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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天边飘移的云

一位昆剧界的前辈，曾将昆曲比喻成

在天边飘移的云。 几乎传统戏曲都是天边

飘移的云。 彩云绘出瑰丽的神韵，难的是

如何将它留住？

由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江苏省文化和

旅游厅主办的戏曲百戏昆山盛典，正在进行

中。这个大型活动，连续花三年时间，将中国

现存的 348个戏曲剧种，用舞台表演方式集

中亮相，这是我国戏曲史上的创举。 我有机

会观摩了几场，获益多多，也颇有感触。不仅

京剧、昆曲、越剧，丹剧、睦剧、竹马戏、鹧鸪

戏、傩堂戏、沙东落子等闻所未闻的剧种，彝

剧、蒙古剧、仫佬剧、满族新城戏等少数民族

戏曲也相继登台亮相。 这样的精彩纷呈、争

奇斗艳，显然体现了摸家底、催生机、传精

粹、看问题、寻对策的多重意义。

周末， 我请一个中学生去剧场看戏，

试图让他接触一些传统文化。 他一边玩手

机一边说：“晚上我要读英语，做数学。 ”随

即补充一句，“如果在学校里，我也许会去

看的。 ”我想起了前几天一位剧场总经理

的话：“现在场地有了，设施有了，剧目也

有了，就是缺少观众。 ”

