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由著名导演陈薪伊执导的全女班话剧《奥赛罗》，正在上海人民大舞台上演。

在《奥赛罗》的排练场上，贴着这样一句话：“什么是巨人？巨人即是海洋”。

在陈薪伊看来，莎士比亚的作品是巨人的作品，每个人都能从中看见自己，获得
思考与智慧。

陈薪伊:在莎翁的戏中看见自己
■ 本报记者 陈俊珺 闻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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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下一颗戏剧的种子

1954年，由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
集》问世。17岁的陈薪伊走进新华书店，花了
半个多月的工资，买下了这套书。当她把几十
本书牢牢地捆在自行车后座， 骑车回家的时
候，心里突然生出一个念头：说不定将来我也
可以成为戏剧家。 尽管此时的陈薪伊离戏剧
舞台还很远，但她在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

她读的第一本是《奥赛罗》。读不懂的地
方，就查字典。她一直记得父亲说过的话：开
卷有益，一时读不懂没关系，关键是要去读。

19岁时， 陈薪伊考上了陕西省话剧团，

成为一名话剧演员。她盼望着有一天能上台
扮演《奥赛罗》中纯洁美丽的苔丝德蒙娜。

那时候的她常常把莎士比亚想象成一
个严肃的老头，因为她最心爱的那套书的封
面上就印着那个形象。“我当时还不十分理
解这个‘老头’，不知道他对人性的了解其实
是那样深刻，对爱情的理解是那样有趣。”

1978 年，40 岁“高龄”的陈薪伊以第一
名的成绩被中戏导演系录取。正式研读莎士
比亚后，她才逐渐理解了莎翁的精神。“可惜
呀，那时候我已人到中年，体形也微微发胖，

在台上扮演梦想中的苔丝德蒙娜是不可能
了。于是我就找机会导演莎翁的戏，把他的
理想美展现在舞台上。”陈薪伊说。

两年后，陈薪伊终于如愿以偿第一次导
演了莎士比亚的作品，那是《麦克白》中的一
个片段，她的同学李保田饰演麦克白，另一
位女同学演麦克白夫人。

毕业前夕，老师决定《麦克白》为全班的毕
业大戏，陈薪伊不仅担任导演，还是演员之一。

“演麦克白夫人的时候，我感到浑身震颤，第一
次感受到悲剧的力量，它让人恐惧，也让人在恐
惧中觉醒。”陈薪伊说，“这次的毕业大戏是让我

终身受益的一次功课，从那一年开始，我就决定把
莎士比亚作为我终身的教科书。”

在悲剧中看到人性的幽默

1985年，陈薪伊进入铁路文工团话剧团工

作。第一届莎士比亚戏剧节将于翌年举办的消
息传来，陈薪伊递交了一份排演《奥赛罗》的计
划。团长看后立即拍板，给这部戏拨款一万元。

陈薪伊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再一次研读《奥赛罗》的剧本，她决定回
到中戏向孙家琇老师请教。“孙老师跟我讲了
一个有关莎士比亚的传说。 他曾经爱上过一

个女子，但这个女子最后背叛了他。莎士比亚
感到非常痛苦，于是把人物倒过来，写了《奥
赛罗》。传说的真假难以考证，但听了这个故
事再加上对《十四行诗》的阅读，让我对《奥赛
罗》 以及莎士比亚的精神世界有了进一步的
了解。”

古往今来，关于奥赛罗悲剧的原因争论不
休。奥赛罗与威尼斯公国元老的女儿苔丝德蒙
娜相爱。他们的婚事未被准许，只得私下成婚。

奥赛罗的手下伊阿古挑拨奥赛罗与苔丝德蒙
娜， 说另一名副将凯西奥与她的关系不同寻
常，奥赛罗信以为真，在愤怒中掐死了自己的
妻子。得知真相后，他拔剑自刎。

很多人认为这是个嫉妒、 轻信酿成的悲
剧，但陈薪伊认为，这些都不能概括这部悲剧
的崇高价值。她从奥赛罗爱的起点出发，向他
的内心深处开掘。“奥赛罗的悲剧就在于对他
所追求的美丧失了信念，在伊阿古掀起的风暴
中，他像一叶迷舟被大风吞噬，这位追求美的
英雄沦为了毁灭美的罪人，悲剧是从这里开始
的。苔丝德蒙娜代表着美的信念，而伊阿古则
使奥赛罗动摇了自己的信念。” 陈薪伊在二度
创作中把焦点对准奥赛罗经历的心理风暴，展
现出他心理空间的三个层次： 理想的层次、世
俗的层次与黑暗复仇的层次。

