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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吼记》是昆剧中少有的喜剧，在笑声中给人一种舒展且精致的艺术享受。

日前，上海昆剧团于国家大剧院成功上演《狮吼记》，下周又将登陆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的舞台。

记者专访了该剧主演、昆曲小生演员黎安，谈谈他是如何拿捏这部妙趣横生的别样昆剧的。

一句诗，成就一部别样的昆剧
■ 本报记者 陈俊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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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惧内”第一人

苏东坡一定想不到，在他流传后世的众
多诗词中，一首不算上乘的戏谑之作，竟衍
生出一个“惧内”男子的传奇故事。

这首《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中有一句
“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
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龙丘居士
是苏轼的好友陈季常， 柳氏是他的妻子，

乃河东的名门望族，“狮子吼” 来源于佛
教，有宏大威严的意思。这句诗的本意是否
为苏东坡在戏谑陈季常惧内、柳氏为悍妇，

后人的理解并不一致。 但无论如何，“河东
狮吼” 作为悍妻发威的意思流传至今。陈
季常也因这首戏谑之作成了中国 “怕老
婆”第一人。

陈季常与柳氏的故事先是被南宋文学
家洪迈写进《容斋三笔》之中，和苏轼的诗相
互参照流传后世。到了明代又被剧作家汪廷
讷拿来重新演绎，写就了《狮吼记》，流传于
戏曲舞台之上。

时光流转，《狮吼记》中表现柳氏责罚陈
季常的折子戏《跪池》，成为颇具代表性的昆
剧喜剧作品被保留下来。2010年， 上海昆剧
团整理改编了新版《狮吼记》，将原本的三十
出， 精简为 《梳妆》《游春》《跪池》《三怕》四
出，讲述了陈季常与歌姬寻欢作乐，夫人柳
氏醋劲大发，对陈季常责打、罚跪，陈季常累
极睡去，梦醒后豁然开朗，大彻大悟，夫妻重
归于好的故事。

程式要像衣服一样贴身

上昆名家岳美缇和张静娴演绎的《狮吼
记》是戏迷心中的经典。2017年，“昆三班”黎
安与余彬接过了老师们的接力棒。

1997年，刚毕业没多久的黎安就申请学
习《狮吼记》，可直到近 20年后，他才得到这
个机会。

为什么老师不让自己在青春年少时演
陈季常？等到真正学了这部戏，黎安才恍然
大悟：要演好这部“好玩”的戏，根本不像看
起来那么轻松。陈季常并非真的惧内，否则
怎敢在外寻花问柳，所谓的怕，十有八九是
做出来的。 然而他也不是不爱自己的妻子，

只是改不了贪玩的本性。 柳氏看似拈酸吃
醋，实则处处关心丈夫。两人表面上打打闹
闹，骨子里却很恩爱。演员若是没有一定的
生活阅历，很难真正演得到位。

阅历之外， 这部戏还很考验演员的功
底。陈季常是一位巾生，昆曲中的巾生就是
年轻的书生。 黎安多年来深得老师岳美缇
的真传，巾生戏可谓他的看家戏。近年来，

他还随蔡正仁老师学习， 成功出演了一些
大官生角色，如《景阳钟》中的崇祯皇帝和
《长生殿》中的唐明皇等。大官生与巾生的
差别不仅仅在外形上的一副髯口， 要在两
者之间完美切换，并不简单。岳美缇提醒黎
安，大官生演的都是皇帝，声音、气度都是
“放”的，而巾生所扮演的翩翩公子与书生
相对是收敛的，演好陈季常，从声音到眼神
都要“收”。

学戏的时候，黎安精心打磨程式，每一
招每一式都力图模仿老师岳美缇， 可就在

《狮吼记》 首演的前一天， 他却忽然动了想要
“摆脱程式”的念头。在台上，程式是演员的武
装，让演员的举手投足都有所依靠，比如《牡丹
亭》里的柳梦梅，他的一招一式都被程式所包
裹。“陈季常这个角色有点不同，他在台上要给
人一种生活气息。我那天忽然悟到，我的程式
要像衣服一样贴身， 让观众感觉不到。” 黎安
说。

“摆脱程式”，并不是演得没有规矩，而是
在松弛中见规矩， 既要保有巾生的程式规范，

又要展现出几分规矩外的人物性情。分寸一旦
拿捏得不好，表演就会显得油滑。在最著名的
那折《跪池》中，柳氏罚陈季常跪在池边，陈季
常“心中恨”“脸上羞”，与池中的“蛙哥”聊天。

