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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 台 艺 术

《永新小鼓》在农村祠堂表演

燠热的8月底，一年一度的红
谷滩新区 2017 第三届“全国精品
话剧展演季”如期拉开了帷幕，为
躁动的南昌城送来了一丝久违的
清凉。在本次文化盛宴中，首先
呈上的是话剧《老张的哲学》。这
可绝不是一碟“小而美”的开胃头
盘，而是一道别具风味的北国大
餐。

甫一开场，一进浅灰色的四
合院便出现在观众的眼前。院门
口高悬着一块匾，上写着“京师德
胜汛公私立官商小学堂”。如此
具有典型地域文化的场景一下把
大家带到了民国年间的北京。全
体演员上场，分列舞台两侧，旋即
一一坐定。一位稍年长的演员随
着悠扬的单弦弹拨走到舞台中
央，打着八角鼓击节演唱。原来
这位就是本剧主人公——老张，
这新颖的出场方式登时让人眼前
一亮，饶有兴趣地继续看下去。

故事发生在老北京的德胜门
外。老张是小镇上的一个体面人
物，同时教书营商又当兵，信奉的
是“钱本位而三位一体”的哲学。

“营商，为钱；当兵，为钱；办学堂，
也为钱！”人生无论大事小情都被
他算成了买卖。“他的宗教是三
种：回，耶，佛；职业是三种：兵，
学，商。语言是三种：官话，奉天
话，山东话。”在军阀混战的年代，
各方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
变幻大王旗。老张自以为左右逢
源，实则却处处碰壁。最终毕生
积蓄被一朝掳尽，入狱受尽惊吓
和折磨，家中唯一的养女也被迫
流浪在外，可谓人财两空。

在勾勒爱财如命的老张之
余，镇上一干形形色色的小人物
次第展现在我们眼前：有年轻时
非常富有，主张“钱可以乱花，不
准苟得”，于是“左手来钱，右手花
去”，最终沦落为黄包车夫的赵
四。所幸他的一身正气丁点未
变，只对金钱的态度改作“钱不可
苟得，也不可乱花”；有坚信“黑影
在我们后面，光明在我们前头”，
对未来充满憧憬的青年王德，怀
揣五块钱就带着心爱的姑娘进了
城，结果没多久就在五光十色的
城市里堕落迷茫了；有一心追求
真爱的李静，鼓起勇气拒绝了当
高官的姨太太，也不愿成为老张
的填房，却随着穷小子远走天

涯。本以为“有情饮水饱”，谁知
很快就被始乱终弃，落入进退两
难的境地；有见风使舵的地痞贾
六，不管换谁当政，他总能凭着三
寸不烂之舌和一身巧取豪夺的本
领迅速占了上风，永远作威作福、
高高在上……尽管主人公老张最
反对做梦，日常总是说：“少吃饭，
多喝水，又省钱，又省梦！”但乱
世中，这许许多多小人物的发财
梦、侠义梦、爱情梦、权势梦互相
交织着，似一叶叶小舟在时代洪
流中浮沉。不断上演的悲欢离
合，使人见微知著，厘清了历史的
脉络。

本剧改编自老舍先生1926年
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第一部同
名长篇小说。写作这部小说时，
老舍先生正任教于伦敦大学。地
理上的距离，显然让他对故土的
风物、常见的人群以及动荡的政
治局势有了一种无比熟稔之余的
冷静思考。而本剧还在保留原作
小说精髓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
改编。有些小说中的人物根据舞
台演出的需要合二为一，有些情
节的设置根据想要凸显的主旨也
进行了适当的增删。就演出效果
来说，笔者认为这样的改编是非
常成功的。

本剧导演李伯男曾在一次采
访中表示，“我们将这部作品搬上
舞台，是希望给世人一些警醒，希
望本剧能像一把匕首一样扎进每
个观众的心里”。回味剧中展现
的众生相，放在今时今日依然有
着不曾磨灭的现实意义。而由北
京曲剧团的演员来进行跨剧种的
演出，除了形式新颖外，更是一种
非常独特的致敬——“北京曲剧”
正是由老舍先生亲自命名的，北
京曲剧创立之初演出的第一个剧
目，也是由老舍先生亲自创作
的。本场演出当天恰逢老舍先生
逝世51周年，台上的唱念做打、台
下的喝彩掌声，无疑是对先生最
好的纪念。

永新小鼓原名“瞎子唱号音”，早期只是盲艺人
谋生度日的一种曲艺。一边嘴巴说唱、一边两手敲
打腰鼓，唱得有声有色，打得有板有眼，在永新乡间
流传了 270多年。随着时代变迁，永新小鼓不断创
新发展，2014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名录，被誉为中国曲艺界“活化石”。