1986 年，《奥赛罗》在上海上演时，大获
成功，演员们在热烈的掌声中连续谢幕六七
次。陈薪伊坐在观众席中，突然觉得这是一
部“喜剧”。她说：“我在这个悲剧中看到了诸
多英国式的幽默，人性的幽默，也是无奈的
幽默。”

他的音乐给电影以灵魂
■ 吴桐

7月 6 日，意大利电影配乐大师埃
尼奥·莫里康内在罗马去世，享年 91
岁。莫里康内曾为超过 500 部电影创
作配乐，曾创下一年为 27 部电影配乐
的惊人纪录，代表作包括《天堂电影
院》 《海上钢琴师》 《美国往事》
《西西里的美丽传说》《黄金三镖客》
《西部往事》等。2007 年他获得奥斯卡
终身成就奖，成为第二位获此殊荣的
作曲家。2016 年，他凭借昆汀·塔伦蒂
诺的《八恶人》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
配乐奖。

莫里康内出生于罗马，6 岁就开始
作曲，12 岁进入罗马圣切契里亚音乐
学院学习。他崭露头角是在意大利导
演莱昂内的《荒野大镖客》《黄昏双
镖客》《黄金三镖客》三部曲中。粗
粝潇洒的小号主题，辽远而漫不经心
的口哨独奏，戏谑的男声合唱，独树
一格。莫里康内的配乐，成了“意大
利式西部片”的标志。

莫里康内和导演莱昂内是小学同
学。莱昂内曾说：“音乐不可或缺。
因为我的电影就像默片，没有太多对
白，音乐强调了行动和感受。在电影
拍摄之前，我会让莫里康内先创作音
乐，他的音乐构成了剧本的一部分。”
莫里康内和莱昂内最后一次合作，是
1984 年的电影《美国往事》，配乐极具
戏剧性与感染力。

另一位和莫里康内合作多年的大
导演是朱塞佩·托纳多雷。托纳多雷
1988 年导演的《天堂电影院》，曾获得
戛纳评审团大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天堂电影院》里最著名的配乐，是片
尾那首《爱的主题》。当成年后的主人
公托托独自在影院观看阿尔弗雷德留
给他的那盘剪辑的时候，这段旋律自
始至终伴随，不知不觉中，观众和剧
中人一样热泪盈眶。实际上，这段配
乐来自莫里康内的儿子安德烈亚之手，
莫里康内只在最后做了细微调整。父
子合作造就经典，也传为佳话。

自《天堂电影院》后，莫里康内
和托纳多雷开启了长达 30 年的合作，
托纳多雷的名作《海上钢琴师》《西
西里的美丽传说》的配乐都由莫里康
内操刀。“时空三部曲”的电影配乐，
也被看作电影史上难以超越的里程碑。

导演昆汀·塔伦蒂诺也是莫里康内
的粉丝。他曾在 1994 年拍摄《低俗小
说》时就邀请莫里康内为电影创作音
乐，却吃了闭门羹。直到 2015 年拍摄
《八恶人》时，塔伦蒂诺的心愿才终于
达成。

当时，87 岁高龄的莫里康内仍充
满冒险精神，恐怖悬疑的音乐风格与
塔伦蒂诺的西部片风格影像混搭，独
具一格。当有人问他如何做出好的音
乐时，他给出了一句话：“忠于自己，
不要模仿他人。”

全女班《奥赛罗》剧照      图片由上海人民大舞台提供

莎士比亚与京剧有相通之处

解放周末：这是您导演的第五版《奥
赛罗》，为什么在疫情期间排这部戏，而且
要排全女班？

陈薪伊：莎士比亚的一生中， 先后遭
遇过多次重大的瘟疫。 他出生时就遇上了
一场大瘟疫， 他被母亲带去附近的村子避
难， 才活了下来。 多年后， 莎士比亚所在
的环球剧场又因为瘟疫而陷入困境， 但他
的才华并没有因为剧场的关闭而埋没， 还
写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品。

