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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就是探索生命的意义
———专访著名导演陈薪伊

■ 本报记者 陈俊珺

对话 知沪 悦赏言讲

周末

陈薪伊在中国戏剧界有个独特的称呼：“奶奶”。 她的代
表作几乎贯穿了中国戏剧近 40年的发展史。

她曾被拒之“导演”的门外，也曾为了寻找剧场而奔走
流泪。而如今，81 岁的“奶奶”在上海成立了“陈薪伊艺术中
心”，有了众多热爱她的观众，也有了梦想中的剧场。

她说，如果人的一生是一出戏，那戏的主题就是选择。她
一生只选择做一件事， 那就是在舞台上探索生命的意义，并
将这份意义传递给观众。

家专访独

WEEKEND

陈薪伊
著名导演，被国务院授予“国家有特殊贡献话剧艺术家”称号，首届

国家一级导演。导演了 139部戏剧作品，塑造了 1200多个人物形象，连
续 10届、14次获“文华奖”系列奖项。代表作包括歌剧《图兰朵》《张骞》

《赌命》《赵氏孤儿》，话剧《奥赛罗》《哈姆雷特》《威尼斯商人》《商鞅》《原
野》，京剧《贞观盛事》《梅兰芳》，黄梅戏《徽州女人》，秧歌剧《米脂婆姨绥
德汉》等。

本报记者 蒋迪雯 摄

7月 5日下午，人民大舞台，“陈薪伊艺术中心”的开幕话
剧《洋麻将》正在排练中。

奚美娟和关栋天在剧中扮演两位在养老院里相识的“牌
友”芬西雅与魏勒。他们或婚姻失败，或事业无成，在养老院
过着孤独寂寞的晚年生活。两人絮絮叨叨地打着牌，不经意
间流露出各自心中不愉快的往事。在总共 14副牌局中，他们
相互揭短，彼此伤害，戳到对方最痛的地方……

一场戏中，芬西雅边打牌边轻声对魏勒说：“我是初中毕
业，我怕她们发现，因为我填履历的时候，填的是高中毕业。”

魏勒笑着问：“您今年多大年纪了？谁还管你高中毕业了
没？”

陈薪伊在一旁说道：“奚美娟说这句话的时候，请往后头
看一看。关栋天你要把头凑过去。”

“我今年 71了。”

“你还担心 50年前的事被发现了。哎哟，芬西雅啊……”

“你们俩都躺着说。”陈薪伊再次提示。

……

整整一个下午，从情绪、动作到舞台调度，陈薪伊和两位
演员仔细研究人物，拿捏每一个细节。

我想带给观众一个关于反省的故事

解放周末：您排戏的时候非常注重和演员一起分析剧本，

对每一个动作的指导都很细致。这种创作风格是如何形成的？

陈薪伊：我年轻的时候看过一本苏联戏剧家写的书《在
动作中分析剧本与人物》，那时候是抱着“啃”都“啃”不下来。

后来在中央戏剧学院学导演的时候，我就下功夫钻研这个方
法：排戏先不谈别的，就和演员一起对词，在对词的过程中研
究剧本，把人物弄明白，人物就会慢慢“长”在演员身上了。我
发现用这个方法排原创剧目效果非常好，如果遇到表演功底
深厚的演员，我的导演速度会非常快，基本上十来天就可以
完成主要的排练工作。

解放周末：您为何选择《洋麻将》作为“陈薪伊艺术中心”

的开幕戏？

陈薪伊：选择这部戏首先是机缘巧合。《洋麻将》是一部获得
过 1978年普利策戏剧奖的名作，把它翻译成中文的，是知名电
影人卢燕女士。 我曾经受邀在英国国家图书馆制作的一期卢燕
演艺生涯专题节目中，给卢燕、关栋天排过其中的一个片段。卢燕
对我说，她很想在舞台上完整地演这部戏，于是在艺术中心
成立后我便选定了这部戏， 但考虑到她今年已经 92岁高龄，

这部戏虽然是小戏，全剧只有两个演员，但对演员来讲，却是
一部“大戏”，两个人要分担两个小时的台词，所以最终决定请
奚美娟来担纲这个角色。用我们的行话来说，这是一部“人包
戏”的作品，选对演员非常重要。 我认为最伟大的表演艺术是
诠释人物，而不是演得像那个人物。关栋天与奚美娟的诠释太
棒了。