据《永新县志》记载：“瞎子唱号音”最早大约出
现于乾隆年间。那时，永新县城北门有座圣恩堂专
门供养无依无靠的盲、聋、哑残障人士。乾隆年间
（公元 1740年前后），湖北遭受特大洪灾，一批渔鼓
艺人流落永新，住进圣恩堂。其中一名外号“葫芦
麻子”的渔鼓艺人常到大街小巷演唱卖艺挣钱，圣
恩堂里的盲人也跟他学唱。在众多学唱者中，学得
最快的是欧阳承相，他吸收渔鼓精华并创新改造，
后人尊称他为永新小鼓的祖师爷。他努力仿效“葫
芦麻子”的渔鼓曲艺，把蛇皮制作的长筒、渔鼓改用
牛皮制作成扁形双面小鼓，并在演出时，把幼时读
过的诗文和听过的戏文、故事等编成小鼓曲词，娱
乐搞笑的同时鞭挞丑恶、劝人为善。此外，他还把
当地拉纤号子、伐木号子、劳动号子及山歌小调融
合加工进来，仿佛戏曲中的“号音”。

后来，欧阳承相把圣恩堂的盲人们组织起来，
集中教唱，走上街头卖艺，并增加了两块小竹板（就
是现在的小快板），敲打出节奏，成为伴奏乐器。随
着越来越多的盲人拜欧阳承相为师，请他教唱，他
便立了一条规矩——只传盲人。这也使得“瞎子唱
号音”真正成为盲人群体的专业艺术表演。

“瞎子唱号音”起初只在永新县境内的大街小
巷、乡村角落流行。后来随着盲艺人的脚步传播
到泰和、井冈山、宁冈、莲花、安福、茶陵、吉安等
地。“咚咚锵、咚咚锵……”永新小鼓的表演只需一
个人，可边走边演唱，有时说有时唱，以唱为主，演
唱者左手指间夹两块小竹板，右手持一根 7寸长的
小竹棒，敲打小鼓和竹板就是乐器伴奏，自敲自
唱。

在270余年的历史进程中，盲艺人们广取博采，
不断丰富、扩延永新小鼓的内涵和演奏技巧。永新
小鼓还十分注重以劳动人民的生活、爱情为主题，
生动、活泼、形象地展现正反两面人物，以达到寓教
于乐的目的。永新小鼓不断流传，逐渐成为永新及
邻县广受欢迎的曲艺形式。

除了丰富百姓的娱乐生活，在苏区革命战争时
期，深受群众欢迎的永新小鼓还成了宣传苏区革命
的红色武器。

据《永新县志》记载，“三湾改编”后，永新各乡
陆续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其中，禾川镇苏维埃政府
组织圣恩堂的盲艺人集训，并派一位姓刘的同志专
门为永新小鼓创作节目，进行排练，然后让盲艺人
到全县各地去演唱，发动群众参加革命斗争。

当时新编的节目有《打倒军阀列强》《打土豪分
田地》《红军打了胜仗》《闹暴动》《妇女支前线》《小
江红了天》《兄妹送粮》《七溪岭上打两“羊”》等，这
些节目后来流传到泰和、遂川、宁冈、井冈山及安福
等地，为苏区革命呐喊助威，为推动苏区革命作出
了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永新小鼓由盲艺人演
唱改为专业演员演唱。演出形式，也由原来一人表
演发展到多人表演，由原来村巷街头发展为舞台上
表演，有乐器伴奏，有灯光布景。当时，新编的小鼓
节目有《婚姻法好》《闹翻身》《除恶霸做主人》《生产
致富》《抗美援朝》《报家乡》等。

1976年，永新小鼓作为全国独一无二的曲艺品
种入选《中国曲艺志》。改革开放时期，永新小鼓又
对演出节目进行了创新，热情讴歌改革开放涌现的
先进事迹。

当下，为了打造文艺新品牌，彰显地方魅力，永
新县编创了《宝朵接婆》《宝朵招工》《宝朵冲浪》等
剧目，生动通俗的剧情，细腻饱满的呈现，深受观众
喜爱。其中，《宝朵招工》《宝朵接婆》分别获得全国
第14届、第15届曲艺群星奖，还作为江西省唯一代
表前往人民大会堂参加全国农民艺术节曲艺大赛
并获奖……经历 270多年风雨沧桑的永新小鼓，如
今演出场地越来越宽敞，曲目越来越丰富，在红土
地不断奏响时代之音。