任何时代都需要莎士比亚， 我们可以
从他的作品中看到当今的世界， 也可以从
他笔下的角色中看见自己， 《奥赛罗》 也
不例外。

创作全女班的念头， 对我而言也是由
来已久的。 奥赛罗的悲剧在任何人身上都
会发生， 不会因为性别的改变而改变。 女
性中的奥赛罗有很多， 女性中的伊阿古就
更多了。 我在开排这个戏的时候， 问过 9

位女演员， 你们身边有伊阿古这样的人吗？

她们几乎异口同声说 “有”， 可见这个人物
形象是经典的。

解放周末：伊阿古是一个非常出彩的
角色，您如何理解这个人物？

陈薪伊：莎士比亚在 《奥赛罗》 中用
了几乎 50%的台词， 塑造了伊阿古这个艺
术形象， 他是一个丰满的丑角， 在数百年
的戏剧史上始终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吸
引了各国历代的诸多男演员。 在有些国家
的演出中， 扮演伊阿古的演员和扮演奥赛
罗的演员并列为男主角。 也有专家说， 他
是一个 “伟大” 的坏蛋。

我希望这个形象给观众的不只是一种
恐惧感， 而是想引起观众的思考。 文艺复
兴时期有两种思潮， 一是人文主义， 就是
清明的理智和巨大的激情相结合的人性，

这种人性是最理想的。 那时还有一种马基
雅维利主义， 就是欲达目的不择手段， 伊
阿古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这两种人性的冲
突构成了 “真善美” 与 “假恶丑” 的冲突
的本质， 也就是莎士比亚说的： 还原真善
美的本来面目。 在这场生命之火熄灭的悲

剧中， 我希望观众感受到， 虽然生命是渺
小的， 但理想却是伟大的， 人间虽然有邪
恶， 但美是永恒的， 这就是我们呈现这部
戏的目的。

解放周末：您把莎士比亚视作您艺术
生涯的教科书。您为什么说他的作品还有
治愈作用？

陈薪伊：莎士比亚的戏可以让人变得
智慧， 会让观众获得一种极大的激情， 同
时又会让人冷静地思考。 我一直都在学习
莎士比亚， 他的作品像一座金矿， 取之不
尽， 随便读一段台词， 都觉得有所收获。

我认为他有的时候还能治病， 就像英国作
家约翰逊所说的， 谁要是被那些捏造出来
的荒唐故事弄得头昏眼花， 就该读一下莎
士比亚。 因为他的作品中永远有对人性的
解剖和对美的赞美， 而那些不研究人性、

不研究人的心路历程的作者， 是没有办法

写出好的戏剧的。

解放周末：您是一位京剧爱好者，在此
次的《奥赛罗》中您采用了一些京剧的表现
形式。京剧和莎士比亚的作品有哪些共通点？

陈薪伊：从主题上来讲， 京剧和莎士比
亚的戏都有高台教化的意义。 在故事结构上，

两者也有绝妙的相似之处， 它们常常是先把
故事讲给观众听， 唯独剧中的主角与对手不
知道， 观众在观演时的焦点就变成了关注人
物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而不单单是事件
发展本身。

就我个人而言， 莎士比亚是一本有关文
学和戏剧精神的教科书， 而京剧则是一本戏
剧表现样式的教科书。 京剧有唱、 念、 做、

打、 舞多种表演方式， 有许多夸张和变形的
艺术手段， 比如胡子不叫胡子， 而是髯口，

除了表明角色的身份、 地位和年龄之外， 还
能表现他内心的感情， 是角色内心世界的外
化， 水袖、 高靴、 盔头等都是如此。 我认为
京剧对人物的刻画以及对人物的表现力是非
常精彩的， 莎士比亚的文学是全世界顶尖
的， 而优秀的交响乐也是艺术的瑰宝， 我想
把这三种元素在舞台上融合起来， 让这部戏
更出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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