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玩偶之家》：娜拉在今天
是怎么出走的？

狂欢和酒酣没能阻止海尔茂去
开邮箱， 就像善良和取悦没能阻止
世界最终的崩塌。 娜拉惊恐如地震
到来前的蝼蚁， 仓惶地在大地上寻
找藏身之所。 此时， 强劲的鼓点响
起，地面开始倾斜，屋子里的一切，

壁炉、门窗、桌椅、书堆，悉数倾倒、

滚落，直至最后，音乐在高潮处戛然
而止，地板定格在直立的瞬间，三个
兽首人身的怪物悬坐在半空中，而
娜拉，躲在吊灯之下，瑟瑟发抖。 她
在等待着命运最后的裁决。

这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经典重
排系列的《玩偶之家》中予人视觉冲
击最强烈的一幕。 延续前几幕中就
已出现过的超现实的表现手法，这
一幕以大胆的想像将全剧至关重要
的转折点和娜拉在那一刻的内心世
界充分地具象化了。 最终折叠的舞
台一样具有象征意味：立起来的地面
压缩了舞台空间，将娜拉和海尔茂逼
到了舞台前段的狭长地带， 这约等
于零的空间如同二人之间并不存在
的、可商讨的余地，也如同在娜拉那
里并不存在的、可供周转的退路。

娜拉决定出走后拿起行李箱，

爬上台阶（倒挂的桌子），大门从舞
台顶部打开，一串彩色的气球飘了
进来，全剧到此结束。无疑，这样的
表现手法让《玩偶之家》更贴近今
天的趣味了，它注重营造心理上的
惊悚感，注重感官冲击，注重台词
和当下的融合，舞台整体的色调也
是白色为主，释放出一种现代的气
息。 因此，这部完成于一百多年前
的剧作也会恍惚间让人产生一种
它是讲述当下的女性生活和家庭
故事的错觉。 （马姝）

《山海经》：古老传奇的现
代回响

对于古典素材改编的戏剧作
品，我看重文本的重新编排方式与
内敛优雅的韵味再现。 观看完这部
肢体剧之后，我发现自己的观赏习
惯还停留在传统戏曲的模式。

《山海经》没有剧本，由导演和几
位演员在排练的过程中集体创作。专
门到甘肃天水采风的创作团队，带回
尚较为闭塞的西北地区保留的皮影
元素与古老的山海传说，并将中国传
统皮影以新颖的形式再现于剧场，用
废弃物料，如报纸和塑料，加以现代
灯光舞美的辅助，使演员的肢体变化
形成舞台上巨大的皮影效果，当落寞
的现代灵魂肖像与失落的山海异兽
剪影同时被投射进观众席，我感到四
千年的光阴从未走远。当神怪与凡人
在舞台上围合祭祀，阐释人类求生存
求延续的母题，这是祭祀所用的《山
海经》与祭祀所生的话剧隔山跨海的
一次相逢。

《山海经》用神话人物体现现代
社会的焦虑与绝望， 用极简的形式
传递复杂的社会主题。 遥远的祭拜
神怪的冲动， 来源于人类渴求生存
繁衍的淳朴愿望。 这是一个疲倦的
社会， 长大后的人类无往而不利，失
去童年的好奇。山海中的神灵异兽并
不可怖荒诞， 真正妖里妖气的是时
间，时间是一个轮回，让我们重复相
同的命运， 当我们感到无能为力，就
回头看看被遗忘的答案。 （李凌歌）

纵观去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的影视作品，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对作品本身类型规律的重视， 以及对家国

