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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上午9时到下午5时，不只是1000个打飞脚200个踢腿，更有前辈权威导师的精雕细琢打磨

长三角舞台大集训：一出戏大家唱
■本报记者 诸葛漪

“翻手时，胳膊肘不要往外抬，不好看。”候
场时，青年演员们悄悄议论着，彼此检视服装
与动作，极像军训最后一天的学生，准备为集
体检阅做个漂亮的总结亮相。浙江音乐厅后台
过道摞满巨大的道具箱， 只容一个人通过。有
演员见缝插针，靠着墙壁压腿；还有人轻盈地
翻身，狠狠踏一踏地板，摆出潇洒的起手式。

一个月夏季集训后的汇报演出，上海昆剧
团、浙江昆剧团、永嘉昆剧团每个人都不想输，

都想拿头彩，又有惺惺相惜的默契，只有身在
其中的人才知甘苦。台上，浙昆“代字辈”青年
演员黄翌在翻旋子，翻到第 20个，大家在侧幕
情不自禁为他数数，“21、22、23……”数到第 50

个，一位女演员轻声和同伴嘟囔，“我看到这种
拼劲就会感动、想哭。”

集训后瘦了好几斤
今年， 上海昆剧团迎来第 10年夏季业务

集训，首次携手浙江昆剧团、永嘉昆剧团开展
长三角联动集训。“经历《临川四梦》的轰动世
界，走过全本《长生殿》10年辉煌，体验建团 40

周年的光荣和骄傲，此时此刻，我们也要居安
思危，下一步将是什么？”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总
裁、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问自己，也问所有
演员：“老一辈艺术家引以为傲的技艺，在青年
身上是否还能继续保持优势？面对日益优越的
物质条件，当下的青年是否还能守住追逐艺术
理想的初心？”

集训导师席上的谷好好是严厉的，声音低
沉而果决，“眼睛亮起来，要笑。”一大早女演员
们开始跑圆场， 谷好好的视线在每个人身上巡
视，“你们每个人头顶上， 都要想有根绳子吊着
走，身体不要摇，最累的时候就是最长功夫的时
候。”再上一层排练厅，男演员练习打飞脚，“五
个五个来，要拍响。”指导老师赵磊大声喊着。

每天上午 9点到下午 5点，每位演员要完
成规定数量的基本功练习，1000个打飞脚、正
圈 5分钟和反圈 5分钟的圆场、100个以上的
虎跳前扑、200个翻身、200个踢腿……基本功
之后是精雕细琢的打磨，比如“抠”身段，“手
指、足尖的角度被一一扳到正确的位置。”永嘉
昆剧团演员胡曼曼不好意思地笑了，“一开始
就是姿态不太对，练习戴靠对打的时候，不小
心被对手演员把靠打坏了。”

“全国昆剧院团是一家，市场大了，大家才
能好。这次集训是青年人的竞争，将小溪汇集
成大河，现在穿特大号练功服的人一个月后穿
上小号。”应验谷好好在集训开始时的话，大家
果然瘦了好几斤。杭州站汇报演出前一天深夜
1点多， 浙昆武旦演员倪润志收到上昆老艺术
家王芝泉的微信，“我要来杭州了，看你演出。”

另一位浙昆演员王恒涛见惯不怪，“老艺
术家都特别较真。岳美缇老师膝盖不好，每次指
导《雷峰塔》，她宁可叫两个学生搀扶着，也要跪
下去，实打实地给我们做动作示范。但凡排练，

汪世瑜老师盯着我们，从来不走开一步。”

浙江京昆艺术中心党委书记周鸣岐表示，

浙江昆剧团参与本次集训的有国家一级演员，

也有第六代青年演员，“集训请来这么多权威
老师授课，这是一团之力做不到的。联合集训
将带动长三角院团团结凝聚，辐射未来。”永嘉

昆剧团团长徐显眺直言，“剧团惯常在周一
和周四练功，以前从来没有集中一个月时间
练功，这是一次把整个剧团带动起来的绝佳
学习机会。”

