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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发烧友”莫言：
一部好的小说，内核是一部剧

本报记者 傅小平

沪上举行历史剧《我们的荆轲》与《霸王别姬》分享会———

作为以长篇小说知名的作家 ，莫

言一般被认为是以小说出道的， 但实

际上如他自己所说， 他真正的处女作

是一部名为《离婚 》的话剧 ，虽然他最

早变成铅字的是小说。 而即便在以小

说成名后， 莫言依然对写剧本充满兴

趣：“我过去的小说里， 过于炫目的语

言把我写对话的本领给遮蔽了， 写话

剧能激发我在对话方面的才能。 ”

莫言也的确一直尝试话剧写作，他

写了历史剧《我们的荆轲 》和 《霸王别

姬》， 也写了反映下乡知青回城后遭遇

的现代剧《锅炉工的妻子》，均收录于由

可以文化·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剧作

集《我们的荆轲》中。 莫言也在小说写作

中融入话剧的形式。 比如长篇小说《蛙》

就是由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

义人的五封书信、四部长篇叙事和一部

话剧组成的，这种形式也拓展了小说的

表现空间。 再比如长篇小说《檀香刑》也

大量融入了茂腔等戏剧元素。

虽然莫言自称是 “话剧发烧友”，

他在写剧本上的才华实际上得到了业

界普遍好评。 以演出效果看，《我们的

荆轲》 曾参加第七?全国话剧优秀剧

目展演， 并获全国戏剧文化奖之话剧

“金狮奖·最佳剧目奖” 和 “优秀编剧

奖 ”，还曾赴俄罗斯 、白俄罗斯等国家

参加戏剧节、文化日演出，获“第 24 ?

波罗的海之家戏剧节·最受观众欢迎

剧目奖”。 《霸王别姬》剧本由空军话剧

团排演，在人艺小剧场演出。 剧本上演

后引起很大的反响 ，场场爆满 ，后又

陆续在德国 、韩国 、埃及 、马来西亚 、

新加坡等多国举办的国际戏剧节上

演，并获“开罗国际实验戏剧节·最佳

演出奖”提名。 从业内评价看，在 3 月

13 日于上海朵云书院·戏剧店举行的

“莫言剧作中的历史人物———《我们

的荆轲》与《霸王别姬》分享会 ”上 ，上

海话剧艺术中心艺术总监 、剧作家喻

荣军就说 ，莫言的剧作集十分具有可

读性 ， 他的作品想象空间非常大 ，人

物形象饱满 ，特定环境下人物所做的

事情 、所说的话 、思想的交流都可以

让观众立即感受到 ，他对人物的颠覆

也不是刻意的 。 “莫言写剧本的出发

点是他非常懂戏剧 ，他知道这个戏放

在舞台上是和观众之间产生对话的 ，

所以要把所有历史的东西打碎掉 ，重

新写自己的东西。 ”

也因此，喻荣军看《我们的荆轲》，

感觉到它虽然是历史剧， 但又不像是

历史剧，他感觉莫言是在写他自己。 在

他看来， 这部剧作的重心也更多不在

“荆轲”上，而是在“我们”身上。 “《霸王

别姬》的重心也不是在两个女人、一个

男人，不在有名字的这三个角色身上，

而就在‘男人女人’身上。 可以看出莫

言想借历史人物、历史素材，写给现代

的人看。 ”

用莫言自己的话说 ， 《我们的荆

轲》 里的人物和史实基本上忠实于原

著《史记·刺客列传》，他只是对人物行

为的动机做了大胆的推度。 由此，在这

部剧作中 ，荆轲 、秦舞阳 、高渐离 、狗

屠，以及燕太子丹和燕姬等人，纷纷从

文学的神坛走下，成为可知可感、有血

有肉的人物：既有虚荣和欲望，也有自

我怀疑和人生困惑，有诡计和手段，也

有爱和责任。 在“刺秦”这个大框架下，

每个人都要做出不同选择。 与此同时，

在剧作中， 莫言重新赋予人物以 “穿

越”般的现代思想 ，在犀利的对话 、幽

默的表演和颠覆性的故事背后挖掘人

性的真实。 基于此，有位从芬兰特地赶

到俄罗斯观看演出的戏剧专家说：“哈

姆雷特存在‘生存还是毁灭’的两难选

择，荆轲也有刺不刺杀秦王的纠结。 这

是人类共通的困境。 ”

