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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编剧、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艺术总监喻荣军的戏剧之路，是从一次“无所顾忌”的尝试开
始的。下个月，他的这部作品，也是其成名作之一———《天堂隔壁是疯人院》将再次被搬上话剧
舞台。

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喻荣军这样形容自己与观众的关系：热爱观众并始终与观众“较劲”。

一位金牌编剧与观众的“战争”
■ 本报记者 陈俊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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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艺

对
话 每一次创作都是一次冒险

解放周末：为什么用“较劲”来形容你与
观众之间的关系？

喻荣军：作为编剧，我很热爱我的观众，

可以说我是和观众一起成长起来的。上世纪
90现代末，我在剧院做宣传，那时候的话剧
演出很少，观众也少，而现在仅上海话剧艺
术中心一年就有近千场演出，有三四十万观
众走进剧场。观众一直在变化，最初走进剧
场的观众可能仅仅因为演员们近距离的精
彩表演就会感到兴奋。渐渐地，他们需要惊
喜，需要在看戏的时候获得一些思考。观众
的需求出现了差异与分层，有一部分观众希
望看经典的戏，另一部分观众希望看到实验
戏剧，还有一些则喜欢看娱乐性强、能解压

的戏。这对创作者来说是很幸福的，但也更
需要知道自己在写什么，要针对不同层次的
观众写不同的戏，关键还要明白想跟哪些观
众产生共鸣。

解放周末：“较劲”的目的是什么？

喻荣军：我和观众之间的较劲或者说“战
争”可能会一直存在，但我真正的目的是希
望为观众不断呈现新的东西、 不一样的东
西， 把我对社会的观察与思考呈现在舞台
上， 引起观众的思索， 与观众有思想的碰
撞。

解放周末：戏剧的意义不仅是娱乐。

喻荣军：让观众感到开心的戏并非没有
存在的意义， 但舞台上不能全是同一类戏。

我认为现在的舞台太缺少两类戏：一类是能
持续吸引新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走进剧场、

初步培育他们的戏。另一类则是能与观众产
生碰撞，甚至争论的戏。如果我们总是为观
众生产那些无关痛痒、 没有营养的作品，最
终会失去观众。

解放周末： 从业余爱好到金牌编剧，你
认为写剧本最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喻荣军：我不认为自己是金牌编剧。对我
来说，每一次创作都是一次冒险，这个过程就
像是爬坡，努力地探索自己的边界，寻找一个
未知之境。而更有趣的是，作为编剧，剧本只能
为一部剧提供基础，提供一种可能性。有人说，

导演在进行二度创作的时候，编剧就“死”了。

而当戏呈现在舞台上的时候，则是演员与观众
的共同创作，这时候导演也“死”了。等演完之
后，观众能体会多少编剧的初衷，能获得多少
东西，则是观众的事。所以，创作是一场冒险，

也是戏剧的魅力所在。最近几年，我除了写话
剧还写了许多舞剧、音乐剧、肢体剧、歌剧和戏
曲。在对这些我不熟悉的领域的冒险中，我学
到了更多东西，更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

一次无所顾忌的尝试

喻荣军的第一部戏是写着玩的。

1997年，他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刚刚工
作了两年，在本职工作———宣传之外，他悄悄
酝酿了一个剧本， 故事的灵感来自他在生活
中所见的真人真事。他给这个没有章法、想到
哪儿写到哪儿的剧本起名为《无所顾忌》。

大学里学的是保健康复专业却热爱话剧
的喻荣军，在无所顾忌地写了第一个剧本后，

便一发不可收， 他陆续写了两部戏：《去年冬
天》和《www.com》，前者讲的是大都市中的现
代人在心里寻找家的过程， 后者则是当时最
时髦的题材：网恋，关注的却是现代人寻求沟
通的精神状态。 这两个剧本先后被搬上了舞
台，出人意料地受到年轻观众的欢迎。

导演尹铸胜问喻荣军：还有没有别的剧
本，喻荣军说：“还有一个戏，不过是我写给
自己看的，不一定能排。”没想到尹铸胜读完
《无所顾忌》后非常兴奋，把剧本交给了当时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总经理杨绍林。杨绍林
的意见是：没全看懂，但你们可以排，说不定
这里面有年轻观众喜欢的东西。

2001年，这部改名为《天堂隔壁是疯人
院》的话剧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拉开了大幕：

吕梁、田水、郝平、李传缨扮演四个生活在疯
人院里的“疯子”：吴所孤独而无奈，咪咪善良
而俗气，顾忌胆小而谨慎，李白心高气傲而怀
才不遇。他们都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单纯而
天真。在他们想象的世界里，不同的人物粉墨
登场。午夜的钟声敲响，他们开始了一场荒诞
的“飞越行动”……其中似是而非的情节、半
真半假的台词、 时疯时醒的人物赢得了观众
的笑声与掌声。一连 12场，几乎场场爆满。