美丽话剧，芬芳一座城。8月26日，由江西省文化厅、红谷滩新区管委会联合主办的红谷滩新区2017第三届“全国精品话剧展

演季”惊艳开启。作为本届展演季的“排头兵”，北京曲剧团带来的话剧《老张的哲学》，以精湛演绎再现了老舍先生的原著经典；而

孟京辉工作室演出的小剧场话剧《两只狗的生活意见》，在嬉笑调侃中直戳内心伤痛。本期，就让我们一起品味这两部话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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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散神不散，剧情看似散漫不羁，实则有迹可循。贯穿全剧的“妈妈的信”是一个信物，
更是一条线索，它依时间顺序串联起兄弟俩的不堪际遇，如同影视剧中的旁白，提点剧情。
因为“妈妈的信”，旺财与来福相识。表面上看是来福一次次借助“妈妈的信”在欺骗、控制旺
财，实际上是“妈妈的信”一直在给予来福活下去留在城市的信仰。信的内容每次都不一样，
由最初的“你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背起你哥哥马上就得跑”“苟富贵，勿相忘”再到最后
的“去吧，去和你的哥哥站在一起，去面对这个世界给你们带来的一切”，从暗自算计到肝胆
相照，不仅是兄弟俩心境的转变，也是他们心中百般苦楚的另类倾诉，对自己，对兄弟，更是
对家乡的妈妈和亲人。

再如，俄国诗人莱蒙托夫的诗歌《帆》在剧中首尾皆有出现，第一次出现是表明志向，第
二次出现则包含了不气馁的精气神，寄寓了全剧寻求自由、追逐理想的主旨，即使追梦的过
程中充满惊涛骇浪，依然坚持不悔。

以物喻人，主题表达具有多义性。旺财与来福，究其本质是芸芸众生中的两员，他们所
遭遇的一切人事物，也正是你我所经历过或正在经受的一切。全剧除了中心主题“追梦”外，
还蕴含了兄弟情、外出创业的艰辛、城市化背景下的新移民现象、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批判等
多重涵义的阐释。

梦想是该剧的主题，旺财和来福满带着期冀和憧憬走入了城市。但追求梦想的道路是
如此艰辛。更多时候，它俯身化为一种执著的追求，是一种明知无望仍锲而不舍的努力。如
同西西弗斯的诅咒一般，费尽气力却是无用功，表现了追求梦想而不得的尴尬、惶恐、进退失
据的心理境地。编剧在无情揭示人类所处的一种消极情绪和尴尬处境的同时，又不吝对人
类存在价值的自我肯定，展现了人类对于多舛命运、不公平社会现象的抗争和敢于承担、不
轻言放弃的勇气。

旺财与来福的兄弟情一开始夹杂着欺瞒，但在经历各种变故后，终归于和谐友爱。傻兮
兮的旺财始终是相对幸运的那个，无论是被收养，或是在监狱里阴差阳错成为老大，但他心
底始终存有一念：我们是兄弟。于是，与其说他听信了妈妈的话而原谅来福，不如说他给了
来福一个台阶下，让来福离不开他。来福才是被救赎、被拯救的那个。联结旺财与来福纽带
的“妈妈的信”，其本身就具有多重阐述空间：它可能真实存在，也可能不存在。因为它极有
可能是孤单胆小的旺财想要寻求一个靠山、跟随来福的借口，进而成为来福将错就错控制旺
财的手段。

向往繁华都市的来福和旺财，在陌生的城市无所适从，他们没有“狗牌”寸步难行，以至
于也曾迷失自我、丧失自尊，甘愿被人圈养、虐待。来福在间接导致旺财锒铛入狱后，境遇凄
凉，却自欺欺人地自我安慰、自我催眠，这些片段都细腻、真实地勾画出当代社会中，那些城
市中的新移民追梦与困惑共存的生活状态。

法无定法，灵活化用多种舞台创作和表现手法。全剧将法国荒诞喜剧、意大利即兴喜剧
和中国传统喜剧的表演手法和技巧等多种流行元素和传统曲艺表演方式融合。剧中两只狗
的设定以及一些缺乏逻辑的对话，明显借用了法国戏剧《秃头歌女》《等待戈多》等剧本创作
手法，具有较鲜明的荒诞派戏剧风格。而与现场观众的诸多互动，根据现场演出情况即兴发
挥，又延续了即兴喜剧的精髓，讲究 freestyle，与相声的“现挂”异曲同工。该剧在引入外来戏
剧的表现形式下，故事内核亦保持着本土化，演员大段借用传统相声的表演模式，一逗一捧，
串联时下热门影视剧如《我的前半生》《人民的名义》《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战狼2》等，同时又
将南昌的城市特色在嬉笑调侃中一一呈现。