叙事下微观书写意识的加强。 电影《我和我

的祖国·夺冠》 里尽得风流的弄堂市井，纪

录片《彩色新中国》还原苏联摄影队拍摄的

影像幕后， 皆是从前同类作品中较难见到

的新鲜景观。 而在东方卫视播出的“上海制

造”纪录片《大上海》，也充分体现了主旋律

作品的求新求变。

所有人挂心在口、念念不忘的“上海”，

究竟具有怎样的超越时空的魅力？ 最初的

上海 ，是否就是教科书上突然从 《南京条

约》里被一蹴而就般洞开的通商口岸 ？ 她

的前世与今生，还有多少散落于历史沟壑

里的细节？ 在纪录片《大上海 》之前 ，我从

未认真想过这些问题 。 在我的印象中 ，在

重复了无数遍的上海叙事中 ，上海便是华

洋杂处下一方充满魔幻现实色彩的传奇

想象 。 而这部纪录片却让我深刻地认识

到，上海之大，远不止于此。 这是一座被赋

予了错综复杂的政治 、历史 、经济与日常

生活意义的城市，发生在这座城市的种种

关于经济思维 、匠人精神 、文脉传承与中

西合璧的历史，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具有非

常特殊的标的性，亦是近两百年来中国巨

变的缩影。

《大上海 》题旨为 “大 ”，自然包括了要

在八集篇幅中尽可能详尽地将这些变化悉

数道来的野心。 而这个“大”，也可以理解为

对这座开埠以来最能引领中国风气之先的

城市经历风云变幻却仍能包容万象的敬

意。 纪录片第一集，从矗立在外滩的“太平

洋西岸最早的现代气象信号塔”开始说起，

引出了上海开埠前便已进入中国传教的德

国传教士郭实猎。 片中详尽考证了他的生

平以及他对中国的热爱， 同时亦指出鸦片

战争前后他对中国民众的殖民主义姿态 ，

这一笔相当明确地表达了本片主创在认真

还原历史之外对特定时代特定人物的态

度：真实，客观，新颖，且切入角度让观众感

觉很是适切。 而这一贯穿始终的历史叙事

的态度，从“洋人营救被小刀会活捉的上海

道台” 等掌故里触发对晚清上海时局细节

的钩沉， 或自今时今日的滨江岸线回溯当

年黄浦江边的制造工业等等事件的叙述

上，都可看出一二。

对上海历史的宏观描述 ，是 《大上海 》

以时间线为坐标顺向叙事中的重要环节 ，

但绝非最核心的部分。 由“上海开埠”“上海

文脉”及至“八百壮士”“解放上海”“住房问

题”“改革开放”等等不同时代、面向、主题

组成的脉络里， 除了大量细致的考证与文

档、访谈、口述重现工作之外 ，观众可以非

常明确地感受到主创对于这座城市过去 、

现在与未来的赤忱与尊重， 感受到他们在

呈现上海这座城市的用心。 草蛇灰线，伏行

千里，在讲述上海文化演进的部分中，片中

提到民国时期四马路 （福州路） 的开明书

店， 将其形容其为 “开明留给时人的印象

是 ， 用土纸出的书籍杂志都没有一个错

字”。 这一例子，与后面展现的当代上海工

匠精神产生了某种关联。 在表现解决上海

“住房难”问题的一集中，作品援引了大量

1950—1990 年代拍摄的新闻、 纪录及专题

片， 在荧幕上直观呈现上海人居住条件的

举步维艰与气候的变化， 结合画外音与画

内的直接影像，令在“00 后”一代上海青年

记忆中几乎已经不存在的集体回忆迅速重

现……长约一小时的单集中， 每一集的信

息密度都相当高， 在观看这部历时三年完

成的作品时， 我真实地感受到了主创团队

的努力与用心。 这种努力，不仅仅是主创所

言的“我们暴走了大上海 ”，从中体现的主

创团队对作品本身的热情与追索， 可以透

过屏幕真实地感染每一位对上海的历史与

文化有兴趣的观众。

纪录片中访问了涵盖文化、经济、电影

史的各位专家， 从各个维度对上海发展过

程里的线索进行解读， 亦有大量对新时期

及亲历上海腾飞过程的亲历者的访谈 ，由

人物之点贯穿时代之线， 最终达成对城市

整体形象的描绘。 除了纪录片惯常使用的

照片、录音、影像、重现、访谈等手法之外 ，

《大上海》还引入了动态沙画 ，大到外滩建

筑变迁，小到“陆家嘴公司”草创时期简陋

的门面，配合影片的微观视角，努力带观众

重返一个个鲜活的历史现场。 在这个意义

上，我更愿意将《大上海》视为一部深情之

作而非单纯的献礼史诗， 作品是对时代的

赞歌， 亦是对生活在此的吾土吾民的内在

精神密码进行的拆解、还原。

书写“大上海”的城市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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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剧《蝴蝶梦》的故事蓝本最