喻荣军将自己对当时诸多社会现象的
思考， 以看似极致的表现方式呈现在舞台
上，而符号化的人物也给了这部剧较大的二
次创作空间。9年之后，导演尹铸胜决定换一
种新的方式重新演绎这个故事。喻荣军对剧
本进行了修改，在原有的 4个人物之外又增
加了一些辅助的角色，梅婷等知名演员的加
入让这部戏再一次获得了成功。 近年来，全
国许多高校的剧社甚至多家美国常青藤名
校的中文剧社都相继排演过这部剧。

2019年，喻荣军将剧本交到了青年导演
王翀的手中， 由他对剧本进行全新的解读。

喻荣军透露：“这次我们会关注正常人的内
心世界———孤独、创伤、渴望爱与交流。所有
角色将与精神病毫无关系，而是表现当代中

国底层小人物的生活。”

从“讨好”到“较劲”

喻荣军把自己的创作状态形容为“八爪鱼”。

他的电脑里有许多同时在创作中的剧本，每打开
一个剧本，他就会迅速掉进“坑”里。20年来，写
了 70多个剧本的他一直在与观众“较劲”。

在最初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是观众扯着他
往前走。在《www.com》《去年冬天》《卡普奇诺的
咸味》《谎言背后》《香水》里，他关注都市白领
的生活现状、精神状态。“我在观众喜欢的故事
里讲了我想讲的东西， 探讨现代人对情感、家
庭和理想不同于以往的认知。”

不知不觉中，他开始在某一句台词或某一
个立意中试探观众。他不再讨好观众，而是试
图拉着观众往前走。

从 2014年起， 喻荣军与喜爱他的观众之

间开始了一场“战争”，他接连写了 3部挑战观
众或者说冒犯观众的戏。话剧《瓦尔特保卫萨
拉热窝》是这场“战争”的导火索，这部戏他推
翻重写了三遍，试图在剧本中用荒诞的戏剧语
言讨论战争， 而亲身经历过战争的欧洲导演在
舞台上的呈现更为极致， 他力图表现的是战争
无处不在，生活中的方方方面面都有战争。两位
创作者的碰撞使“战火”比喻荣军预想的还要激
烈。“我知道很多观众是带着对同名老电影的印
象走进剧场的， 他们想要看到一个关于英雄的
故事，结果却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一些观
众因为看不下去当场离席， 演出结束后的第二
天，有媒体发表文章痛批这部戏。

《乌合之众》的上演再一次让观众感到不
适应。在这部探讨艺术与观众的关系、群体与
个体的关系的话剧中，喻荣军将许多社会事件
纳入其中。每到情绪的高潮时，他都会故意戛
然而止，用直接的方式间离台下的观众，比如
演员会在台上突然说：灯光暗、灯光起，甚至台

词念到一半会有意识地停顿。“人们总说剧场
是有气场的，观众们在台下会随着剧情一起感
动甚至流泪， 但在这部戏里我故意不让观众一
起感动。” 喻荣军说，“我试着让观众回归到个
体。有些观众会感到不满足，而我就是想告诉观
众剧场演出本身也是这部戏所探讨的一部分。”

在《你怎么可以打一个小女孩的脸》里，他
又一次挑战观众的信任感。这部戏的灵感来自一
位同事的朋友的真实遭遇。一个女孩晚上在超市
买东西时，被两个男人抢劫，一个人抢走了她的
包，另一个人则打了她的脸。女孩愤怒地说了一
句：你怎么可以打一个小女孩的脸！喻荣军听了
同事的讲述， 觉得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题材。他
采访了那个女孩， 并由此写了一出三个人的戏。

戏里的对白不断出人意料， 每个人似乎都在说
谎，让人分不清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这部戏
目前还未在国内上演，但在爱丁堡横断剧院进行
了排练和朗读。喻荣军说，他想用这种特殊的方
式表达一种有关人与人之间信任危机的反思。

《天堂隔壁是疯人院》2001年
（左）、2010年剧照

西方音乐家笔下的
“中国味”

《中国舞曲：“茶”》

《胡桃夹子》、《天鹅湖》 和 《睡美
人》是全世界最知名的芭蕾舞剧。其中
《胡桃夹子》 因其优美动听的音乐、亲
切的家庭氛围、浪漫的童话情怀、老少
咸宜的故事，成了西方芭蕾舞剧院的保
留节目。

第二幕中有一首《中国舞曲：“茶”》

是许多听众最耳熟能详的乐曲。在这一
幕中，胡桃夹子在克拉拉的帮助下打败
了老鼠王，来到雪国森林中糖果山上的
魔幻城堡，很多精灵都来参加这次庆祝
胜利的聚会。柴可夫斯基在这里安排了
一组 “嬉游曲”， 以表现各种精灵的个
性，最先出现的是巧克力精灵，然后是
咖啡，第三个出场的就是“茶”。柴可夫
斯基用西班牙舞曲代表巧克力，用阿拉
伯舞曲代表咖啡， 用中国舞曲代表茶。

