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喜看越剧现代戏迈出新步

胡红萍

一

2020 年是我国脱贫攻坚战决胜之

年， 作为上海越剧院潜心数年艺术探索

的成果，《山海情深》 以独特的艺术视角

反映了这一伟大事业。 该剧以贵州苗寨

生活为背景， 采用越剧擅长的故事讲述

方式和情感渲染手法， 通过上海父女情

和苗族婆媳情两条线索， 表现了上海干

部扶贫援黔过程中的艰难和悲壮。

越剧很早就开始演绎少数民族题材

（包括异域题材），如古装戏《春香传》（朝

鲜）、《沙漠王子》（蒙古族）、《香妃》（新疆

维吾尔族）、《木棉红》（海南黎族）， 现代

戏 《不准出生的人》（藏族）、《红色医生》

（藏族）、《黛诺》（云南景颇族） 等。 少数

民族题材一方面拓宽了越剧的表现力，

因为每一个民族的生活都是一种独特的

色彩和风情；另一方面，少数民族题材可

以弥补许多戏曲现代戏的短板。 在服装

上， 少数民族服装比汉族现代服装更绚

丽更有层次， 有的还保留了许多传统服

饰的特点， 有助于戏曲演员身段动作的

发挥，大大改善现代戏表演手段缺乏、舞

台动作无所凭依的情况。此外，少数民族

大多数能歌善舞， 演绎少数民族题材自

然少不了民族歌舞的运用， 这也为现代

戏的创作增加了许多艺术手段。 《山海

情深》一剧就大量地运用了苗族歌舞，精

心编排的民族舞蹈观赏性强， 动听的民

歌民谣也为全剧增色不少。 创作者显然

有意识将歌舞提高到剧目整体的审美层

面上而不仅仅是点缀， 歌舞的运用使舞

台节奏衔接流畅， 完全避免了戏曲现代

戏常犯的“话剧加唱”的毛病，为越剧现

代戏的创作积累了新的经验。

老一辈越剧艺术家有感于自己 “家

底薄”， 善于从各种艺术形式中汲取营

养。 从越剧历史上的一些少数民族题材

剧目来看， 他们对各个民族特有的舞蹈

样式都充满了兴趣，并且善于利用，推动

越剧创新。 《山海情深》中的新米节舞蹈

和竹编舞蹈等群舞场面， 虽不一定是苗

族原汁原味的原生态舞蹈形式， 但民族

气质浓郁，舞台呈现热烈，达到了艺术上

的和谐。在现代戏创作中，剥离了古典戏

曲长期建立起来的一些规范和手段之

后， 民间和民族歌舞的运用成为戏曲演

员表演的有力凭依。应该说，《山海情深》

借鉴歌舞元素， 使之和戏曲剧种的风格

融为一体，对剧种的发展既有新的增益，

又保持了原本的特色， 而没有变成纯粹

的歌舞剧，这种探索是值得肯定的。

但我们依然要对戏曲中歌舞的运用

有更理性的认识。传统戏曲中所谓“无声

不歌”、“无动不舞”， 指的是程式化表演

的歌舞性。 这种“歌舞”是与戏曲舞台表

演完全合一的，是内在的节奏；而我们现

在创作现代戏时， 运用民间歌舞甚至现

代舞蹈显然是一个从外添加、 组装的动

作， 因此在为戏曲注入新的艺术元素的

同时，还存在着一个与剧目叙事、剧种风

格是否贴合， 异质元素是否遮蔽剧种本

体而使后者变得不伦不类的问题。《山海

情深》在这方面做了比较大胆的尝试，除

了苗族歌舞之外，还运用了现代音乐、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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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舞蹈与传统的、民族的元素形成对比，相互激