早可以追溯到 《庄子·齐物论》中

的“庄周梦蝶”典故，后元杂剧《鼓

盆歌庄子叹骷髅》 进一步扩充了

这个故事。 到了明末， 冯梦龙在

《警世通言 》第二卷的 《庄子休鼓

盆成大道》 中呈现了此剧的基本

脉络和故事架构， 后经明末清初

的谢国、陈一球发展，到严铸整个

故事臻于成熟。 近日上海昆剧团

计镇华和梁谷音主演的昆剧 《蝴

蝶梦》，即是学者古兆申在严铸版

本上整理改编而成的。

这一版小“全本”《蝴蝶梦》由

《叹骷》《搧坟 》《毁扇 》《吊奠 》《说

亲》《回话》《劈棺》共七折组成，其

中《说亲》《回话》是较为经典的传

统折子戏， 有比较完整的表演程

式传承 ，而其余几折在清代昆剧

折子戏的各种谱录中虽然常见

记载 ，但在近半个世纪的昆剧舞

台上已绝迹多时 ，2005 年上海昆

剧团重新创排全本的时候 ，对这

几折戏进行了一定的加工和重

塑， 因此， 也可以看作是 “新老

戏”。 2012 年，梁谷音与计镇华二

位老师以七十高龄搬演此戏 ，曾

如惊鸿照影， 令人过目难忘。 今

年， 两位老师以近八十的年纪再

次合作此剧， 演技之精湛更甚当

年， 为观众献上了一场堪称 “神

品”的表演。

窃以为，《蝴蝶梦》这出戏，难

在演员不仅要运用本行当的技

法 、更要在大身段 “守家门 ”的前

提下， 适当借鉴其他家门行当的

表演程式和技巧来塑造人物。 就

拿最经典的《说亲》《回话》这两折

中 “田氏 ”的人物塑造来说 ，她在

这两折戏中情感的生发点是 “思

春”，但这个情感不同于传统闺门

旦人物杜丽娘、 陈妙常等充满生

命哲思的少女怀春， 是非常具体

的、 带有一定暗示意味的生活化

情感。 从人物身份来说，田氏在这

两折中的身份是新寡少妇， 应该

是正旦应工， 但她在此主要表达

的又是“空床难独守”的闺门旦情

感。 到了《回话》，她的心事已经说

破， 并且急不可耐地想要在现实

中求得一个结果， 因此在这一折

中， 她的感情相对于一般的闺门

旦是外放的、鲜活的，更符合六旦

的舞台表达方式。 在听到老苍头

回复她不满意的结果后， 其流露

出的泼辣、凶悍，以及打人时的干

脆利落， 又带有了几分刺杀旦的

味道。 这么多旦角的主要行当表

演元素汇集在短短两折的一个人

物身上， 在昆剧传统折子戏中实

属罕见。 梁谷音老师在这场表演

中， 妙就妙在完美地融合了这几

种不同旦角家门的表演方式 ，并

做到自如切换， 甚至还运用了一

些影视表演的技法而将其戏曲

化， 对前辈老师传承的程式动作

做了适当地修改。 饰演庄周和楚

王孙的计镇华老师在这场演出中

也根据情境需要运用了老生本行

和小生的不同唱法， 将两个人物

鲜明地区分开来， 显示了不俗的

表演功力。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像

《说亲 》《回话 》 这样的传统戏之

外， 二位老师在其他几折 “新老

戏” 的表演上更是大胆突破。 例

如，在《煽坟》一折中，梁老师从执

扇出场到扇坟之间这一段表演 ，

运用到了到举扇 、藏扇 、遮扇 ，并

配合以踮步 、蹉步 、蟀步 、圆场等

各种脚步———这种活泼明快的表

演形式不仅在昆剧闺门旦行当中

不多见， 甚至在整个昆剧旦角行

当的表演中都实属特例， 可以看

出借鉴了一些“花部”旦角的演绎

手段，但用在此处，又恰如其分地

表现出一个大胆追求人性自由的

天真率直小妇人形象。 在当天的

演出时， 仅仅一段出场就获得了

满堂彩。

古人品诗论曲，常用“神、妙、

能 、逸 ”为之分类 ，其中最刻画于

无形、 不见斧凿之工的优秀作品

可被称为“神品”。 在我看来，计梁

这一次合作的 《蝴蝶梦 》，也着实

堪称“神品”，使人见之忘俗，回味

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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