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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三角戏曲大传播大流动势在必行 罗怀臻

乘着“东方名家名剧月”（前身为“长三角
名家名剧月”）于本周归来的东风，如何推动民
族戏曲在当代壮行，如何强化和提升长三角戏
曲的交流、联动与传播的话题，又跃入眼帘。

长三角地区文化地缘相近，文化传统相
通，文化风俗相融，在中国文化版图上有着
鲜明而独特的色谱。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
地区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观念优势，

率先在经济上崛起，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发展
步伐也越来越快，与此同时，依附在长三角
地区的地域传统文化特别是地方戏曲艺术
也正经历着时代审美的转型。

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最终体现为人的
生活方式和文明意识的进步，在越来越尊重
中华传统文化的新的时代背景下，应当重新
审视长三角地区戏曲艺术的发展历史与生
存现状，以促进更为自觉的协调发展和区域
联动，进而推动长三角地区戏曲艺术的新的
繁荣。

富庶繁华的长三角地区，自古以来就是
中华戏曲的发源之地， 南戏发源于浙江永
嘉，昆曲发源于江苏昆山，安徽安庆的大批
徽班艺人进京直接导致了京剧的诞生，上
海则催生了代表着现代戏曲品格的越剧和
海派京剧。 沪苏浙等地除了都拥有具有全
国性流播范围的剧种京剧、昆剧、越剧外，

还拥有丰富多样的方言剧种， 如江苏的锡
剧、淮剧、扬剧、苏剧、淮海戏、柳琴戏、梆子
戏、泗州戏等，浙江的绍剧、婺剧、瓯剧、甬
剧、姚剧、杭剧等，上海的沪剧、滑稽戏等，

以及安徽的徽剧、庐剧、黄梅戏、池州傩戏和
凤阳花鼓戏等。

这些地方剧种虽然各自的发源地不同，

但在沪苏浙皖地区的传播却不受方言流行
区域的限制， 而成为共同欣赏的表演艺术。

以上海为例，20世纪中期以前， 上述起源于
苏、浙、皖的各地方剧种不但经常来沪演出，

多数剧种还在上海建有职业剧团，有的则是
在当地发端、在上海成熟乃至正式确定剧种
名称。如越剧起源于浙江嵊州，进入上海之
前被称为“的笃班”“小歌班”“绍兴文戏”，进
入上海并站稳脚跟后才被称为“越剧”。苏浙
的大多数剧种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在上海
仍拥有职业剧团，如扬剧、锡剧、甬剧、姚剧
等，而今天作为一个剧种仅存一个剧团的宁
波甬剧，20世纪 50年代在上海市区活跃着
的职业剧团就有 11家之多。20世纪下半叶，

黄梅戏音乐受到普遍欢迎，江苏曾建立多家
专业剧团， 黄梅戏更在苏浙沪地区广泛传
播。同理，上海的滑稽戏、沪剧剧种在苏浙两
省不但传播广泛，而且都有专业剧团，有的
剧团在今天的发展繁荣势头甚至不亚于起

源地上海，如苏州滑稽戏剧团、杭州滑稽戏
剧团等。

淮剧起源于苏北，原为地方小戏，清末
受到徽剧影响方才形成大剧种格局，20世纪
上半叶，淮剧（时称“江淮戏”）随着大批苏北
移民迁居上海而流播到申城。淮剧在上海最
兴盛的时期，职业剧团多达百家，一度淮剧
在上海演出的势头竟压过了京剧，以致有些
京剧演出不得不借助淮剧演员的影响拉动
票房， 从而产生了京淮同台的 “京夹淮”现
象。由于淮剧、越剧在上海的历史影响和深
厚的观众土壤，这两个本属于苏浙方言的剧

种已经渐渐成为上海的本地剧种，名声显赫
的上海越剧院、上海淮剧团现已成为上海的
戏曲文化品牌。

由此可见，沪苏浙皖地区的戏曲艺术向
来是不分边界，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换言
之，正因为长三角地区的各地方剧种拥有了
跨地域跨方言的传播土壤，局限于方言一隅
的地方戏剧种才有了更为广阔的流播空间，