发。 同时，纯正的越剧流派唱腔的运用，以及演

员们在越剧传统规范里的表演， 也最大限度保

留了剧种本身的特色。 显然《山海情深》的主创

们对于这种创新是经过全方位思考的。 在此基

础上， 如果能更深入地将民族歌舞和现代歌舞

的元素无痕“化用”到剧种原有的表演手段和音

乐唱腔里，进一步推动剧种的发展，尤其是音乐

唱腔的革新，将是越剧更好的出路。

二

《山海情深》之前，上海越剧院创作的最近

一部现代戏为 2015 年 12 月首演的 《燃灯者》。

从 2015 到 2020 年， 五年时间内， 剧院创作了

《洞君娶妻》《凄凉辽宫月》《素女与魃》等有相当

影响力的古装剧目， 却在现代戏创作上出现了

空白。 在全国大力倡导戏曲现代戏的当下，上

越现代戏创作的短暂停留体现的并非对时代

的疏离，而是艺术态度的审慎。 从上世纪三四

十年代越剧的“时装戏”开始，比较宽泛意义上

的 “越剧现代戏 ”实践历史并不短 ，也诞生了

《祥林嫂》这样的经典现代戏作品，但越剧至今

仍以女子越剧为主体（全国有男女合演的越剧

院团仅有上海越剧院和浙江小百花越剧院两

家。 ）并且依然没有改变大多数观众对于越剧

擅长演古装戏的固有观念。 根本原因在于现代

戏实践中尚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然而面

对日新月异的现代生活，戏曲创作者是无动于

衷， 依然沉浸在古老的语境里进行传统叙事，

还是迎难而上让戏曲直面与现代人密切相关

的命题 ， 以便融入今天的生活和当代人的情

感，几乎是不言自明的。 现代戏的创作是接通

古典戏曲与现代生活的桥梁。 《山海情深》的创

作，除了剧目本身的艺术性之外 ，最可贵之处

便在于它标志着上海越剧在越剧现代戏的创

作上勇敢地迈出了新的步伐，以其鲜明的当代

性呈现在越剧观众的眼前。 但是越剧现代戏未

来的路在哪里，怎么走才能更扎实、更当代、更

“越剧”， 依然没有明晰的方向。 尽管如此，以

《山海情深》为契机总结得失，进行更深入的思

考，是当下可以做的一件事。

关于主题创作的问题。

近年来， 国家与政府层面倡导的重大主题

创日益作成为戏曲创作的主要方向， 如为了表

现我国伟大的扶贫事业应运而生的一系列 “扶

贫戏”。 为了防止同类题材作品的千人一面，并

且达到一定的艺术水准， 戏曲创作者还需要开

拓思路， 加深对这一伟大国策的理解。 贫困问

题既可以放到历史层面， 来思考中华民族不同

地域贫富差距形成的历史文化根源， 也可以放

在全球视野内观照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贫

困除了物质的匮乏， 也有精神的闭塞， 它与政

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都交织在一起。 如果

能够视野开阔一些， 扶贫题材戏就必然不会满

足于简单塑造一个好官员形象或者讲述一件脱

贫事迹。

显然，《山海情深》 已经跳出了前期扶贫题

材剧目的一些窠臼， 其中没有官与民，“扶”与

“被扶”者的泾渭分明，它把所有的人物都放在

普通人的位置来审视， 以越剧擅长的情感抒写

为条线， 通过一对父女情和一对婆媳情从误会

到消除误会的细腻曲折的刻画，在“扶贫”的大

框架下突出了人情美和人性美， 达到了感人的

艺术效果。 另外， 该剧把扶贫大业放在历史发

展的过程中来审视，不是一味地歌颂，而有着深

刻的反思，体现了越剧创作者的思想深度。这种

不盲从潮流， 冷静地从剧种特点出发对主题创

作进行细化、深化的思路是值得肯定的，也是未

来越剧现代戏创作不能放弃的一个宝贵经验。

关于越剧现代戏题材的问题。

在主题创作之外， 越剧现代戏还需要关注

市场，实现题材多样化。江浙沪地区是中国东部

经济发达地区，是越剧的原生区域，至今仍为越

剧提供先天优渥的市场。 但要把这些市场真正

盘活，吸引当代年轻人进入剧场，越剧现代戏的

创作必不可少。 而越剧现代戏的前景则有赖于

在题材上认真钻研。

面向市场的进行创作， 意味着越剧创作者

必须要跳出精英知识分子的视角， 重拾亲民的

好传统， 真切关注当代普通民众生活尤其是当

代年轻人的生活状态， 如此越剧现代戏的题材

便可以宽泛很多。例如爱情和婚姻题材，曾几何

时，这个越剧赖以“起家”、也是最擅长的题材被

现代戏淡忘了，甚至被某些创作者认为过时了。

且不说爱情和婚姻是文艺永恒的主题， 在任何

年代都不会过时， 只说越剧史上许多久演不衰

的作品， 都是以对爱情和婚姻的细腻演绎打动

了亿万普通百姓观众的心灵， 并且久演不衰，

《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红楼梦》《碧玉簪》

《盘夫索夫》莫不如是。 爱情和婚姻观念的变化

体现的是时代、社会的变化，在不同的年代会遇

到不同的爱情与婚姻问题，绝不存在过时之说。

作为一张“上海文化名片”，上海越剧理应去关

注当代都市人的爱情和婚姻生活。再扩大一点，

当代都市题材——涵盖着当代职场、 商界、教

育、医疗等各领域，蕴藏着很大的开掘空间。 如

果能从平民视角对这些领域内的故事进行戏剧

性地展示， 不失为越剧现代戏创作的一条宽阔

路径。

关于越剧现代戏创作的问题。

有人认为，越剧要往前发展，就必然要打破

原有的审美风格，大胆创造新的风格。 的确，现

在所谓越剧的风格如清秀柔美等， 其实是对鼎

盛时期女子越剧整体风格的概括和总结， 越剧

四大经典剧目便是这种风格的集中体现。 回溯

过去，越剧从 1906 年诞生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的“黄金时代”（姑且以 1962 年《红楼梦》的诞生

作为这个阶段的一个节点）， 历经了近 60 年的

发展。这期间越剧为了适应上海的演艺环境，几

代艺术家作了无数的实验和尝试， 最终扬弃了

许多不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 建立起新越剧的

面貌，得到了戏曲界的公认。而从“四大经典”的

诞生到今天， 越剧又走过了 60 年左右的历程

（时间甚至超过前一段）， 这期间越剧生存的环

境又发生了很大变化。 文化语境的变迁和时代

审美理念的变化， 加之越剧自身也在男女合演

及拓宽剧目题材方面展开了多种尝试， 这些都

成为当今越剧现代戏创作的新语境。 当代越剧

创作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完全固守传统女子越剧

的审美风格。越剧现代戏的创作和探索，某种程

度上也承担着剧种革新的使命。对此，我们首先

要鼓励大胆尝试，大量实践。改革的过程从内而

外渗透式进行的， 既不应该立即宣告打破原有

剧种规范，也不应该处处给自己设限，而应在长

期扎实的实践中以富有艺术生命力的现代戏作

品使改革成果得到承认。

《山海情深》的创作，显示了越剧在新的时

代条件下迸发出的剧种活力以及越剧现代戏创

作的阔大空间以及重要使命。 这是一个新的起

点，期待越剧现代戏一往无前，再创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