从艺术层面来讲， 这部戏里有很多有趣的性格冲突，男
主角魏勒偏激、暴躁，女主角芬西雅自欺欺人且固执，他们相
互揭短，戳到对方最痛的地方，不欢而散，但两人内心却又紧
紧维系在一起，难舍难分。表达意志冲突的戏在我们的舞台
上很常见，而能真正展现性格冲突的戏则很可贵，比如莎士
比亚的四大悲剧其实都是性格的悲剧，莎士比亚的伟大就在
于他把人性最脆弱的本质解剖给观众看。作为导演，我要做
的就是拿着解剖刀去解剖人性，解剖的方法就是在动作中分
析剧本和人物。

解放周末：北京人艺在上世纪 80年代曾上演过《洋麻将》，

近年来也演过新版。您的这版《洋麻将》会给观众带来哪些新
的体验？

陈薪伊：我想把这部戏做成“中国版”的《洋麻将》，观众
不是来看一部老年戏，而是来看人生百态的故事，甚至是我
曾经经历过的一些瞬间。

我看过不少对《洋麻将》的解读，都认为这部戏要表达的
是老年人的孤独与寂寞。《洋麻将》 只是写老人的孤独吗？

NO! 魏勒和芬西雅其实都有儿有女， 却没有一个人来看他
们，甚至连一个朋友也不来。他们一共打了 14副牌，魏勒一
副牌也没有赢过，暗示他这一辈子从来都没有赢过。这是为
什么？都是儿女的错吗？都是他人的错吗？这两个老人从来没
有自我反省过，他们认为自己永远是对的，这是多么悲哀啊。

我想带给观众的，是一个关于反省的故事，我在导演时
有意强化了一些细节，制造一些瞬间，引发观众的思考：老人
是不是也要为孩子想一想？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不善于反
省的，而人最大的悲哀就是当你意识到不对了，却来不及
挽回了。那么，不如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不断地反思。与此
同时，我也很想安慰观众的灵魂，想让他们得到宁静，我选
择了莫扎特的《安魂曲》作为其中一段的背景音乐，我还选
了一首儿童歌曲《两只老虎》，因为老人有的时候像孩子一样
需要安慰。

戏剧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信仰

解放周末：许多上海观众熟悉并喜爱您的戏，是从您 1996

年导演的《商鞅》开始的。这部作品至今还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的保留剧目之一。您觉得它 23年来久演不衰的原因是什么？

陈薪伊：前几天我去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看戏，开场前偶然
听到坐在后排的观众说，我最喜欢的话剧还是《商鞅》。《商鞅》

是一个关于改革变法的故事，更是讲述生命、讲述一个人的成
长与发展的故事。这个主题不会过时，也注定会打动观众。

当年拿到《商鞅》的剧本，我太喜欢了，一个晚上就把它
读完了，但怎么把它呈现在舞台上，我思量了很长时间。我清
楚地记得那个日子：1996年 6月 6日，我坐在北京市第六医
院的产房外等待我女儿生产，忽然听到里面传来“哇”一声婴
儿的哭声，声音非常清亮。我的脑海里闪过一个想法：《商鞅》

就要从一声脱胎而出的哭声开场。我想在这部戏里雕琢出一

个生命，一个从嗷嗷待哺开始的生命、从死亡中挣扎出来的
生命。商鞅从奴隶到商君，从“会说话的牲口”变成一个人、一
个大写的人，尝尽了万箭穿心的痛楚。他如何战胜环境带给
他的困难、对手带给他的困难，面临困难时，又该如何选择，

这是我想带给观众的思考。

解放周末：您曾说过，您在《商鞅》里注入了自己的“血
液”。将个人的生命体验融入戏中，也是其震撼人心的原因之
一吧？

陈薪伊：商鞅所经历的屈辱、不公与曲折，他不服天命等
待机遇的心境，我感同身受。

我出生在西安，父亲是国民党官员，母亲从小离我而去。

我的童年是在动荡中度过的。我年轻的时候学过秦腔，后来
成了一名话剧演员。我很早就有当导演的梦想。当年排戏的
时候，我经常会给导演出点子，他们开玩笑说，你以后当导演
肯定比我们强。“文革”期间，中央戏剧学院到陕西来招生，我
去报了名，政工科主任马上找我谈话，说我没有资格报名。我
说为什么？他说，因为要查“三代”，你连“一代”都过不去！这
句话对我来说真是晴天霹雳，我的理想破灭了，我这辈子都
不可能当导演了。