并因之得到发展壮大。

有一个时期， 尤其是在 20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长三角地区各戏曲剧种的影响均在
逐步萎缩，曾经在异地建立的专业或职业剧
团也在逐渐减少。如上海在这段时期除了拥
有国有背景的京、昆、越、沪、淮、滑稽戏等专
业戏曲院团之外，已经没有其他剧种的专业
或民营剧种剧团。 江苏不但没有了沪剧团，

甚至连越剧团也仅存一家，而锡剧、扬剧、甬
剧、姚剧、徽剧、黄梅戏等上海剧场的常客，

也是往来稀少甚至难得一见了。

地方戏曲流播区域的萎缩，固然与传统
文化和民族艺术在一段时期里于现代化城

市化进程中所遭遇的时代转型背景有关，但
是，善意动机下的地方性保护意识，在客观
上影响了各戏曲剧种在更大范围里的竞争
与传播，这个因素同样不容小觑。如有些地
方采用地方政府为地方剧团演出买单的戏
曲惠民工程，政府出资降低本地剧团的演出
票价乃至进行免费公益演出，这项举措表面
上看是支持了戏曲演出并使普通观众得到
了文化实惠，而实质上是对正常戏曲生态的
破坏，使得外来剧团剧种无法在该地区进行
平等的演出。为了享受政府采购当地剧团演
出的本土保护优惠政策，许多剧团剧种不愿

意再走出原生地，从而加剧了剧种影响力与
传播力的萎缩，甚至滋生出消极演出的消极
市场，进一步弱化了戏曲艺术在文化转型时
期的自身发展能量，不利于形成和健全戏曲
艺术发展的良性生态土壤。更有甚者，画地
为牢，限制甚至拒绝外来剧团与本地剧团的
市场竞争，客观上形成了自给自足的戏曲演
出狭小区域。

有些在多地区都有专业和职业剧团的
剧种，如越剧、淮剧、滑稽戏等，往往在政府
主办的剧种汇演评奖等节庆活动中，只允许
本省的剧团参加，而把同一剧种的外地剧团
排斥在外。再如以国家部委名义主办的一些
单剧种节庆，由于几乎成为承办所在地越剧
院团的戏曲汇演， 外省市院团即使勉强参
加，但大都既不派出最强的阵容，对于奖项
本身也缺乏荣誉感。

重建大区域概念。历史地看，长三角地
区地缘相近，人口交流密集，沪苏浙皖四地
文化传统以及民俗趣味相似相通，且大部地

区同属吴方言区，较少语言与风俗障碍。许多
剧种如京剧、昆剧、越剧、黄梅戏、滑稽戏以及
带有戏曲艺术成分的评弹， 大都是共享的剧
种，各地大都拥有国有或民营的专业或职业剧
团，相互间的市场演出、剧目创作和人才交流
十分频繁， 有着彼此赖以生存的共同土壤。现
实地看，沪苏浙皖四地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建
设发展，现代化和城市化的程度很高，戏曲消
费市场的潜力很大， 在实现 “创造性转化”与
“创新性发展” 的传统艺术时代审美转型的过
程中， 城市剧场艺术得到了领先的同步发展。

尤其近年来随着国家层面对戏曲艺术的保护
和各地方政府对本土戏曲艺术的
支持，各地方剧种、剧团都在充分
享受到公益保护和体制机制改革
的实际好处之后，出现了良好的发
展势头。 戏曲院团实力不断增长，