全曲只有 6个乐句，短笛如鸟雀般俏皮
的啼哨与弦乐的拨奏相映成趣，充满了
幽默感。

《中国人加洛普》

这是约翰·施特劳斯 25 岁时创作
的一首加洛普舞曲。加洛普和波尔卡都
是两拍子的舞曲，但加洛普的速度更快
一些。加洛普舞步看上去有点像马匹跑
动时的步伐，所以这个词的原意就是快
速的马步。《中国人加洛普》全曲不到两
分钟，速度轻快，情感愉悦。老约翰·施
特劳斯在作品中使用了木琴，听上去仿
佛瓷器叮叮当当的碰撞声，还有特别轻
松的短笛，似乎中国人在他们心目中都
是很快乐的样子。这首作品很受听众的
欢迎，不止一次地出现在维也纳新年音
乐会上。

《中国花鼓》

美籍奥地利小提琴家、作曲家克莱
斯勒写过一首和中国有关的小提琴独
奏曲《中国花鼓》，据说这首作品的灵感
来自旧金山中国移民的节庆表演。1923

年，克莱斯勒来到中国，在一场演出中
特意演奏了这首作品。

这首作品的旋律、和声和调式都充
满了中国味道。乐曲采用了中国音乐典
型的五声音阶创作而成，钢琴的伴奏音
型模仿鼓声，小提琴运用跳弓惟妙惟肖
地模仿中国花鼓调演奏时的神韵。乐曲
中还有一段对比强烈的缓板，仿佛是远
离家乡的华侨对故乡的思念。全曲的最
后又回到开头时欢快的花鼓调，并在热
烈的气氛中结束。

《金鱼》

这首钢琴小品是作曲家德彪西的
《意象集》第二集的第三首，据说它的灵
感源于一幅中国刺绣。印象派作曲家都
十分擅长以清澈流畅的音阶表现空灵
剔透的流水，德彪西在这首作品中用音
符对鱼群的游动进行了细腻的刻画。

《图兰朵》

这是意大利音乐家普契尼最重要
的作品之一， 也是他最后一部作品。普
契尼在歌剧中采用了不少中国音乐元
素，其中的《茉莉花》更是成了经典。

（陈俊珺 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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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4日 星期五
东方卫视

12:38 东方综艺大赏
19:33 东方剧场
20:50 第 25届上海电视节“白

玉兰绽放”颁奖典礼
22:30 今晚 60分

新闻综合频道
13:03 连续剧: 爱是欢乐的源

泉(22-26)
19:15 连续剧:红腰鼓(10、11)
21:00 东方 110:危险关系
22:35 连续剧:解密(26、27)

纪实频道
13:00 上海故事
15:30 探索: 生活科技大解密

（5、6）
19:00 上海故事
19:30 第 25 届上海电视节中

外优秀节目展播（纪录
片）：神秘藏戏，世界之

约（中国）
20:00 档案:《黄金密档》系列（3）
22:30 传奇:旅途危机（下）

电视剧频道
13:07 连续剧:心如铁(21-24)
16:27 连续剧： 神勇武工队传

奇（17-19）
18:57 连续剧:野火（4-9）
23:00 第 22 届上海国际电影

节影展专题片（9、10）
23:16 第 25 届上海电视节中

外优秀节目展播（海外
剧）：超凡少年（1、2）
五星体育

14:05 2019 上海环球马术冠
军赛第 2 天浪琴大奖
赛 1.60米障碍争时赛

15:05 2018-2019NBA 总决赛
第 5场（勇士-猛龙）

16:15 2019 法国女足世界杯
小组赛 B组 （南非-中
国）

17:50 直播：2019 中超联赛第
13轮 （北京中赫国安-
上海绿地申花）

20:00 直播：2019 中超联赛第
13轮 （上海上港-广州
恒大淘宝）
央视一套

13:13 电视剧:麦香(26-29)
18:00 我的专业不太冷（5）
20:06 特约剧场
22:38 星光大道

央视三套
13:11 综艺盛典
19:30 黄金 100秒
20:58 开门大吉

央视五套
13:00 2019 法国女足世界杯

闪耀的故事
13:20 2019 法国女足世界杯

小组赛（5）
14:45 2019 国际田联钻石联

赛奥斯陆站
16:10 2019 世界女排联赛中

国江门站 （中国队-美
国队）

17:55 直播：2019 中国平安中
超联赛第 13 轮 （北京
中赫国安-上海绿地申花）

20:00 直播：2019 中国平安中
超联赛第 13 轮 （上海
上港-广州恒大淘宝）

22:30 女足世界杯专题-繁花
23:30 直播：2019 法国女足世

界杯小组赛 C组（牙买

加队-意大利队）
2:30 直播：2019 法国女足世

界杯小组赛 D组（英格
兰队-阿根廷队）
央视六套

11:44 故事片:冒牌镖师

13:31 译制片:我的叔叔（日本）
15:40 故事片:暗语者
18:14 故事片:功夫瑜伽
20:15 故事片:特工艾米拉
22:12 译制片:深湖巨兽（德/英）

央视十一套

11:38 影视剧场: 姥姥的饺子
馆(16-18)

14:15 过把瘾：国粹童声（2）
15:20 京剧：安国夫人
17:52 青春戏苑:戏韵芬芳(20)
19:30 一鸣惊人:梦想微剧场(21)

20:40 梨园闯关我挂帅
21:56 影视剧场:平凡岁月(4-

6)

电视节目预告仅供参考
以电视台当天播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