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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3 日，由上海大剧院出品的昆剧《浮生六记》即将与观众见面。

担纲该剧编剧的，是“中国戏剧奖·曹禺剧本奖”最年轻的获得者罗周。在接受本报记者独
家专访时，她讲述了自己是如何打造这部从气韵到意境都与昆剧相符，但又是极难“入戏”的
新戏的。

从“琐屑米盐”到奇幻昆曲
■ 本报记者 陈俊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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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话

打造现实与虚幻两个世界

清代文学名著《浮生六记》或许是最适
合被改编成昆曲的文学作品之一。

作者沈复是一个从未参加过科举考试
的“不成功人士”，却将一生的才华付于对妻
子芸娘的追忆中， 他将二人的家居生活、游
览见闻和坎坷际遇写成了自传体作品《浮生
六记》。这部作品曾经一度只有传抄本，被埋
没了 70余年后在旧书摊上被发现时， 只存
有四记：《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

和《浪游记快》。1877 年，该书由上海“申报
馆”出版，风行一时，沈复与芸娘相识、相爱、

相守、 分离的爱情故事打动了许多读者，甚
至还有“小《红楼梦》”的评价。报人王韬为此
书撰写跋文时写道：“笔墨间缠绵哀感一往
情深，于伉俪尤敦笃。”

从 1943年费穆编导的话剧， 到后来徐
玉兰、傅全香等人演绎的越剧，对于《浮生六
记》的重新挖掘与整理改编一直不断。在众
多剧种之中，昆剧的气质和韵味都与这部代
表着江南文化的文学作品极其相符。昆曲折
子戏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沈复的文字和昆
曲折子戏的语感非常接近。

然而这也是一部很难入戏的文学作品。

陈寅恪先生曾说，《浮生六记》是古典文学里
的“例外创作”，在散文体式的“家庭米盐之
琐屑”中鲜有现代观众所期待的戏剧冲突与
高潮迭起。

反复阅读原著后，罗周决定不拘泥于对
夫妻之间“小儿女”生活的描述以及对两人
悲欢离合的平铺直叙。她大胆尝试了一种奇
幻的形式：大幕拉开的那一刻，芸娘已然辞
世，沈复孤单单一人，饱尝悼亡之痛。而当他日
复一日地书写与芸娘的点滴往事时，芸娘“回
来了”，她如生前一般与沈复品诗、赏画……沈
复从错愕、疑惑到惊喜，他意识到自己的笔
可以创造一个活生生的芸娘、一个有芸娘的
世界。尽管在母亲的逼迫下，沈复不得不续
弦，但他终日闭门写书，在书稿中与芸娘相
聚……由此，沈复的现实生活与书中世界齐
头并进向观众展开，让人们一步步走进他的
内心。

把“我”放入剧中

该剧导演马俊丰曾建议，是否在一开场就
揭秘，让观众明白那个看上去死而复生的芸娘
其实只是沈复用文字创造的人物，但编导商量
后决定将“真相”藏一藏，希望剧中沈复的眼睛
能成为席上观众的眼睛，让观众和沈复一起从
疑惑到欣喜、一起迎接“复活”的芸娘，最终与
他一起书写、一起领悟。

写芸娘与沈复“永诀”的那场戏时，罗周的笔

触很冷静，写完后再读时，她却泪流满面：随着可
书写的往日回忆越来越少， 沈复用笔创造的 “芸
娘”也日渐憔悴，她辗转病榻却无法“死去”，因为
沈复的笔让她始终困在垂死的那天。最终，沈复含
泪写下“芸娘之死”，芸娘彻底消失在他的生活中。

在幻境与现实的转换间，还有个非常关键
的“配角”，就是沈复再娶的妻子半夏。这个特
殊角色既为观众区别了幻境和现实，也显示出
现实的温柔与包容力。

原著中的芸娘曾被林语堂先生称为“中国
文学中最可爱的女人”， 而罗周笔下半夏的可

爱可敬，比之女主角也不遑多让。当沈母要半
夏将沈复的书烧毁时，半夏将书稿原样还与沈
复，并帮助一起誊写书稿。当沈复缠绵病榻时，

她与之相伴到最后一刻。

在迄今所创作的 70多部戏剧作品里，罗周
常常会把“我”放入剧中，让某个人物成为她情
感的代言。在《浮生六记》里，半夏便是其代言
人。“爱情的形态有很多种， 沈复对芸娘的痴恋
是一种， 半夏对沈复的默默守护和倾心欣赏则
是另一种。她小心翼翼地呵护着沈复的梦境，这
个人物凝聚着我对现实的热爱。”罗周说。