演出市场日渐繁荣，交往交流逐步
频繁，传统艺术和民族戏曲的生存
环境也随之得到改善。 值此时机，

应该恢复地方戏曲发展的信心，打
开格局，开放地域，收复失地，开拓
市场，进而重新建立长三角地区地
方戏曲的大区域概念。

重培大传播土壤。 电影放映早
已建立了全国以及跨地区的院线机
制， 电视剧播放也建立了多地电视
台的联播机制， 作为舞台艺术的交
响乐、芭蕾舞、话剧等艺术品种也在
北京保利、 上海大剧院和上海东方
艺术中心等运营机构的牵引下建立

了巡演连线机制。相比之下，戏曲虽不乏跨省
市的个别剧目巡演运作，但离建立科学的巡演
连线机制还相差很远。在此情形下，单一定点
的演出成本居高不下，圈地自保的地方保护意
识尚未完全改变，由此造成的新剧目演出寿命
短暂、剧种影响力、传播力下降、戏曲观众看不
到外省市好戏好演员的现象尚未得到根本改
善，凡此种种，亟须有关文化主管部门或演出
经营机构采取相应的对策。沪苏浙皖地区戏曲
本来就是相互养育、彼此渗透、血浓于水的关
系，因此重新培育长三角地区戏曲传播的大市
场土壤就显得尤为紧迫和必要。

重建大流动氛围。重视并促进长三角地区
各地方戏曲的交流互动，不只体现戏曲商品的
流通意识， 更凸显地域传统文化的时代保护意
识。设若徽班没有进北京，京剧没有进上海，越
剧没有驻留申城， 也许会在很长时间里局限在
宫廷和地方的演出小环境里。以京剧为例，唯有
进入了上海并在 20世纪初的上海，受到西方艺
术和城市剧场的影响，才真正走向了市民大众。

昆剧如果没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 “传字辈”演
员在上海新型剧场的风靡演出， 也许只能局限
在达官贵人的水榭厅堂。 越剧如果没有进入上
海， 就不会建立后来影响到全国戏曲艺术发展
的编导创作机制， 甚至不会有中国的第一部彩
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不会有尹、袁、范、

傅、徐、王、金、吕、张、戚、毕等诸多流派，甚至不
叫越剧。换言之，如果这些剧种进入上海后仅仅
局限在上海市内传播， 而不是积极地向苏浙皖
地区及全国辐射发展， 那么长三角地区的戏曲
艺术就没有昔日的辉煌与今日的影响。因此，保
护地方戏曲艺术的最好途径就是促进地方戏曲
艺术走出地方，向更广阔的地域传播。为此重新
建立长三角地区地方戏曲大环境氛围恰是在积
极地保护各本土剧种。

戏曲是地域文明的延伸。长三角地区及广
大的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尤其是江南文化的
重要发源地和传承区，沪苏浙皖地区也是中华
戏曲诞生、发展、传播、创新的重要区域。长三
角地区人民曾经的生活生产方式以及先人们
在这方沃土上的知识创造与精神追求，随着时
间的流转，已经如盐入水般溶解在包括戏曲艺
术在内的各种文化形态中。 历朝历代的江南
人、苏北人、上海人、宁波人、徽州人不断向海
内外迁徙发展，衣胞遍及世界。可以说凡有华
人居住的地方，就有长三角文明的传播，而戏
曲艺术又是综合的活态的传播形式，所以保护
长三角地区的戏曲艺术就是保护长三角地区
的历史文明，传播长三角地区的戏曲艺术就是
传播中华文化。

戏曲是百姓情感的慰藉。一座城市有一座
城市的气质和品位，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表
情与声音，这种城市气质与地方表情最能准确
表达和深刻传达生长于这个空间区域里普通
民众的普遍情感。 无论人生路途是否顺遂，无
论现实生活是否称心，也无论是在家乡的守望
还是在他乡的漂泊，方言乡音永远是最便利的
人际沟通渠道和情感慰藉良方。 无论何时何
地，血浓于水的亲情、乡情与族情，永远都是联
系彼此感情的心灵纽带，也是爱国精神的具
体体现。