谈到同样取材于《史记》的《霸王别

姬》，莫言则说，这是一部让女人思索自

己该做一个什么样的女人的历史剧，是

一部让男人思索自己该做一个什么样

的男人的历史剧。 这就是说，虽然故事

以楚汉战争为背景，莫言却将我们熟悉

的历史中的人物还原到一个更为纯粹

的女性的身份或者更为真实的人的身

份来看待，他将视线投到吕雉和虞姬两

个女性角色身上， 通过她们的对话、对

峙、抉择乃至最后的反转，呈现在男性

和女性身上，“事功”与“亲情”二者间的

艰难取舍和权衡，也由此从角色中诠释

出了一个独特的角度。

这正应了喻荣军说的， 莫言写剧

本时很少有条条框框，在创作过程中，

他只是按照他的想法往下走， 让现在

的观众能得到什么就往下做什么 ，这

是非常直接的，也是很可贵的。 “在《我

们的荆轲》里，我也能看到一些随性的

东西，而随性在剧场里非常珍贵，有时

候观众在剧场里期望能看到不一样的

东西。 在莫言的剧本里，我就能感受到

有一些这样的东西， 比如说杀燕姬这

一场，还有状别那一场。 我在读剧本的

时候也觉得，他怎么可以这样写。 但读

完以后觉得这样写非常好， 他有自己

的角度，并且非常有力量。 ”