除了混用喜剧模式，全剧的音乐元素亦亮丽多元、各司其职，体现了两只狗不同时期的
心态变化。如《花房姑娘》嘶哑奇妙的摇滚风本身夹带温情与粗野，是矛盾混合体，正如此时
兄弟俩初次分裂的情形，愤怒且无奈，而温馨可爱的儿歌的《Yellow Submarine》则出现在片
尾，代表了兄弟二人和睦如初，同心进退的团结氛围。

相映成趣，极简主义的舞台布景与演员的丰富表现力形成鲜明对比。不同于传统话剧
的写实布景，该剧布景崇尚非写实和极简主义。全剧布景寥寥无几，最引人注目的仅有两幅
交错而置的幕布：一幅涂画着似人似狗的两个物体，另一幅则是晦暗不明的斑驳图像。演员
在表演过程中，充分活用这两片幕布，或作为群山，或作为门框，或作为狱墙，化虚为实，虽不
修边幅，却别有异趣。

与极简风的布景设计相对应，两位演员的表演张力十足，将自身形体的表现力最大化，
一人分饰多个角色。他们不拘泥于虚拟的配景，施展浑身解数，说学逗唱，摸爬滚打，相继模
仿了刘德华、腾格尔、刘欢、莎拉·布莱曼等人的神韵，并调侃观众所熟知的潜规则、作秀等时
弊，以一系列夸张、鲜明的外形动作赋予人物思想和情感,表现人物的思想挣扎和内心活动，
有效把控全场节奏与气氛，体现了演员扎实的功底和机智的临场反应。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剧中狗弟弟旺财也曾有过两次翻身，一
次是被富人收养，一次是在监狱中混成老大。但是这些所谓的浮华转瞬即逝，最终还是一无
所有，返璞归真。导演孟京辉借助两只狗的形象传达了自己以及普罗大众的情感与态度，对
于梦想、对于社会中存在的丑恶和自己心中的不满进行了一次酣畅淋漓的宣泄，但是话剧

《两只狗的生活意见》也止于此——它并未提出可行的建设性意见。但另一方面，它的结局
又带有温暖的属性，两只狗所代表的普通大众最终回归平和与安详，具有浓厚的人文主义情
怀。

永新小鼓：
唱进新时代

□ 贺玥娉 刘志宏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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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下，小溪旁，有只大狗走得忙，你要问我去哪里，
我到城里去逛一逛。”

“高山下，小溪旁，有只小狗饿得慌，你要问我干什么，
我……我还是饿得慌。”

话剧《两只狗的生活意见》讲述了一个关于梦想和抉择
的故事：原本素不相识的两只狗——“腹黑”来福和“傻白
甜”旺财远离家乡，一同走进城市追寻幸福生活和美好理
想。兄弟俩进城后的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他们如同城市
绿岛中的无根浮萍，对艰辛的生活产生了各种不可解的意
见。在经历相遇、携手打拼、离隙反目、和好、再打拼、失败、
归乡等一连串际遇后，即使最后伤痕累累，但他们依旧不改
初心，决定要勇敢面对不曾善待过他们的生活。

鲁迅曾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该剧则以狗的视角剖析现
实，在荒诞搞笑的前提下，将在生活中失业、挨打、被抛弃等
种种原本悲情的东西撕裂，以一种喜剧的形式展现出来。
其揭示出的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和困境，深深拨动了观众的
心弦。与其说这是一出先锋实验喜剧，不如说是一出寓言
式的悲喜剧。夸张滑稽的表演下潜藏着浓烈的悲哀和伤
恸，演员躺在地上一遍遍自抽耳光，一声声配音“噗次噗
次”，深究其后的寓意，推人及己，于是越笑得开怀，心头涌
起的悲哀越浓重。

导演和编剧举重若轻，将各种流行文化和传统曲艺表
演形式引入剧中，着力突出演员的形体表现力，主动打破剧
场的第四堵墙，大大提高了观众的参与性和互动性，同时也
提升了戏剧性和喜剧效果。

三个90周年特别策划

1927年 9月底，毛泽东同志率领湘赣边
界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领导了
举世闻名的“三湾改编”。“三湾改编”90年之
际，我们再次聆听《红军打了胜仗》《打倒军阀
列强》《兄妹送粮》等节目，不由感佩，在战争
岁月中，一种盲艺人讨生活的曲艺，也曾为红
色苏区的宣传作出贡献——

话剧《两只狗的生活意见》剧照

话剧《老张的哲学》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