戏曲是社会进程的缩影。 有什么样的时
代，就有什么样的戏曲。有什么样的地方，也就
有什么样的戏曲。戏曲与时代同行，戏曲用艺
术的声音和艺术的形象及时记录、传达着时代
的风貌和时代的感情，把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
风貌和时代特征用戏曲作品凝聚起来，传播开
来，传递下去，使得今人与后人能够不断看到
存在的现实和历史的情感。因此，凡是健康存
在着的戏曲艺术，往往都承载着那个时代的记
忆，浓缩着那个时代的情感，并成为社会进程
里活的风景与活的档案。

从这些方面来认识和理解长三角地区戏
曲艺术的传播价值，就不会把戏曲简单地理解
为仅仅是一种娱乐商品或者是一项惠民工程，

就会意识到戏曲传播的深刻含义和对区域文
化经济发展的深远意义。

立足高远，传播戏曲
就是传播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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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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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去西安旅
游， 友人相邀晚上
看大戏 《长恨歌》，

是根据白居易的诗改编的，并云“精彩”不
容错过。剧场是露天的，在骊山脚下一块平
地上，置放一排排塑料座椅，看戏者多为游
客，足有两三千人。及至开场，才发现导演
把骊山作为背景，凡灯光设计、场景置换，

都在山的大背景下展示。

确切地说，这是一场大型歌舞剧，歌声
和音乐都是事先录制好的。由于背景过大，

投影的宫殿等布景也巨大，所以，在戏台上
演出的演员就愈发显得渺小。我坐第七排，

算是近的，远望除了在服饰上能分出男女，

穿戴上略知身份，演员的俊美或丑陋、高低
或肥瘦一概模糊不清，至于舞姿是否优美，

表情是否丰富，喜怒哀乐，更是无法看清。

翌日游览，开环保车司机问到《长恨歌》，说
他在其中演了某个角色。原来，剧团都是拼
凑起来的，主要演出阵容是艺校学生，还有
公园工作人员，每人每晚得些演出报酬。

其实，像这类酷似灯光秀的“大戏”，我
已看过不止一次。说是一台“文化大餐”，很
大程度上都是舞美和灯光唱主角，演员反而
成了陪衬，说明这类现象不在少数。

是否现在看戏的观念已发生了变化？

我不太清楚。我只晓得，看戏嘛，主要是来
看演员的演出和演技。用张伯驹的话来说，

看京戏就是看那些“角儿”。除了扮相，还有
唱、念、做、打，一招一式，皆有讲究。以此类
推，昆、越、川、赣、豫、黄梅戏等，中国的剧种多
半是看演员的演技， 而舞美设计和灯光照明都
是为演员的表演服务的，处于配合地位。

过去看戏，戏院一般并不太大，演员与观
众的距离也不太远，演员表情的变化和细腻动
作，一个眼神，一个甩袖，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特别是 20多年前一次在安徽看黄梅戏， 离演
员仅三五米，我不仅能清楚看到他们的表情和
动作，聆听他们的唱腔，而且可以感受到他们
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与演员之间似乎有着一
种近距离的交流和呼应，有身临其境感。而这
些，是今天偌大的戏院所无法达到的。而今，一
些戏院越造越大，越来越华丽，仿佛没有一定

规模就不是戏院似的，而演员与观众之间
的距离和视线则越来越远，这对观众如何
更好地欣赏戏剧和演员表演可能会带来
一些问题。

当然， 现代剧场建筑业的高速发展，

如能给观众提供更舒适的座位、更宽敞明
亮的环境，以便更惬意地欣赏戏剧，那无
疑是桩好事。而现代高科技的发展，灯光
和照明设备的多样性，对舞美设计理念所
带来的突破和好处，也为传统的戏剧舞台
注入了许多现代元素，让它焕发了新的生
机和活力，推进了传统戏剧的发展，这一
切也都无可厚非。然而，戏剧艺术的灵魂
与核心还是演员。 如果没有演员的演出，