他一个人跪在台口，对着观众，就像在演一段
小品，看上去没有大身段，不需要多少基本功，

但这段跪着演的戏既要有程式，又要演得生活
化，不能拿腔拿调，非常考验功力。

让观众发自内心地笑

《狮吼记》是昆曲中少有的喜剧，去年在清
华大学上演时，吸引了不少年轻观众，台下笑
声不断。

喜剧效果的营造既来自于《狮吼记》本身
的故事和文本， 更离不开演员传神的表演。在
传统昆剧中，负责“搞笑”的一般都是丑行。与
大部分剧目不尽相同的是，《狮吼记》负责引人
发笑的主要角色是扮演陈季常的巾生。

巾生的搞笑自然不同于丑行。 在黎安看来，这
部戏虽然是喜剧，但还是大大方方、规规矩矩，“我不
挠观众的痒痒，而是要让观众发自内心地笑。”

有一段戏是苏东坡做说客劝柳氏同意陈
季常纳妾， 柳氏抄起棍子把苏东坡赶了出去，

陈季常连忙劝和，给娘子捶背，请她消气。苏东
坡并未离开，而是站在门口，与陈季常一来一

去用表情交流。这段诙谐有趣的表演，充分展
现了昆曲念白、 动作与眼神对细节的表现力。

“昆曲的细腻不只体现在唱腔上， 它的整个表
演体系都是很有讲究的。”黎安说。

给当代女性情感共鸣

在明代汪廷讷的旧本《狮吼记》中，陈季常
是一个成功改造妻子的角色，他在前期尽管表
现出种种“丑态”，最终却扬眉吐气，悍妇柳氏
受到了阎王的严厉惩罚，最后改变了爱吃醋的
性格，并同意陈季常纳妾。

与汪廷讷几乎同一时代的莎士比亚写过
一部知名喜剧《驯悍记》，看似和《狮吼记》有着
相似的情节：彼特鲁乔迎娶了漂亮的富家女凯
瑟丽娜，凯瑟丽娜脾气很坏，最终被彼特鲁乔
成功改造，从悍妻变成了贤妻，但《驯悍记》是
一部带着喜剧外壳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莎翁
对凯瑟丽娜的同情大于戏谑。

上昆版《狮吼记》的最后一场《三怕》对旧本
的结局做了较大的改动： 陈季常在梦中与柳氏
同去黄岗县打官司，结果县官也惧内，陈季常
与县官去找土地公公评理，谁知土地公公也怕
老婆，最后县官建议同去阎王处告状，但当陈
季常得知阎王将对妻子用极刑时，他打了退堂
鼓……梦醒后，他豁然开朗，大彻大悟，对柳氏
说：“天下男子都惧内，岂独陈慥一人。”柳氏大
悦，夫妻重归于好。

旧本《狮吼记》宣言女性必须服从丈夫的
观念早已与时代格格不入。在改编版中，柳氏
因为蛛丝马迹而醋意大发的行为使得当代女
性观众很容易获得心灵上的共鸣，这种共鸣并
不需要像看《牡丹亭》那般将自己完全沉浸于
杜丽娘的梦境去想象，也不必像看《玉簪记》时
要将自己置之度外地去审视和欣赏生旦之间
情感的隐秘流露。多数女性观众都能够在《狮
吼记》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因每个人不同的经
历又能产生相似却不同的情感共鸣。

油罐、沙漠、海底……

那些你想不到的艺术
展览举办地

3月 23 日，上海油罐艺术
中心将正式对公众开放。这个
在原龙华机场的废弃储油罐
基础上改造的公共艺术空间，

即将举办“油罐中的水粒子世
界”等三个艺术展。

除了废弃的航空储油罐，如
今的艺术展举办地越来越出人
意料，展览本身与其所陈列的空
间会叠加出奇特的艺术效果。

城市角落 德国明斯特雕塑展有着
40年的历史。展览创始人一直致力于用
艺术的方式改变一座城市的文化生态。

策展团队会邀请全球艺术家前来明斯
特，在城市中自行挑选地点，并创作一
件公共空间作品。部分作品会被纳入明
斯特的城市景观进行永久展示，甚至成
为城市的标志。

地铁站 纽约地铁的第二大道线是
一条早已规划但迟迟未经修缮的地铁
项目。如今，这条拖延近百年的地铁线
路已成为纽约规模最大的永久公共艺
术项目，96街、86街、72街和 63街 4个
站点分别邀请艺术家入驻创作。有艺术
家用玻璃马赛克和瓷砖打造了“列车档
案影像室”， 记录下这段地铁线路的历
史变迁。72街站则出现了一系列以 《完
美陌生人》为题目的墙绘作品，描摹了
多元的纽约客众生相。

