红彤彤的、漂
亮的云霞”。梁必达手捧鲜花上前
与她携手的场景让无数观众为之
动容。

这是与文学原著不同的艺术
处理， 更是对原有文学精神的再
次升华。 不媚上，不回避，亦不执
拗。 话剧在有限的时空张扬了一
代军人的成长， 也反思了一些伪
善革命者的内心欲望与危险。 这
样的过程让创作者和观众再次借
助剧场空间进行生命与历史经验
的交会。舞台是明亮的，观众席是
黑暗的，沉浸的，这样的交会会带
来共鸣也会产生思考。

文学精神与戏剧精神融合 ，

体验战争与舞台演出一起熔炼。

正如文学理论家钱谷融先生所
说：“改善人性，把人类生活提高
到至善至美的境界的那种热切
的向往和崇高的理想”。 在这种
意义上， 文学精神和革命精神是
一致的。

话剧《历史的天空》完成了这
样的承载。

杜甫的诗和人，都是令人难以靠近的。他出

身望族，婚配名门，三十岁之前的人生多么无忧

无虑，骑马射箭、云游四方，看过公孙大娘的剑

舞，听过李龟年的歌声……早年的经历奠定了

他的审美高度和生命宽度。 伟大的诗人，生活

历程是一个整体，没有足够的人生阅历，诗与思

是两面皮，仅凭格律无法行走天下。 杜甫早年

云游四方，晚年迁徙不停，杜甫不长的 59 岁生

命，浓缩了丰富的人生苦难，也酿出了丰厚的诗

篇。 他的诗歌，是思，也是史。

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看，舞剧《杜甫》以“一个

人笔下的唐朝”点题是准确的。 编导意欲将杜

甫投射在历史的大时代 、大背景之中 ，但被空

投进大时代的“杜甫”和“另一个杜甫”，凭借什

么站立起来？ 历史中的杜甫怎样成为舞台上的

杜甫，编导心中的杜甫怎样成为演员身上的杜

甫？ 根据时间线索去围合，还是通过故事叙事

去架构？

显然，编导有意想要做一个实验。 而且，在

我看来，这是“印象派”的实验。 常被贴上“现实

主义”标签的杜甫，其实有着丰富的通感资源，

印象、感觉和追忆连绵，下笔即成画面，生活困

顿，精神广阔，写出了人类经历过苦难的痕迹，

可谓是印象派的诗人。 编导抓住了杜甫这个复

杂生命体的艺术特征，成为艺术创作的养料，源

源不断地输送给舞台和舞者。

舞台人物被极度简化，没有好友李白，忘年

交李邕 ，晚年的精神陪伴高适 、岑参 ，有的是

“权 ”，暗喻着李林甫 、杨国忠以及众多给杜甫

造成人生挤压的达官显贵；有“妃”，暗喻杨贵妃

以及后宫佳丽三千；“杜甫”和“另一个杜甫”，恰

好由一对双胞胎来演绎，象征着自我和本我的

对话，像照镜子一样看到曾经的自己。

舞剧从“壮游羁旅”开始，经过“长安十载”，

直到“弃官归隐”，最后“登高望远”，杜甫的人生

被浓缩在四个画框中，通过一个个诗篇的场景

表现出来，并非与历史时间严格对应。 于是，我

们借着杜甫的双眼看到了兵车行、丽人行，也看

到了三吏三别，舞蹈语言鲜明可爱，比如长安书

生蠢蠢欲动求官为名利，满朝文武鼻孔 45 度向

上走路，水边贵妇们顾影自怜如木偶，大厦将倾

之际宫女惶惶不安……都十分精彩。 形式即为

内容，编导和诗人一样 ，在努力修炼节奏的控

制， 有意识让舞蹈显得非常的克制。 文武群臣

的动作姿态透露出盛时的典范，也透露出由盛

及衰的微妙前兆；贵妇的华服没有描龙绣凤大

红大紫的装饰，只以极素的颜色质地显示着雍

容华贵的顶端。 盛极必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道

理，服装和舞蹈在塑造“盛”这个方面是动了脑

筋的。

不过， 正因为舞蹈篇章并非对应着时间线

索，就带来“印象派”特有的难题，如何让散点成

为画面？ 点与点，需要用什么逻辑去衔接；四个

部分，需要用什么结构去提拎；第一眼大感觉如

何确立， 最终的大印象从何处拎起……印象派

不必拘束于某个具体的动作或情节， 但是必须

将所有的一切统领在整体的“印象”之中，给人

以强烈且难以言说的感受。

不得不说，有些舞段的生生切入，而且是带