那灯光设计和舞美艺术便一无依傍，形同
虚设。绝大多数观众并非是来看灯光秀和
舞美设计的，这就决定了剧场灯光设置和
舞美设计应该是为表演服务的，是为了更
好地彰显演员的艺术技巧，达到更好的演
出效果。切不可本末倒置，喧宾夺主。

“距离产生美。”此话也很适用于对戏剧
的观赏。看戏未必是越近越好，但太远则更
不好。中国的传统剧种甚多，凡历史越悠久
的剧种，表演往往越细腻，京昆、梨园戏等尤
其如此。如京剧《吕布与貂蝉》，在杀董卓之
前，吕布在台上有一场戏，既无唱念，又无打
斗，纯是一连串的动作，实际上是表现他内
心的矛盾与纠结，最后才暗下决心为了貂蝉
除灭董卓。像这一类的表演在传统剧目中不
胜枚举，离得太远，如何看得清？

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私下常想，我们
在建造规模宏伟的大型剧院的同时，是否也可多
拥有些规模不大，却很适合于观赏戏剧艺术的小
剧院，配有现代的声、光、电，这样或许更能吸引
和满足戏迷的需求，也可给观众更多的选择。

     绿色的“温柔一击” 刘小波

通常意义上的绿皮书， 本是政府就某
一重要政策或议题正式发表的咨询文件。

可是到了刚捧本届“小金人”最佳影片的电
影《绿皮书》里，则换成了一份专为黑人而
设的旅行指南， 里面标注了各个城市允许
黑人进入的旅店、餐馆等等。1962年圣诞节
前， 一个黑人钢琴家和一个白人带着它上
路了。那一年，马丁·路德·金还没有发表著
名的“我有一个梦想”演讲，种族歧视问题
非常严峻， 在美国公众这里却还是一个潜
在词汇，就像潜意识、潜规则，无须说出但
又必须遵守。

喜剧能够深入人心，在于最终的思想爆
点到来之前， 必定少不了各种生活琐事的
铺垫与呈现。片中，关于男主人公托尼的姓
氏之谜就暗流涌动。 开始是负责招聘者找
不到他的名字， 原来他将学生时代同学起
的诨名作为真名来称呼自己，还以此为荣，

而他那充满意大利色彩的本名却因拗口而
不被人熟知———作为第二代意大利移民不
被重视的社会地位问题昭然若揭。 托尼为
了履行保护好上流社会人物之责而不惜开
打，将工作所在的科帕酒吧置于停业境地，

丢了饭碗后， 他只能通过和别人打赌比拼
吃汉堡赢 50 美元的不堪方式偶尔维持生
计，若非被逼入绝境，本也没有溢出生活轨
道的动力。

托尼就处在鄙视链上较低一环，然而却
又不自知地鄙视黑人。影片开头，他便将两
个到家修理的黑人工人用过的杯子扔进垃
圾桶， 这种鄙视更弱者的阿 Q 式精神胜利
法， 何尝不是他早就对自我进行社会定位
之后的不自觉意识？即便如此，当黑人雇主
唐给出高薪聘请他时，他还是答应了。直到
他听到唐出神入化的演奏， 才开始折服于
这位黑人的才华； 直到被这位这黑博士一
次次地矫正坏习惯， 重新唤起内心尊严的

时候， 才开始与对方有了真正平等而自尊的
交往。

在种族问题相对不那么严重的纽约风生
水起的黑人钢琴家唐这边， 这本是小菜一
碟———他善于用当时被视为专属于白人上流
社会的“腔调”调教小人物，赢得小菜一碟般的
胜利。唐不无优越感地点拨托尼如何给妻子写
信，那些发现生活之美、让心灵柔软和敏感起
来的鸡汤式的信语，确实让久违了“甜美”生活
的托尼和妻子受益良多。 但在如此做的同时，

唐一直就能如同外在表现的那样矜持、傲骄和
自足吗？

在公路片类型中，《绿皮书》 让两位男主
人公在各种遭际中获得成长和领悟，进而获得
对于美国现实社会的认知，打开对如何安放自
身与族裔身份的思考。外在的戏剧性往往容易
营造，就如同“黑白斗”撒了不少欢乐的“狗粮”