夏季集训，王恒涛见识到中生代师哥师
姐们的厉害，“从梅花奖到白玉兰奖，黎安老
师在舞台奖项上早就实现大满贯，可他练功
比我们还积极，周六下着雨还来排练厅。”因
为出访演出，黎安没赶上《雅观楼》《群英会》

授课， 他特地拜托指导老师王凯加开小灶，

“武戏演员不容易， 错了一个动作就跟不上
拍，完全不能漏。我每次练完都是上气不接
下气，比唱大戏还紧张，回家了还默默在脑
中复习。”

“雉尾生的戏会用到武戏动作，正好借
集训拓宽戏路，丰富表演手段。”会演间隙，

黎安与浙昆小生演员曾杰商量，明年夏季集
训要带着团里的小生演员练基本功，一起为
观众表演毯子功、翻跟头。

上昆闺门旦演员罗晨雪同样把集训当
作积蓄实力的良机，她首次耍枪、舞长绸，为
秋天演出《雷峰塔》打下动作基础，“按照年
龄，我在集训队伍里可以算师姐，但不努力
照样会落后。”“他们对待戏曲艺术的心非常
纯粹，他们的认真渴望打动我。”集训间隙，

小字辈会主动找罗晨雪聊戏、请教戏，“他们
到上海来看戏， 会来后台看我们的化装，观

察如何画得更好看。” 黎安为年轻同行们拍曲，

“以往昆团排练，多按照行当、戏码分组，各学各
的。这次聚拢在一起，大家都想多学一点东西。”

一上午集训结束， 演员们走出排练厅大门还在
讨论，“练气息，得口腔打开，声音多往后靠。”

女花脸镇住所有人
高温天，除了关空调的高强度训练，集训

组织演员们深扎到浙江永嘉农村演出。赶上台
风天，从杭州到永嘉，车队足足行驶了六个半
小时。永嘉一场演出持续三个多小时，演完都
快晚上 11点了。

《扈家庄》演出时突遇意外，浙昆年轻文
丑演员郑邵宇临时救场， 顶替无法上场的同
事演绎王英一角。得益于集训扎实的基本功，

他从文丑变身武丑， 成功完成高难度的矮子
功。三地院团乐队也在集训中全体上阵，邀请
上海京剧院老师加入指导大锣、铙钹，以戏带
功，借助训练曲目《唐宫惊梦》，合并三团文武
场进行合奏。“感谢浙江省昆剧团和浙江省永
嘉昆剧团共同参与。 这些兄弟院团身上的很
多闪光点都非常值得上昆学习。 每位演职人
员洒下的辛勤汗水必将润泽大地， 收获满
满。”谷好好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2016 年底，上海越
剧院推出“英姿红袖·精粹传承”系列集训计

划，在每年冬、夏两季展开六周到七周集中业
务训练。今夏，上海越剧院首次走出上海，与
扬州市扬剧研究所、 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缔结
为首批长三角友好院团联盟， 开展 “三地联
动”系列集训。

集训首站在扬州。第一天，扬州市扬剧研
究所学员的经典折子戏汇报展示把所有人镇住
了。从上海越剧院院长梁弘钧到上越三团（青年
团） 团长李颖异口同声，“十来岁的小姑娘们基
本功特别扎实，唱念做打像模像样。尤其是一位
女花脸的《通天犀》，在细细的椅子扶手上完成
一系列高难度动作，大家都拍手叫好。”

听闻女花脸徐梦雪的故事后，上越的年轻
演员们更是跌落眼镜。“为了演戏，她一直剃光
头。”李颖重复了两遍，“剃光头，现在我们的演
员们能有这样的敬业精神吗？”徐梦雪凭《通天
犀》在江苏省戏剧红梅奖大赛拿到金奖，大师
裴艳玲点评：“一个女孩子为了热爱的事业这
么努力，了不起。”徐梦雪自己并不把光头当回
事，“老师一开始就要我推光头， 不然不教，我
就哭了， 后来几个男生硬是陪着我去理发店。

男生会做的动作我都要会，而且要更好。”

