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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对
一座城市

意味着什么
□ 李滇敏

桂子飘香的时候，话剧就来了。
2015 年深秋，南昌市红谷滩以“全国优

秀话剧展演”的形式与话剧结下了一段美丽
的缘分，如今已是第四届。官方的叫法是

“红谷滩全国优秀话剧展演季”，可老百姓喜
欢叫它“话剧节”。

可不就是节吗？在朋友圈里晒话剧，引
来一片羡慕嫉妒，更有甚者，不远百里、千里

“投奔”而来，为了一场话剧。这让笔者想起
了几个小故事：

同事 L 君,在过去的很多年里一直有个
习惯——每年总有那么几次坐火车，或者赶
飞机，去北京看人艺的话剧。笔者问她，一
场话剧能给你带来什么？她说不清楚，只是
觉得坐在人艺小剧场里，呼吸吐纳的那种氛
围让她很舒服。她常感叹：“其实，对我来
说，北京只比南昌多了一个人艺！”

某年，一位作家朋友在鲁迅文学院高级
研修班学习。课堂上，老师讲到了话剧，问：

“在座有没看过话剧的吗？”全班就他一个人
举手，他尴尬地解释：我的城市没有话剧。
他看到老师和同学们都向他投以同情的目
光。那时，他的感觉是，一个没有话剧的城
市似乎不配称作城市。

大概是2012年，南昌人的生活里开始频
繁出现话剧的身影。南昌市子固路 136 号，
那个小小的院子，像是一块大磁铁，吸引着
越来越多的话剧爱好者们。

2014年，本报联合江西省话剧团在子固
路 136 号的小剧场组织了一场小型沙龙《当
生活中有了话剧》——那天，隐身在这座城
市芸芸众生之中的话剧爱好者们浮出水面，
聚在一起，谈他们热爱的话剧，谈他们热爱
话剧的理由。

在那个院子里，我们还认识了一批话剧
人，他们努力地做着一件事情——让更多的
人爱上话剧。他们从小剧场切入，先用话剧
的“减压”功能把观众们吸引进剧场，然后，推
出了一批经典剧目，让观众领略话剧更深层
的魅力，《八美图》《风雪夜归人》《榆树下的欲
望》《阵亡士兵拒葬记》等等，再后来，他们又
创作了《生如夏花》《遥远的乡土》《阳明三夜》

《哭之笑之》……那个老旧的小院子，慢慢成
了南昌的文化地标。

一座城市的高度，不仅取决于经济指标
的高度和写字楼的高度，还要看它的文化品
位。而决定一座城市文化品位之高度的，不
是大众的趣味，而是小众艺术的普及程度，
从这个角度来看，话剧具有一种检测功能和
标识作用。

一个只有茶楼、歌厅、影院而没有话剧
小剧场的城市你会感觉它多少有点土。一
个连话剧都养不活的城市，即便再大再富
裕，你也不会把它当成大都市。不久前在红
谷滩举办的“话剧与城市文化融合发展”高
峰论坛上，著名导演李伯男发出了“北京、上
海之后，谁会是国内话剧第三城”之问。或
许南昌目前还没有底气自豪地站起来说：

“我！”但是，我们终于可以在南昌请朋友看
话剧了。这真是一个“小确幸”。

你为什么会爱话剧？笔者常常面对这
样的问题，也常常拿这样的问题去问其他的
同好。有的朋友说，他们很享受话剧的那种
亲历感，表演和观看发生在同一时空，观众
的视觉、听觉和嗅觉等感官都可以充分参
与，这种 4D、5D 的效果是电影、电视所无法
企及的；

有的朋友喜欢的是那种参与感：精彩的
演出会激发观众感受，而观众的投入又会在
不自觉中提升演员的表演热情，当观众、演
员和剧情完全交融时，就成就了最完美的作
品——他们觉得每看一场话剧演出都是参
与了一次创作。

…………
每个人爱话剧都有自己的道理。
笔者迷恋的是话剧的纯手工艺术品的特

质，它是无法工业化量产和复制的。即便同
一剧目，每一场演出其实都是彼此不同的作
品。因为演员的每一次表演都不可能是上一
次的拷贝，这种即时的创造多么有魅力！

话剧已经走过百余年的历史，有人会说它
老迈，也有人说它新潮，但是，笔者始终相信它
的生命力。它始终会是小众的，但是有这样一
群人在不懈地坚守、普及、推广，它一定能争取
到越来越多的“无限的少数人”。

