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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1月 16 日至 17 日，由李六乙执导，濮存昕、胡军、卢芳主演的话剧《哈姆雷特》将登陆上海
大剧院。

这一版《哈姆雷特》会给观众带来怎样的观剧体验？本报记者独家专访导演李六乙，聆听
他的戏剧观。

庄重之心是面对经典应有的态度
■ 本报记者 陈俊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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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被颠覆的哈姆雷特倒回来

《哈姆雷特》就像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谜，

不断地在全世界各个剧院上演。几乎每个新
版本都会进行独到的演绎， 拓展诠释的空
间。 莎士比亚笔下的丹麦王子化身为流浪
汉、农夫、穷人、商人、电影明星、小丑，甚至
是木偶。

去年 11月底，由李六乙执导的《哈姆雷
特》在国家大剧院首演。有剧评家给出了“自
不量力”的评价，称此剧的呈现方式给人一
种强烈的“堂吉诃德”感———堂吉诃德生活
在梦里，以不合时宜的庄敬之心，为子虚乌
有的杜尔西内亚四处征战。导演李六乙也以
“不合时宜”的庄重之心，想要将已被当代戏
剧舞台和当代美学颠覆了几十年的哈姆雷
特形象再颠倒过来。

李六乙的名字并不为上海观众所熟知，

除了近年的《小城之春》和川话版《茶馆》，他
鲜有作品在沪上演。

出身于川剧世家的李六乙毕业于中央
戏剧学院导演系，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戏
曲 8年后进入北京人艺担任导演。 这些年，

他经常受邀在欧洲执导歌剧，接受众多国际
艺术节的委约创作。在《哈姆雷特》之前，他
导演了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早前的作品包
括 《樱桃园》《万尼亚舅舅》《推销员之死》

《家》《北京人》《日出》等。

面对这些经典作品， 李六乙坚持一条
原则：对原著的忠实呈现，有时候甚至将
原著一字不改地搬上戏剧舞台。他说：“庄
重之心是面对经典作品应有的态度。”在
观众早已习惯对经典作品的颠覆性改编
和个性化演绎的当下，这种坚持确实显得
“不合时宜”。

从几年前导演“希腊三部曲”———《安提
戈涅》《俄狄浦斯王》和《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开始，李六乙就发现颠覆经典的路是走不通
的。“颠覆， 是西方艺术近百年来的传统，现
代戏剧一直在解构、 重组与颠覆中寻找出
路， 所谓的颠覆总是以一种创新的姿态出
现，或者说是艺术家个性的极端体现，这种
颠覆往往缺少对原著的尊重、对历史文化的
敬畏，为了颠覆而颠覆，其实是很危险的。”

李六乙坚持往回看， 而不是往前看。戏
剧往回看， 就是回到古希腊的戏剧和哲学。

“回到两千年前， 你会发现历史和当下有惊
人的相似。就作品而作品，就自我而自我，可
能就会犯一些历史上犯过的错误。 中国戏剧
的当下常常会犯错，戏剧观念混乱、戏剧文学
庸俗粗糙，这都是对观众的不负责，我们不能
给观众提供没有任何营养价值的快餐。”

既不迎合也不教化观众

在经典面前， 李六乙感到自我的渺小，

但渺小并非失去自我。

“即使被关在果壳之中，我仍自以为是无
限宇宙之王。”这是《哈姆雷特》中一句重要的
台词。 身兼导演与灯光设计的李六乙为观众
呈现的舞台意象，正是围绕这句话进行的。

演出开始前，纯黑的幕布垂落着，一束
光从舞台后方射出，穿过幕布上的矩形开口
打在舞台前方，像极了一个监牢，象征着哈

姆雷特眼中地狱般的丹麦。全剧以一个可升
降旋转的圆柱斜面为主要行动空间，一只金
属质感缠绕纠结的球体装置悬吊于舞台上
空，暗示人物之间的关系走向和他们波澜起
伏的命运。阴沉幽暗的灯光、闪烁不定的球
体、摇晃的圆形斜平台、没有歌词的哼唱、时
断时续的京胡，共同营造出李六乙式的《哈
姆雷特》。

《哈姆雷特》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后，对舞
台意象背后的隐喻的各种解读层出不穷。对
此，李六乙不置可否：“导演排完戏，任务就
结束了，评价家怎么写是他们的事，观众可
以有不同的解读。”

他唯独希望告诉观众的，是自己理解莎
士比亚的路径：“400多年前的莎士比亚面对
当时的世界，是有态度的。很多人认为莎士
比亚是文艺复兴的代表，其实他超越了文艺
复兴的思想，他的思想精髓更多地来自古希

腊文明和罗马精神，尤其是苏格拉底、柏拉图
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

从《李尔王》到《哈姆雷特》，保留文学的完
整性， 是李六乙呈现莎士比亚的基本原则，在
他看来，保留文学的完整性，也就是保留莎士
比亚思想的完整性。而莎士比亚的思想是具有
当代意义甚至是未来意义的。

“《李尔王》中有一句经典的台词：‘我要做
一个雅典哲人。’ 莎士比亚为什么要让李尔经
历了大起大落之后，成为雅典的哲人，向哲人
跪拜？”李六乙说：“如果对文学没有研究，如果
不回到历史的源头， 就很难理解其中的深意。

回到莎士比亚的源头，回到古希腊，你会发现
当时的哲学非常灿烂，它会告诉你如何做一个
幸福的人、一个有智慧的人。当你在哲学中找
到一些基本原则，你的思想就不会乱，所呈现
的艺术也不会乱，就不会被所谓的多元化的合
理性迷惑。存在就是合理的，但艺术家必须做