百戏盛典，如何吸引更多的观众？ 政

府财政大力支持，票价非常优惠。 组织剧

团深入乡镇和开发区，开展“带父母亲去

看一场戏” 的孝道活动……但踊跃度不

够。 走进剧场的多是白发苍苍的 “老戏

迷”，偶尔才有学校组织青少年前去观看。

值得一提的是主办单位利用网络平

台进行实况转播，平添了无数移动的 “掌

中剧场”， 还有效地解决了直播戏曲时增

加字幕的难题。 这无疑是针对观众流失且

年龄老化、演出影响力降低、传播方式滞

后低效等问题作出的改进与突破。

百戏盛典在舞台展演的同时，快手、kk

直播、一直播、斗鱼、陌陌、一通文化、凤凰

直播、腾讯直播、网易直播等直播平台，竞

相发力。 快手、kk直播和一直播的点击量，

数以百万计。 微博互动也形成了巨大热点，

开幕式话题阅读数超过 2 亿， 微博的互动

优势和时效性特点，得以充分彰显。 如今出

现了网络直播的观演方式，不仅打破时间、

空间的限制，传播速度快，受众面广，还解

决了普通剧场观众容量限制的问题。 演出

剧目的掌上延展， 诸如剧情介绍、 角色推

广、专家评点、观众发声，无不做得图文并

茂，而这恰恰是剧场的短板。

然而网络传播戏曲也有短板，它向网络

媒体人提出了严苛的要求： 不仅要掌握新媒

体技术，更要提高艺术审美境界，否则无以找

到真正适合戏曲传播、 弘扬传统文化的传播

模式。 百戏盛典期间，网络平台竞相直播，一

旦过了这个时段，还可能如此吗？ 毋庸讳言，

带有快餐文化属性的网络传播， 短期内会迅

速吸引年轻人的关注，但是碎片化的浏览，缺

乏剧场观演的现场感， 演员与观众无法作情

感交流。炫彩的网络平台可以运载戏曲，却无

法替代戏曲。 假如不能催生年轻人对传统文

化的渴求，就可能扭曲戏曲的灵魂。

“内容为王”是网络传播的重要法则，

那么，如何与时俱进，拿出更多为观众喜

闻乐见的“内容”，守住戏曲的精气神，就

是戏曲界的当务之急。 如何积极主动地与

新媒体融合， 借由流量渠道打破边际，让

戏曲文化得到传承，在网络直播间这个秀

场空间中实现创造性转化，而不是被动地

提供剧目，同样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课题。

戏曲百戏盛典的节目单也告诉我

们，诸如《百花赠剑》《柜中缘》《醉打山门》

《凤求凰》等等，意味着许多剧团可供排演

的剧目明显不够。 与电视剧、电影的层出

不穷、网络平台的瞬息万变，产生了差距。

众所周知， 明清以来的戏曲艺术创作，是

由庞大的文化精英团队承担着旷日持久

的精雕细琢，使之尽善尽美。 与此同时，戏

曲演出的市场经济形态，则无情地淘漉了

许多弱势团体， 不断激励演艺界的创新。

创新乃生存法宝，今天依然如此。

作为 2019 年百戏盛典（昆山）的重点

剧目，扬州市扬剧研究所的《百岁挂帅》，安

排在开幕式演出。 这出经典剧目，曾经拍摄

过戏曲电影， 如今被青年演员在舞台重新

演绎，令人充分感受文化遗产的魅力。 饰演

佘太君的赵倩、饰演柴郡主的彭楷仪、饰演

穆桂英的汪媛，都毕业于中戏 2014 级多剧

种本科班，非常年轻，又有基本功。 但她们

所表演的特定历史时代和矛盾冲突中的沧

桑感、悲怆感、厚重感，火候尚显不够，还要

经过磨砺，才能渐趋成熟。 她们的表演让我

们看到了希望， 也引发我们关于培育新一

代名角、流派的有益思考。

“继承”与“创新”，始终是传承中国传

统文化的必由之路，也是戏曲走向未来的

必由之路。 普及戏曲艺术，既不能玩虚头、

掼浪头、耍空头，也不能关在书斋里与世

隔绝， 而要与时俱进地采取全新的方式，

以赢得全社会的关注。

戏曲，如天边飘移的彩云，只要“耕耘

者”付与无限真情，彩云不会离我们远去。

戏曲传承传统文化， 可以讲述中国故事，

传递中国智慧。

陈益

用舞姿，助燃文学名著的光芒

对于爱好舞蹈演出的观众来说，来自

俄罗斯圣彼得堡的艾夫曼芭蕾舞团，并非

一个陌生的名字， 既因为他们造访过中

国，也因为他们获得过俄罗斯演出界的最

高荣誉“国家艺术团”。 获此殊荣的，除了

艾夫曼芭蕾舞团以外，还有莫斯科大剧院

芭蕾舞团和马林斯基芭蕾舞团，因此这三

个团体，又有俄罗斯芭蕾舞界“三架马车”