台上比功夫幕后拼管理
比你有天赋的人比你还努力， 李颖坦言，

“对年轻演员肯定有刺激， 大家看戏都在一声

声惊叹。”上午看完戏，下午上课，台上舞长绸
的扬剧小演员变身老师， 指导身段动作，“她比
我们的演员还小几岁，身上功夫不简单。越剧不
太有长水袖、长绸项目，更多见于京剧，比如《天
女散花》。这次来扬州，大家又学到了新技能。”

队列凭颜色辨人，绍兴小百花越剧团演员
们穿红色练功服，上海越剧院演员穿黑色练功
服， 集训同时双方都在参与越美中华·越剧青
年演员大会演， 可谓棋逢对手。“白天练功，晚
上都在看越美中华比赛视频。”

生行主教老师、河北梆子女武生董素坤开
课前先模底。 绍兴小百花越剧团以武功见长，

几位男演员翻起跟头来， 不亚于京昆武生。绍
兴小百花越剧团党支部书记吴凤花与上海越
剧院领导一样全程督阵。“不能输！” 上越小生
演员范莹平时以文戏为主。她坦言，扬州行是
一次高强度学习，“董素坤亲自授课，我们一周
身体训练科目内容抵得上学校一学期的量。”

“在同一个平台上找差距。一出戏大家同
时唱。”谷好好说，“请进来”“走出去”的互动集
训让三地青年演员相互激励、相互竞争，比斗
志、拼干劲，找到可见、可信、可学的身边榜样，

做到学有目标、赶有方向、见贤思齐。

在管理层面，集训同样给各院团负责人暗
暗观察、默默学习的契机。李颖坦言，“三团还
在创业阶段，必须很拼很努力才行。扬剧研究
所排练厅门口一块黑板让她上心，“演员迟到，

会在黑板被记上大名；黑板另一边是每天值日
演员的名字，负责关空调等杂务，培养主人翁
意识。”

走出熟悉的演出环境，让李颖等对带队有
了更清晰的方向，“我们团队知识储备、演出宣
传平台算长板，吃苦耐劳精神要像苏浙同行多
多学习。到了扬州，我发现硬件条件丝毫不逊
色于上海，同行潜心打磨的干劲、师资凝聚力
让人刮目相看，值得借鉴。”

从连续多年推动“英姿红袖·精粹传承”集
训计划，为青年演员策划“锦瑟年华”演出品
牌，到成立三团集中育人，梁弘钧今年在长三
角戏剧联盟发起集训时， 有意突破剧种圈层，

“越剧在长三角有三十多个专业院团， 一百多
个民营院团。 我们的集训特意从培训范围、师
资配备、学员覆盖、交流互动等进行全方位的
资源整合升级，实现大文化结合。明年三地集
训，我们想联合锡剧、婺剧等地方剧种共同成
长，它们都有名震全国的演员与剧目。”吴凤花
献计献策，明年集训可以通过名家示范演出进
一步联动市场。

今年夏训，上海昆剧团以推掉数场收入颇
高的商演为代价，携手兄弟院团集中闭关练内
功。上昆以剧目建设和人才培养为中心，演出
场次和演出收入连续 6年突破新高。浙昆通过
强化传承抓剧目，开创“518”传承演出季品牌，

推出全国首档电视类面向社会大众展示现场教
学的戏曲推广节目 《幽兰讲堂———昆曲来了》；

永嘉昆剧团以剧目建设与传承工作为中心，推
出的大型原创昆剧《孟姜女送寒衣》成为 2018

年全国唯一获得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县级剧
团。三地联动集训，将上述每个团的成功尝试有
效整合，实现“1+1?2”。从吊嗓压腿基本功、到
排练大戏，再到文化讲座，丰富的课程内容让巩
固技艺的“集训”升级成为全方位阶段性的人才
培养机制， 更有上海的戏曲院团早早预约明年
加入联动体系。

▲扬州扬剧研究所邀
请裴艳玲大弟子董素坤千
里迢迢为青年演员授课，一
招一式，丝毫不怠。

荩扬剧研究所的青年
演员陈芒越为两地的青年
演员们交流， 教授长绸，图
为上越青年演员陈欣雨在
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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茛2018年 11月 22日，由浙江
昆剧团、上海昆剧团、苏州昆剧院
联合演出的三地联动明星版《牡丹
亭》在成都上演。 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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