1977年，我的一个朋友给我寄了一份中央戏剧学院的招
生简章。我清楚地记得那上面印着 8个字：“不拘一格，择优
录取”，招生的年龄限制到 40岁，那一年，我正好 40岁。考试
的时候，我朗诵了茅盾的《白杨礼赞》，最终以第一名的成绩
被中戏导演系录取，41岁才开始我的导演之路。

解放周末：从《商鞅》到《洋麻将》，您的许多作品都呈现
出独特的导演视角，这种视角源自哪里？

陈薪伊：从第一部戏开始，我就决心要打造经典作品留

给后世，我不做商业戏剧。如果说编剧用他的生活阅历构建
了人物，作为导演，我要用我的生命体验和视角来解读剧本、

呈现剧本。

比如，我导演话剧《红楼梦》，这部伟大的作品有太多值
得被挖掘的主题了，有人在其中看见爱情，有人看到政治，我
看见的是“质本洁来还洁去”。我导《哈姆雷特》《张骞》《赵氏
孤儿》等也是这样，我会把我“看到”的，用我的方法在舞台上
表现出来。

我认为， 戏剧的本质就是在剧场中探索生命的意义，并
用他人的生命来对照自己的生命。戏剧有娱乐性，甚至是很
大的娱乐性，但它的终极目的不是娱乐人生。娱乐是宣泄或
寻找宽慰，而戏剧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信仰。

戏的质量与观众的欣赏水平
是一架天平

解放周末：多年来，您在舞台上塑造了许多“巨人”的形
象，比如张骞、唐太宗、魏徵、白居易等，您曾用“建立‘生命档
案’” 来形容您的创作。 怎样才能让这些历史人物在舞台上
“活”起来？

陈薪伊：除了用独家视角解读剧本、融入自己的生命体
验外，导演还必须要有深厚的积累。尤其是导演历史剧目，一
定要研究那个时代的背景。恩格斯有句话：“真实地再现典型
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排什么戏，就要和什么人“对话”。在排
历史剧之前，我会去故事的发生地和历史“对话”，寻求灵感。

在京剧《贞观盛事》中，除了唐太宗李世民外，诤臣魏徵也
是极其重要的角色。在排戏之前，我到昭陵去采风。我记得魏
徵的墓建在一座山的山顶上， 找到他的墓的时候， 已经入夜
了，月色中他的墓正与另一座位于山顶的唐太宗墓遥遥相望。

两座墓处于同等高度，互相辉映、互相成就。在那一瞬间，我对
自己说：戏里要有一段二重唱，唱他们的君臣相得，唱盛唐的
日月同辉。

为历史人物留下“生命档案”，还需要深厚的历史知识。我
最早的话剧之一《白居易在长安》曾获得过第二届文华奖。为了
这部剧，我研究了全唐史，读了白居易几乎所有的诗。

解放周末：这些年的戏剧演出市场非常火热，每年都有大
量作品问世。一部作品要成为经典，必须具备哪些要素？

陈薪伊：一是戏的质量，一部好戏离不开好的导演、演员、舞
美等。但一个角色不可能永远由一个演员扮演，一部作品能否
长时间保留下来，最首要的因素还是剧本；二是观众，戏剧要引
领观众，而不是迎合观众，因为观众是迎合不来的。观众的层次
是不同的，有把看戏作为娱乐的，也有来寻找人生真谛的，还有
来追星的，但总体来说，观众的审美这些年是在阶段性地提高。

戏的质量与观众的欣赏水平这两个因素就像一架天平，如果戏
剧的质量不随着观众的欣赏水平提高，是不可能成为经典的。

解放周末：在引领观众的过程中，应该怎样把握、平衡好观
众的接受度？

陈薪伊：引领观众的前提，首先是要让观众看得懂，我希望
我的戏连不识字的老太太也能看懂。2008年，国家大剧院邀请
我为他们排一部开台大戏，我当时特别兴奋，可当我听陈平院
长说，希望我排的是经典歌剧《图兰朵》时，我就蒙了，因为这是
我最不喜欢的一部歌剧。它是西方人臆想中的中国故事，在很
多情节设置上甚至是荒谬的，比如公主以猜谜语的方式来招驸
马，猜不中的人就要被砍头，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残酷的
公主。我看过几个版本的《图兰朵》，真不知道伟大的普契尼到
底要表达什么。