的说法。

出生于 1946 年的编舞家艾夫曼 ，于

1977 年创立自己的舞团，当时还叫“列宁

格勒新芭蕾舞团”，从此之后，他便开始对

“心理芭蕾”进行漫长钻研。 9 月在上海东

方艺术中心演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首

演于 2013 年，是舞团较为年轻的作品，而

另外一部 《安娜·卡列尼娜》 并非首次来

华，因此对于许多中国观众来说，这部作

品是初识艾夫曼芭蕾舞团的窗口。

比起传统的古典芭蕾，心理芭蕾重人

物内心、轻外部叙事，为了强调人物的心

理冲突和关系制衡，演出常常被大篇幅的

独舞和双人舞所占据，群舞基本只为说明

场景，因此简化原著的人物关系，似乎成

了必要的策略。

在列夫·托尔斯泰的笔下，《安娜·卡

列尼娜》无疑是群像描写，人物繁多且关

系错综复杂，主要角色都有详实的肖像描

写。 小说的开头以安娜的哥哥奥勃朗斯基

为核心，进而围绕着他，引出相关其他人

物的悉数登场， 通过对不同家庭的描摹，

诠释全书开篇的那句至理名言“幸福的家

庭无不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艾夫曼的芭蕾舞则将重点放在安娜

及其丈夫卡列宁、情人渥伦斯基的三角恋

爱上，将奥勃朗斯基、列文、吉提等小说里

的重要角色一并删除。 在对《安娜·卡列尼

娜》的各版本改编演出中，这样的策略并

不新鲜，但不同于马林斯基的版本还保留

了安娜的亮相及安娜与渥伦斯基一见钟

情的场面，艾夫曼的版本，以安娜安抚年

幼的儿子拉开演出序幕，紧接着下一幕的

上流舞会中，安娜就已经和渥伦斯基爱得

难舍难分。 可见艾夫曼为了牢固地奠定人

物关系， 甚至直接省略两人相识的过程，

从故事一开始，他们就已经是露水情缘里

的苦命鸳鸯，等待他们的注定是悲剧。

这样的改编，对于完全不了解原著的

观众来说，门槛实在有点高。 好在艾夫曼

对于原著的删减足够大刀阔斧，只保留三

个核心人物， 要弄懂他们的关系也不难，

只是人物的情感铺垫实在太过绵延，非常

考验观众耐心———短暂离别后的渥伦斯

基和安娜在舞台两侧辗转难眠，各自用独

舞来表达内心的折磨； 当安娜穿着晚礼

服， 翘首期盼与渥伦斯基的酒会重逢，在

酒会开场前的等待瞬间与自己的礼服伴

舞起来。 不得不说，这真是一处神来之笔，

把短暂的等待延长得一泻千里。

若说艾夫曼对于《安娜·卡列尼娜》的

改编，是“砍得只剩一条主线”，那么对于

《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改编，则简直可以称

作是 “大逆不道”———不但砍去原著中最

华彩的篇章《宗教大法官》，原著中弑父案

的真凶、私生子斯麦尔佳科夫，则直接从

艾夫曼的版本中销声匿迹。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卡拉马佐夫兄

弟》核心故事是一桩血案，自然会有悬疑

解谜的成分，艾夫曼将这部将近八十万字

的鸿篇巨制压缩成不到九十分钟的芭蕾

舞剧后， 尽管内容经过大规模裁剪和拼

贴，但演出依旧考验观众，只不过观众需

要做的，并非“捉凶”，而是理清台上的人

物关系。

艾夫曼的版本中，男性角色保留了老

卡拉马佐夫和他的三个儿子德米特里、伊

万和阿辽沙， 女主人公则保留格露莘卡，

还有一位穿着圣洁的修女，她的身份语焉

不详，因为她似乎在原著里找不出相应的

原型。 甫一开场，一位穿着黑衣黑帽的年

轻男子在台上翩翩起舞， 他穿着肃穆，和

随后登场的两个粗犷硬汉形成鲜明对比。

他们三人共同构成演出的开场， 这三人，

自然就是老卡拉马佐夫的三个儿子，而他

们三人究竟谁是谁，是需要经过一番抽丝

剥茧的分析。

老卡拉马佐夫苍老而丑陋，他和大儿

子德米特里陷入一段畸形的三角恋中，恋

爱对象是热情奔放的格露莘卡。 格露莘卡

是辨识度最高的人物，不仅因为她是台上

当之无愧的女主角，也因为她那一袭红裙

及热情奔放的舞姿。 倘若熟悉原著，会知

道大哥德米特里和二哥伊万也处于一段

三角恋爱里，同时和他们有情感纠葛的是

另一位女主角卡捷琳娜， 她的含蓄内敛，

和格露莘卡的热情奔放形成鲜明反差。

《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原著几乎由对

话撑起核心故事，而艾夫曼的芭蕾舞剧则

完全不借用任何语言和文字 ， 无论是旁

白、对白还是多媒体字幕。 不得不说这样

的改编，真是艰巨的挑战。 艾夫曼则用场

景的反差， 代替原著中人物性格的反差，

台上前一秒还是肃穆的宗教仪式，后一秒

立马陷入声色犬马的狂欢。 第一幕以老卡

拉马佐夫被杀告终，第二幕则主要呈现德

米特里被当成杀人凶手抓起来后，在监狱

里进行的自我救赎。 尽管一直到剧终也没

说清楚真凶是谁，但是主人公却最终洗清

罪孽，沿着天梯，走向光明。 可以说艾夫曼

的改编 ，是借着 《卡拉马佐夫兄弟 》的外

壳，讲述《罪与罚》的故事。

若说马林斯基重写实，艾夫曼则重写

意，他仿佛默认进剧场的观众，都提前做

好预习工作，他们有义务自己弄懂人物关

系以及认清每个角色。 这真是个任性创作

的老头，可观众想看懂他，却任性不得。

视觉

如何积极主动地与新媒体融合，借
由流量渠道打破边际，让戏曲文化得到
传承，在网络直播间这个秀场空间中实
现创造性转化，而不是被动地提供剧目，

同样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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