———唐一路上教托尼如何绅士，后者则故意用
粗俗挑战秩序，要让对方懂得“热情”与“享受”

云云。但内在的隐痛与冲突，却是电影真正含
而不露地显示力量的段落 ， 在此仅举一
例———

一次车辆故障， 两人不得不从车里出来，

站在路上，也因此得以和田野里辛苦劳作的黑
人农民对视。此时的静默无声里散布着大量的
信息，也暗布着令人窒息的情绪压抑点。它是
一条身份的鸿沟，又是一根时间的隧道，它让
唐博士不能不坠入黑人的惨痛史， 唤起难以
置身其外的痛楚与尴尬。 这没有一句台词的
对视，却充满了命运与现实交错的压力，以及
男主人内心思绪与情感的张力，最终，当唐在
那个雨夜迸发出对托尼说的那番话 “如果我
不够黑，也不够白，还不够男人，那么我是谁”

时，观众丝毫不觉得唐突，而对这种积累已深
的撕裂感报以极大的理解。

《绿皮书》所呈现的巡演，也是唐承受痛苦
的旅程，他曾有意无意地带着“启蒙者”的使命

和优越感上路，也相信他能预计到他将遭遇的
困难。正像唐的搭档向托尼说的，改变观念是
需要勇气的，然而，现实给曾经始终以温柔与
微笑对待不公与歧视的唐上了一课。巡演最后
一站，面对拜仁餐厅老板“可以上台但不可以
与客人一起用餐”的刁难，唐博士第一次拿出
勇气，坚拒演出，而不是像之前那样，用台上的
技艺去赢得敷衍的掌声。那次，他离开，口中爆
出粗语，用平常人都会用的方式，超越了唐的
真我。唐彻底打开心扉，成长为一个真正能驾
驭保护自尊方式的人。同样，回到有印度裔服
务生、有各种奇珍异宝伴随的纽约上层社会生
活后，内心的空洞与孤独让唐放下执着，用心
去和他人交流，最终他对仆人诚心说出“圣诞
快乐”，并敲响了“朋友”托尼家的门，不管不顾
那一桌意大利人奇怪的眼神……

放下偏见、放下执着，走心也暖心，是《绿
皮书》赢得观众之根本，然而美中不足的是，

全剧高潮不明显， 并没有能够深入指出一路
遭遇的各种种族冲突背后的种种， 只掀开遮
羞布一角， 始终弥漫着一种不至于太让人尴
尬、不温不火的气息。它只是对美国社会痼疾
来了“温柔一击”。这恐怕也是奥斯卡政治正
确的惯常手段， 即褒奖同类指责中较易安抚
的一个，对“闹”势汹汹者则用冷漠化解。在本
届颁奖上，同样反映种族歧视问题的《黑色党
徒》比《绿皮书》辛辣得多，分别从历史、政治、

人种、艺术层面对这一问题做了探讨，将美国
人表面上和潜意识中的劣根性袒露无遗，可
惜嬉笑怒骂的电影并没有得到奥斯卡评委垂
青，只拿了最佳改编剧本奖。导演斯派克·李
在发表获奖演说时情绪激昂， 大有以一己之
力挽狂澜于既倒的架势。 他抓住了美国最深
的痛，惜乎只是太急于用猛药来治愈顽症，没
有认识到奥斯卡那条潜隐的“政治正确”的细
红线。他是错了，还是对的？

（作者为老舍青年戏剧文学奖获得者）

中华传统文化传承沉思录

起源不一，却你中有我

交流萎缩，需破地域藩篱

亟待重建戏曲大区域、

大传播、大流动

左图：苏昆与白先勇合作的《白
罗衫》剧照 许培鸿 摄

上图：《我，哈姆雷特》张军定妆照
李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