当然， 莫言剧作集只是可以文化

推出的莫言作品系列里的一部。 于 3

月 8 日迎来五周年生日的可以文化打

响的第一战， 就是拿下莫言作品独家

版权。 五年前加入浙江文艺出版社，担

任常务副社长兼上海分社社长的资深

出版人曹元勇和莫言有着二十多年的

合作情谊，《蛙》《丰乳肥臀》等代表作，

包括上海文艺版的莫言作品全集都是

在他的手中诞生并走向茅盾文学奖、诺

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 2012 年莫言获

诺奖，他也是国内唯一一位受邀随同莫

言领奖的出版人。 在拿下独家版权后，

可以文化于 2017 年 1 月推出 《莫言长

篇小说全集》11 部，并在北京召开了盛

大的发布会。后来又陆续出版莫言中短

篇小说集、剧作集、散文演讲集，精装版

《莫言作品典藏大系》，以及适合当下快

节奏阅读的小开本“中短篇小说精品系

列”。 如今，莫言作品系列已经出版 70

多个品种，成为可以文化规模庞大的头

部产品。 随着莫言作品的出版，可以文

化也汇聚了马原、 阿来等当代名家加

盟：2018 年， 阿来 《机村史诗》 出版；

2019 年， 马原藏区小说 《冈底斯的诱

惑》《拉萨河女神》出版……

在外国文学方面， 可以文化独家

引进了诺奖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作品系列、 澳大利亚诺奖得主帕特里

克·怀特作品系列、德国毕希纳奖得主

马丁·瓦尔泽作品系列，以及龚古尔奖

得主蕾拉·斯利玛尼 、 布克奖得主乔

治·桑德斯、芥川奖得主远藤周作等世

界一流作家作品。 在引进版权方面，可

以文化则预先拿下了许多世界级大奖

作家的作品，但曹元勇表示，他们也并

不盲目参与版权竞争， 瞄准的是那些

能够和中国读者产生心灵契合的作

品；而在公版书方面，可以文化出品的

大多不是市场上极为热门的畅销名

作，而是世界文学史上珍贵的“沧海遗

珠”，作为俄苏文学经典的“双头鹰”系

列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五周年生日当天， 浙江文艺出版

社社长虞文军、 总编辑王晓乐来到可

以文化新办公室，并分别致辞。 上海作

协副主席孙甘露、 世纪出版集团总编

辑王为松、《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作

家陈丹燕、 复旦大学教授陈引驰等到

场祝贺。 用曹元勇的话说，作为即使在

娱乐产业和影像媒介高度发达的今

天， 依然矢志不渝力争出版国内外一

流的文学作品的出版品牌 ，“可以 ”既

寓意着他带领的这个团队可以创造无

限可能，也寓意着在今天这样的时代，

我们依然可以心怀梦想， 可以借助文

字的力量去往任何一个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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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上海市作协 “作
家进社区” 活动的新一篇
章，近日，作家孙颙来到位
于南昌路 152 弄的瑞金·
人文会客厅， 展开与读者
之间的近距离交流。 从自
己记忆中的往昔到这条马
路的前世今生， 孙颙以时
间为线索娓娓而谈， 展现
了一位作家与地缘的不解
情谊。

上世纪 90 年代 ，孙
颙的长篇小说《雪庐》就以
南昌路为背景， 而如今坐
落于南昌路的 “一见图书
馆 ”， 曾是他外公家的老
宅， 里面沿墙高耸的书柜
样式被保留至今， 形成了
图书馆书柜的基本格局 。

“原来老式的书柜里装的
都是线装书， 小时候我看
不懂， 但那里是我文化启
蒙的地方， 老先生在这里
教我唐诗、围棋。 ”小时候
的孙颙不懂棋术， 只会一
味进攻和吃子， 老先生轻
摇着手中的扇子 ，转 360

度的圈， 告诉孙颙那些藏
在棋盘里的为人方式 ：相
比于凌厉攻势， 有时候中
庸和温和更具有韧性和力
量。 这也成为了之后漫长
的人生岁月中， 孙颙始终
受教的一条人生准则。 在
大学期间，长篇小说 《冬 》

的问世， 让许多人知道了
孙颙这个名字 。 1982 年
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 ，

他进入上海文艺出版社 ，

从最基础的校对做起 ，同
时埋头于小说创作， 本与
世无争的他未曾想到 ，自
己没过几年， 就因为得票
数最高，被推举为社长。

在身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的那段日子
里，艰辛有之，磨砺有之，他经常想到外公曾经
在乱世中仍持守着读书人的品格， 稍有喘息便
办起藏书社的经历。 当自己的心路历程和外公
的经历在某些时刻重叠起来时，《雪庐》 渐渐在
他心里成型———以这部作品， 孙颙希望后人能
够看到老一代知识分子所走过的艰辛历程。

从南昌路出发，细心的人会发现自己几乎走
入了上世纪初上海文化的一片星河：《新青年》编
辑部曾在这里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宣传的主
阵地，徐志摩、傅雷、巴金、林风眠、郭沫若等大
家的身影都曾在这条马路出现……这条不到两
公里长的马路上，藏着了许多文化名人故居。两
年前，为了写散文《国歌》，孙颙曾特地造访田汉
和聂耳曾经住过的地方，虽然找到了旧居所在，

却发现许多临近的老楼已经拆除重建， 珍贵的
历史痕迹越来越难以寻觅。 “这让我更觉得，南
昌路的不拓宽是难能可贵的， 上海文化应该留
下一些这样的地方， 让我们在一座高楼林立的
城市里面，看得到上海曾经有过的样子。 ”

以读书为主题， 孙颙也和在场读者分享了
自己的切身感受。在外公的熏陶之下，自幼喜欢
读书的孙颙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会因为读书而
改变———恢复高考的第一年， 因为作文得分在
全上海名列前茅，他才进了大学。 “也许你并不
知道自己今后会走什么路， 但读书会给你智慧
和启示， 给你的人生带来微妙的影响。 对我来
说，读书影响了我人生的道路。 ”

这场活动中， 许多听众是世代生活在这里
的南昌路居民， 他们对这条充满人文底蕴的街
道有着深厚情谊。在交流中，居民分享了许多来
自长辈的故事， 和对于南昌路文化开发的创新
想法， 如关于读书沙龙的持续化、 社区公益活
动、艺术展示活动等方面的思考。 今后，街道将
不断挖掘历史文化资源以及红色文化特色，结
合符合当下的讲述方式， 将南昌路的故事以更
鲜活具体的方式加以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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