出选择。”

观众也在做出选择。“有些观众可能不喜
欢我的风格，很正常，观众的选择不能强求。我
既不迎合，也不教化他们。选择什么样的戏剧，

就是选择什么样的生活。选择经典，就是选择
高尚品质的生活。”李六乙说。

莎士比亚并非高高在上

对中国观众而言，理解莎士比亚，必须跨
越语言的隔阂，导演和演员亦是如此。

李六乙曾两次去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

观看他们排练，与莎剧专家一起工作，分析文
字中的线索。“这段经历让我明白了莎士比亚
回到老百姓当中去的重要性。” 李六乙说：“莎
士比亚是一个平民作家，并非高高在上的。400

年前，他的作品既演给王公贵族，也演给普通
老百姓看。”

继《李尔王》后，《哈姆雷特》作为第二部
参与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 “莎剧舞台本翻
译计划”的剧作，并没有采用观众熟知的朱生
豪、梁实秋或卞之琳的译本，而是采用翻译家
李健鸣专门为这部剧重译的版本。 新译本不
拘泥于文学的演绎， 或一味地以传统意义的
“美”来表现莎士比亚的诗句，而是尝试寻找
一种当代舞台语言的节奏， 来表达莎剧中高
度提炼的语言。

“文学除了供读者阅读，还可以供舞台演
出。 过去我们读到的莎士比亚译本主要是供
阅读的，到了舞台上，那些华丽的、诗意的文
本观众不一定都能理解，甚至连演员、导演也
未必都懂。 如果把翻译分成文学翻译和戏剧
翻译，那李健鸣老师的这一版《哈姆雷特》就
是为戏剧演出服务的， 根据现代观众的欣赏
习惯， 作了不少调整， 希望可以让老百姓听
懂。”李六乙说。

这部大提琴“圣经”
曾是无人问津的练习曲

本周末，大提琴家王健将在
上海大剧院为观众带来完整版
的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这
套被称为大提琴家的 “试金石”

的组曲，曾差一点被淹没在旧书
堆里。

1720 年前后， 巴赫为当时的新兴乐
器———大提琴谱写了六套组曲。组曲的具
体创作年份至今不详，但幸好它们流传了
下来。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它被人们
认为是练习曲，登不了大雅之堂。

1890年，西班牙大提琴家卡萨尔斯与
父亲在巴塞罗那一家旧书店里发现了一
本乐谱，打开一看，是巴赫的《无伴奏大提
琴组曲》。卡萨尔斯买下了这本乐谱，回家
当练习曲练了起来。从第一组曲到第六组
曲，结构越来越复杂，技巧难度也越来越
高，第六组曲就像是大提琴的“交响曲”。

卡萨尔斯渐渐发现， 这套练习曲不仅很
难，还有着丰富的精神内涵。每天练习时，

都仿佛在与自己的内心对话。直至十多年
后，他才首次对外公演了这套作品。

巴赫的这套组曲经卡萨尔斯的娴熟
演绎，大放异彩。1939年 6月，第二次世界
大战爆发前夕，卡萨尔斯完成了六套组曲
的全部录制，这也是巴赫《无伴奏大提琴
组曲》有史以来的第一张唱片。

此后，这部作品成为全世界大提琴家
的 “试金石”， 甚至被奉为大提琴的 “圣
经”。富尼埃、罗斯特罗波维奇、马友友等
历代大提琴演奏家对这套作品都有不同
的感悟， 留下了具有个人风格的演奏版
本。

王健演绎的巴赫 《无伴奏大提琴组
曲》曾轰动乐坛。有乐评家说，他拉的巴赫
有一种“中国味道”。这种“中国味道”来源
于他音乐中的含蓄与包容。

王健认为，演奏巴赫最好的场景是在
野外，一群人围坐在篝火边，在音乐中回
忆自己的人生，想自己心里的事。一个人
的时候， 他常常会给自己拉一首巴赫，演
奏时眼前都是舞蹈的画面。而在静心聆听
巴赫的时候，他甚至可以把一整套舞蹈都
编出来。

《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由巴洛克时期
流行的各种舞曲构成： 阿列曼德舞曲、库
朗特舞曲、萨拉班德舞曲、小步舞曲、布雷
舞曲、加沃特舞曲、吉格舞曲。每部组曲中
各个舞曲之间看似是相互独立的，其实又
有内在的联系。全世界有不少知名芭蕾舞
团和现代舞团都在这部作品的基础上编
排舞蹈，用肢体诠释巴赫的精神。

（陈俊珺 综合整理）

译者笔下的莎翁名句
《哈姆雷特 》中的 “To be or not to

be” 可能是人们最为熟悉的莎士比亚经
典名句。

这句哈姆雷特的独白究竟有何深
意？看看朱生豪、梁实秋、卞之琳和李健
鸣的翻译，给出了怎样不同的解读：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
的问题： 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

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
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
更高贵？

———朱生豪 译

死后是存在，还是不存在———这是问题：

究竟要忍受着强暴的命运的矢石，还是要拔剑
和这滔天的恨事拼命相斗，才是英雄气概呢？

———梁实秋 译
活下去还是不活， 这是个问题： 要做到高

贵， 究竟该忍气吞声来容受狂暴的命运矢石交
攻呢，还是该挺身反抗无边的苦恼，扫它个干净？

———卞之琳 译
在还是不在，就是这个问题：是默默

忍受命运残虐的毒箭， 还是挺身反抗，在
这无边的苦海结束。哪一种选择更高贵？

———李健鸣 译

《哈姆雷特》剧照

图片由上海大剧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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