着巨大感情的切入， 就像是杜甫诗歌里的 “浩

叹”一样，着实增加了演员的难度，也考验着观

众的消化能力。比如，杜甫得知儿子饿死时的双

人舞，紧接着丽人行和兵车行，前面没有出现的

“妻” 突然带着巨大的悲伤出现……丽人华贵，

兵车寒冷，儿子可怜，三者不存在因果关系，这

人间种种，来自杜甫的观察，不是鲜明的阶层对

比， 不是人物的矛盾冲突， 但也不是简单的铺

陈，这一幅幅画面是杜甫的望远镜、显微镜和透

视镜。世界上有那么多可看的，杜甫为什么对这

些苦难细看难忘， 为什么要在自己吃不饱饭的

时候还为天下人发愿？ 在看到了杜甫的经历之

后，我们当然还希望看到他的内在驱动，否则这

样的苦难可以让人选择逃避、选择自保、选择压

榨同样受苦的人，选择很多，但杜甫选择了最难

的那一种，正面现实，初心不改， 继续前行……

这需要超越非凡的勇气，没有信念，没有善意，

没有生存技能，如何能在重重苦难中腾挪转身？

“杜甫”和“另一个杜甫”被空投进了时代背景，

似乎在印象派实验中缺乏摸索的路径， 无论是

感情基调还是动作逻辑，都像是临时爆发的，一

次性的， 让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结果上的 “杜

甫”。 但伟大人物对凡人的影响力，恰恰在于让

人了解到他曾有过的精神困惑以及如何跨越的

过程，而不是他的伟大勋章。

历史上， 杜甫三十岁以后的人生， 起起落

落，没有做过大官，连年战争，难得的喘息是因

为有朋友相助，令他倍感珍惜。他绝不是因为做

不到官而失望归隐， 是不想做恶官。 他懂采草

药，会种果树，是因为贫穷，也是因为他爱生活。

经历过战乱的唐朝，人口骤减，粮食歉收，杜甫

一个尚有官职的人，都不能阻挡儿子饿死，何况

其他的黎民百姓。 所以，杜甫的哀与痛，从来不

仅仅是为了自己，他与天下苍生连接。 可是，第

二部分的低迷与第三部分欢欣的情绪对比强

烈 ，似乎“弃官归隐”源于“长安十载 ”不得志 。

归隐生活被田耕的辛勤快乐所占据， 舞台空间

饱满，曾经忧国忧民的杜甫，好像“放下了”，走

进了桃花源。 如果杜甫的生活从此走上了安稳

平静， 那是什么让杜甫的诗意在第四部分如火

山一样喷发？满屏的诗句层层叠叠目不暇接，那

并不是田园诗啊，而是充满了焦虑和彷徨，在细

雨中呼喊一般。

杜甫客死在迁徙的航船上， 因为饥饿吃了

变质的食物而一命呜呼，家人无恙，他的抵抗力

已经很衰弱了。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

来。 我觉得这句话好像是在比喻这些人类群星

的消逝，巨大的哀伤无法言说。 那些诗篇，是杜

甫之眼，自带光芒。而杜甫和其他伟大的人物一

样，像夜空中最亮的那些星星，以不可估计的时

间长度，向人间输送着能量。因此，杜诗是史，更

是思，思想之光照亮了我们回望的这个时代，也

应该照亮和引领这个舞台， 四个部分之间需要

以杜甫的语法互相打着招呼，跳跃过去。

杜甫是很多人的偶像。 白居易读懂了他，

苏轼也读懂了他， 他们承前启后一路走来，拓

展良知和美感的空间。 “杜甫半生流离，却从未

停止歌唱”，这是冯至的印象。 “杜甫似乎不是

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这是

鲁迅的印象。 这都是今天我们还着迷杜甫的原

因。 他那密度极大的人生，可以令每个人从中

获得共鸣和养分 ，每个粉丝都有自己的 “杜甫

印象”，但是仅凭喜怒哀乐，还不足以建立与杜

甫的对话空间 。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向内诉

求，修炼韧性，诗与思并行，这是杜甫给我们的

艺术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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