他们“考砸了”之后

17岁时， 董其昌参加松江府会
考，他写了一篇很得意的文章，自以
为可以夺魁。谁知发榜时竟屈居自己
的堂侄董原正之下。原因是考官嫌他
试卷上的字写得太差， 文章虽好，只
能屈居第二。董其昌深受刺激，从此
发愤学习书法，先以颜真卿的《多宝
塔帖》为楷模，后来又改学魏、晋，临
钟繇、王羲之的法帖。经过十多年的
刻苦努力，董其昌的书法有了很大的
进步，山水画也渐渐入门。

万历十七年， 董其昌考中进士，

供职于翰林院。此时，京官和书画家
的双重身份， 使董其昌声名大噪。然
而， 董其昌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他
为官一共 48年， 其间断断续续归隐
了长达 27年。

有关董其昌“亦官亦隐”的评价
众说纷纭， 但就其书画创作来说，在
归隐的几十年里，他博览了古今众多
名家的作品，成为一代书画大家。

明代书画家文徵明好比是书画
界的“范进”。在长达 25年时间里，文
徵明一共考了 7 次科举， 都未曾中
举。最终，他在工部尚书的举荐下以
贡生的身份入京为官。屡试不第的经
历并没有让文徵明自暴自弃， 在这
25 年间， 他用书画创作排解自我。

他拜画家沈周为师， 在沈周的指点
下，取法赵孟頫与元四家，对北宋画
家董源、巨然也多有参酌。

尽管在考试中屡屡失意，但文徵
明在绘画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他后
来与沈周、唐寅、仇英合称为“吴门四
家”。在诗文上，又与祝允明、唐寅、徐
祯卿并称 “吴中四才子”。 文徵明人
物、花卉、山水兼长，尤其是他的山
水，取材于江南秀色。与沈周相比，文
徵明后期作品的画面更清雅，气氛更
恬静， 也更具细腻精致的文人情趣，

柔婉秀逸。

文徵明的画风呈粗、 细两种面
貌。粗笔源自沈周、吴镇，兼取赵孟頫
古木竹石法，笔墨苍劲淋漓，又带干
笔皴擦和书法飞白，于粗简中见层次
和韵味；细笔取法赵孟頫、王蒙，布景
繁密，较少空间纵深，造型规整，时见
棱角和变形，用笔细密，稍带生涩，于
精熟中见稚拙。

明代的另一位大画家徐渭也饱
尝屡试不第的痛苦。 他连续参加 8次
科举，未能中举，其间还经历了被强占
家产、妻子离世等打击。在年近 50岁
时，他被御史胡宗宪招为幕僚。但后来
胡宗宪被参劾，他也最终发狂，晚年曾
9次尝试自杀。徐渭对后世画坛，比如
八大山人、 石涛等人的影响极大，他
是泼墨大写意画派的创始人， 也是
“青藤画派”的鼻祖。

（陈俊珺 综合整理）

艺术帮助人们探究内心真正的渴望
解放周末：昆剧舞台中不乏穿越生死的爱

情故事，人们最熟悉的就是经典作品《牡丹亭》，

而你前几年所写的《春江花月夜》里也有这样的
元素。这部《浮生六记》的独特之处在哪里？

罗周：《牡丹亭》 之杜丽娘死而复生，可
生命仍有其尽头，《春江花月夜》之张若虚回
生后，不过补上三日之寿，就要重归幽冥。在
这些作品里，死亡终究会再次袭来，把生命
扑灭。在《浮生六记》里，沈复用他的书写成
就了他和芸娘的永恒，他们所有甜蜜、悲伤
的时光，都被永远地留存在文字里，他用文
字实现了永远不会被扑灭的“生”。我想表达
的是文学对于死别的超越、爱对于死别的超
越，而并非在舞台上对原著进行戏曲化的演
绎、简单再现两人的日常生活。

解放周末：戏剧需要制造矛盾、冲突和
悬念，而《浮生六记》的原著却是散文体的日
常回忆，冲突感并不强。你在改编时如何破
解这个难题？

罗周：与原作品切入点的不同及我刚才

所提到的题旨确定，都是我对原著中不适合
入戏的、琐屑生活的戏剧化处理。

在我看来，戏曲作品中的矛盾冲突更多
是向内，而不是向外的。戏曲里外在冲突的
最终目的，应是作用于人物的内心，使之产
生情感的波澜。这种波澜，哪怕只是个微小
的、微妙的瞬间，都可能带来独特的戏曲表
演与审美。 一味追求外部事件的跌宕起伏，