公墓 澳大利亚悉尼市中心的一座
公墓连续几年举办了 “户外雕像艺术
展”， 在墓园的草坪和树林放置了大大
小小的艺术雕像，展现历史、文化、缅怀
和爱的主题。

沙漠 全球 16 位艺术家曾以沙漠
为主题，在美国加州科切拉山谷公路一
侧的沙漠中举办过一个装置艺术展，探
讨沙漠文化、气候变化和人类与自然的
关系。看似贫瘠的沙漠景观，凭借其独
特地貌成为艺术家们无与伦比的 “画
布”。 艺术家在公路旁的巨型广告牌上
还原了被遮挡的风景，用“反广告”的方
式引起人们对自然环境的关注。

泳池 洛杉矶的社区游泳池曾举办
过一场别开生面的水下艺术展———“浮
潜梦境：水中艺术指引”。主办方邀请了
18位洛杉矶艺术家为展览进行创作，所
有作品都用防水材料完成。在几米深的
泳池中，绘画作品和摄影作品挂在池壁
上，而陶瓷作品和模型作品则沉没在池
底。

海底 墨西哥坎昆海洋公园打造了
一个水下雕塑博物馆，原本是为了给潜
水爱好者们转移浮潜阵地，以免打扰周
边损害过度的珊瑚礁。后来在英国艺术
家的改造下，它成为世界上最引人入胜
的水下博物馆。在这片五六米深的水域
中，450件真人大小的雕塑陈列于海底，

游客只需基本的浮潜设备便可参观。艺
术家特地在这些海底雕塑的身上刻了
不少小洞，让折断、受损的珊瑚重新安
家，以体现雕塑存在的意义———人类文
明与自然和谐共处。

（陈俊珺 综合整理）

昆剧中，那些改变命运的“梦”
昆剧中的主角似乎特别爱做梦，一个

梦常常会令人恍然大悟， 就此改变人生。

这些梦也让昆剧充满了梦幻的色彩。

除了《狮吼记》中改变陈季常想法的
梦， 最知名的要数汤显祖的 “临川四梦”

了。《邯郸记》 中的卢生追求功名利禄，黄
粱梦醒， 终觉一切皆是浮华。《南柯梦记》

中的淳于棼酒醉后在梦中被招为自家庭
院槐树下的蚂蚁洞穴———“大槐安国”的
驸马，受命南柯郡太守，一任 20 年，政绩
卓著，妻贤子孝。最终妻子病逝，他被罢官
失宠，蚁王令其返回人间。回到人间后，他
幡然梦醒：“人间君臣眷属， 蝼蚁何殊；一
切苦乐兴衰，南柯无二。”《紫钗记》中的梦

很短，李益与霍小玉的自由恋爱遭到卢太尉
阻挠，后因黄衫豪客出手相援，才得以团圆。

结尾之前有一折《晓窗圆梦》，圆梦人说：“鞋
者，谐也，夫妻重谐连理”，预示了两人的圆
满结局。《牡丹亭》 则是人们最熟知的生死
恋，杜丽娘在游园之后，于梦中与书生柳梦
梅相会，从此念念不忘，伤情而亡……

汤显祖不是唯一的昆剧“造梦家”。在明
末传奇剧本《烂柯山》中，朱买臣守贫读书，

其妻崔氏不耐寒苦，改嫁张木匠。崔氏得知
朱买臣当官后，做了一个梦，梦中朱买臣派
人送来凤冠霞帔，接她团聚，崔氏万分欣喜。

醒来后，发觉是一场大梦。《痴梦》一折，是著
名的昆曲折子戏。

昆剧《狮吼记》剧照
由上海昆剧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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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 A组（英格兰-捷克）

央视六套
10:06 故事片:耳蜗
13:57 故事片:鬼马小天使（中

国香港）

15:43 故事片:我不是王毛
18:13 故事片:弓马啸西风
20:15 故事片:八角笼
22:11 译制片:极盗者（美国）

央视十一套
11:41 影视剧场: 一代名相陈

廷敬(24-26)

14:19 京剧:红军故事
16:36 京剧:宇宙锋
19:30 一鸣惊人:京剧专场(10)

20:40 梨园闯关我挂帅
21:56 影视剧场: 情满四合院

(10-12)

电视节目预告仅供参考
以电视台当天播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