但我并没有拒绝这次邀约， 因为我很珍视这次重要的机
会。于是我就认真研究剧本，我相信《图兰朵》之所以能成为经
典，在文学上一定是高级的。在反复阅读 4个译本，又看了不同
版本的录像后，我的心情终于开朗了———虽然普契尼对中国的
理解受到当时各种历史原因的局限， 故事本身也漏洞百出，但
他对人性的诠释是伟大的。图兰朵公主之所以残暴，是因为她
的祖母曾经为外邦人所害。为了把图兰朵人性转变的过程图解
给观众看，我在剧中大胆地增加了两个人物：一个是楼灵公主，

她是图兰朵心中仇恨的化身， 直到卡拉夫那深情一吻之后，痛
苦的记忆才褪去。此时，羽人出场，她是一个天使的形象，来源
于我国古代汉砖上的浮雕。这个角色的出现象征着爱情战胜了
仇恨，也表达了爱可以战胜一切的主题。

如果一生只能做好一件事，

我选择舞台

解放周末：在您的 139 部戏剧作品中，除了“巨人”的故
事，也有许多关于平凡人的故事，比如《兰花花》《米脂婆姨绥
德汉》《徽州女人》等。把平凡人的故事搬上舞台，如何打动人
心？

陈薪伊：《兰花花》 是我为国家大剧院排的一部原创歌剧，

它有些特殊，因为它没有文学名著或历史事件作为依托，而是
源于一首只有 20多句的家喻户晓的陕北民歌， 也是一首我从
小就会唱的歌。兰花花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农村姑娘，她寻找
自己的爱情与自由， 却因为无法挣脱传统礼教而走向凋零。她
的形象不是单一的，她有凄苦的一面，令人潸然泪下，同时也有
刚烈、坚强的一面，会让人联想起水撞击礁石的那种力量，我觉
得她的性格就像黄土高原上奔腾的黄河。

历史中的巨人也好，平凡人也好，戏剧就是讲述每一个人
的故事。如果人的一生是一出戏，那戏的主题就是选择。我们每
个人都面临许多的选择。

解放周末：选择的同时意味着放弃。

陈薪伊：是的。我曾经放弃了一些在别人眼中很重要的东
西，比如陕西人艺的院长、铁路文工团的团长，甚至更高的职位
我也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因为我觉得人的一生太短暂了，我只
愿意制作剧目。

解放周末：您导演的剧种多达 20多种，有话剧、歌剧也有
诸多地方剧种， 但唯独没有电视剧或电影， 您为什么不 “触
电”？

陈薪伊：上世纪 80年代末到 90年代初，我有很多机会做
电视，但我也选择了放弃，因为我关于舞台的梦想还没有实现。

如果一个人一生只能做好一件事，我的选择就是舞台。

我刚刚在陕西人艺做导演的时候， 最困难的就是没有舞
台，每次演出都要到处去租剧场，租不到剧场的时候真的很苦
恼。有一次我们到西安的华山机械厂去考察，我到现在还清楚
地记得那个厂的名字， 因为那个厂里居然有一个很漂亮的舞
台，我一看到那个舞台，就忍不住哭了。副导演问我怎么了，我
说我们为什么无法拥有这样一个剧场呢？

我曾带队到北京演出《女人的一生》，今天在这个剧场演，

明天挪到另一个剧场演。尽管找剧场很难，但这部戏获得了成
功，中央电视台也播出了。后来我的另一部戏《未完成的攀登》

又在北京演出。铁路文工团的领导看了我的戏，提出想把我引
进到他们单位。他们告诉我，他们有一个二七剧场。因为那个剧
场，我毫不犹豫地决定去铁路文工团工作。

解放周末：难怪您曾把剧场比作城市建筑的英雄。您 60岁
后结缘上海，是因为上海众多剧院、剧场的魅力吗？

陈薪伊：1998 年，二七剧场被改成了一个饭庄，我就辞职
了。当时上海大剧院即将落成，正在筹备开幕大戏，尽管那部戏
最后没有做成，但我与上海的缘分并没有就此结束。我没想到，

我 60岁的时候，能作为文化人才被引进上海，在上海扎根，创
作剧目。上海是一座有魔力的城市，是一座能做成事儿的城市。

我更没有想到，我会与演艺大世界的人民大舞台结缘，81岁能
成立一个以我的名字命名的艺术中心。

没有观众就没有戏剧，没有演员就没有戏剧，没有剧场就
没有戏剧。而现在，我都有啦！我觉得很幸福。我的艺术中心不
仅拥有好几个剧场，它还是一个“创作基地”，我们已经制订好
“五年计划”，每年制作一台原创大戏奉献给观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