反而会淡化戏曲审美的特性。

《浮生六记》第一折“回煞”写的是：芸娘
死后，回煞之夜，沈复苦等苦盼，望她魂兮归
来。看似没“戏”，可沈复盼见芸娘时，内心的
渴望、惆怅、失落以至绝望……这一系列心理
流变正是可供戏曲表演大展拳脚之处。 又如
第五折“纪殁”，沈复终于决定写下芸娘之死，

此时他的内心承受着被撕裂的痛苦。 他若不
写，芸娘就永远困在垂死这一天，而他若写下

这一笔，芸娘便会从他身边消失。与此同时，

芸娘也面临着做出选择的巨大痛苦。 在舞台
上展现这两种痛苦剧烈又充满柔情的撞击，

恰是昆曲之擅长与吸引力所在。

解放周末：对经典文本的改编都面临着
如何与现代受众取得共鸣的问题。现代人的
生活节奏那么快，真的能理解沈复和芸娘那
种慢生活中的爱情吗？

罗周：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虽快，可人们
心中仍满怀着对至纯至真感情的向往。艺术
应该将人们心向往之的美好用精彩而准确
的形式加以呈现，使受众被鼓舞、被慰藉。所
谓共鸣，并不是说生活节奏快，我们就要为
观众奉献快节奏的作品。 观众走入剧场，若
能享受一段“慢时光”，不也很好吗？艺术作
品不妨帮助人们拨开繁忙生活的表面，去探
究我们内心真正的渴望。

解放周末：你对昆曲的美学有怎样的理解？

如何让这一古老的艺术与现代观众相关联？

罗周：仅用“精致”“典雅”“风流蕴藉”这类
词，并不能概括昆曲美学，以为昆曲只适合表
现缠绵悱恻的爱情或卿卿我我的生旦戏的看
法，亦是偏颇。昆曲是个宏大的艺术世界，生旦
净末丑各有擅长、精彩纷呈，值得我们不断发
掘。而所有的努力、创造，都应建立在对昆曲本
体的深入了解和坚守之上，这也是昆曲美学之
根基。昆曲有它独特的表演样式、音乐样式、文
本写作样式，都是创作者应努力遵循的。方方
面面的昆曲从业者在自身领域里做得好些、更
好些，昆曲之美便会更动人、更丰富。

至于古老艺术与现代观众的关联，我们要相
信观众的审美能力，也做好审美引导。今天买票走
入昆曲剧场的观众，有不少是年轻人，这正是古典
戏曲魅力的明证。身为主创人员，我们应以艺术关
照当代心灵，向着更深邃的人性、更崇高的人格、

更美好的人生行进。怀着谦虚、谨慎而勇猛的心，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尽量为后人做点什么。

《浮生六记》主演———江
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知名
演员施夏明和单雯曾合作
演绎昆剧《醉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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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节目预告仅供参考
以电视台当天播出为准

邮储银行上海分行
发力“绿色银行”建设 助推上海绿色发展
截至 2019 年一季度末， 邮储银行上海分行绿色信贷结余近 24 亿元， 较年初增速达

18.77%。绿色信贷发放主要投向可再生能源及清洁能源项目、工业节能节水环保项目、节能环
保服务、绿色产品制造等。分行各条线协同发展，推进绿色银行建设各项重点任务完成阶段性
目标。在上海的绿色发展进程中，发挥了有效的金融杠杆作用。

近年来，邮储银行上海分行始终坚持“全面推进绿色银行建设”的战略方向，按照总行绿
色金融授信政策指引要求，积极发展政策支持的绿色信贷业务，集中资源重点营销和支持商
业模式成熟、市场空间较大、发展前景较好的绿色信贷领域，并严格落实总行限额管理要求，

加强对煤炭、钢铁等“两高一剩”领域的行业限额管控，守住大额、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底线。

与此同时，邮储银行上海分行也在不断积极构建绿色金融组织管理机制，形成绿色发展
鞭策力。分行及各分支机构成立领导小组定期召开专题会议，分行各部门共同参与绿色银行
建设；完善规划与报告路径，推动工作措施落地；丰富多层级信息交流，积极推广绿色文化，加
快组建一支具备营销与管理、产品研发与推广、环境和社会风险管控能力的绿色信贷团队。

未来邮储银行上海分行将不断发挥区域优势，向同业看齐，进一步加强与政府部门、金融
同业、环保组织等在绿色信贷领域的交流合作。不断挖掘细分客户深层需求，以多元化融资工
具支持节能环保，将“绿色银行”建设落到实处，为上海绿色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