话剧对一座城市到底意味着什么？
作家铁凝曾把文学比作灯，她说：“我想

一座城市如香槟泡沫般璀璨的灯火里，一定
有一盏应该属于文学。文学是灯，或许它的
光亮并不耀眼，但即使灯光如豆，若能照亮
人心，照亮思想的表情，它就永远具备着打
不倒的价值。”

话剧何尝不是如此呢？子固路136号江
西省话剧团，秋日里的雄州路29号红谷滩会
议中心，它们的存在，对于我们就是一盏灯，
让我们在庸常的朝九晚五和一日三餐中超
拔出来，给我们妥帖的慰藉和温暖的照耀。

热风冷眼文化脉动

一部《牡丹亭》，演绎400年。
9月28日，汤显祖戏剧节暨国际戏剧交流月，在汤翁的故乡——抚州拉开了帷

幕。
大幕开启，好戏连台。
这是中国戏剧与世界戏剧的跨时空对话与告白；
这是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跨国界交流和融合；
这是“中国戏曲之都”抚州传递给世界的一张内涵丰富的文化名片；
这是站在历史与现实的维度上，对传统文化与时代价值的完美嫁接，对世界

巨匠的诗情表达。

400多年前，汤显祖、莎士比亚、
塞万提斯，三位文学巨匠、戏剧大
师，在世界的舞台上，星光闪耀。

今天，让三位大师料想不到的
是，他们会在汤显祖的故里——中
国的抚州，因缘相会，因戏而聚。

这一切，还要从3年前说起。
2015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

记访问英国期间提议：“汤显祖与莎
士比亚是同时代的人，明年是他们
逝世 400 周年。中英两国可以共同
纪念这两位文学巨匠，以此推动两
国人民交流，加深相互理解。”

总书记的提议，很快在汤显祖
的故里——抚州引来了巨大反响。
为贯彻落实好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
神，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抚州立即
行动了起来。

2016年初，抚州即精心谋划、周
密安排，认真组织了一系列共同纪
念汤显祖、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逝
世 400 周年活动，分别在海外、北
京、抚州开展了 44 项系列纪念活
动，吸引了包括英国、西班牙在内的
12 个国家、119 位外宾，241 位知名
汤学专家学者，102 家中央、省市媒
体 323 名记者，近 30 万群众参加活
动，层次之高、规模之大、活动之多、
范围之广，前所未有，大大地推动了
汤显祖研究与宣传，提升了汤显祖
的知名度、影响力，取得了令人瞩
目、意想不到的效果。

好戏一旦上演，精彩纷至沓
来。2017 年，抚州市以纪念中英建
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45周年为契机，
进一步发挥汤显祖戏剧艺术在中外
文化交流中的桥梁作用，精心组织
筹办主题更宏大、内涵更丰富的汤
显祖戏剧节和国际戏剧交流月活
动。活动由开幕式、戏剧理论研讨、
中英文化交流、国际戏剧交流、经贸
合作等五大板块组成，从当年的 1
月开始，月月有主题，9 月份达到高
潮。仅 9 月 24 日至 26 日开幕式期
间，就有戏剧巡游、第二届文化传承
和创新论坛、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
关系 45 周年图片展、“总领事看抚
州”等十余项活动。其中国际戏剧
交流展演，邀请了 10 多个“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地区）的 13个剧目来
抚州演出。这一年的活动，抚州因
戏与世界结缘，汤显祖、莎士比亚、
塞万提斯，三位文化巨匠的光芒，照
亮了抚州这一方底蕴深厚的人文胜
地，抚州也由此引来了世界的聚焦。

今年的 9 月 28 日，抚州再次成
为世界焦点！

为进一步弘扬汤显祖戏剧文
化，扩大抚州文化影响力，9月 28日
至 11 月中旬，“2018 汤显祖戏剧节
暨国际戏剧交流月”活动如约上演，
这也是抚州连续三年举办纪念汤显
祖及国际戏剧交流月活动。

据主办方介绍，今年的活动内
容更加丰富，通过中外经典剧目展
演、全国采茶戏汇演、驻华使馆文化
官员中国文化行等展开一系列文化
活动。自活动开幕以来至国庆黄金
周结束，已上演了 12场精彩的国内
外高雅剧目及经典戏剧作品。而至
11月中旬活动结束，还有 17场戏曲
剧目将连番上演。在玉隆万寿宫百
年戏台、在汤显祖大剧院、在文昌里
历史文化街区、在东华理工大学剧
院、在梦岛剧场，一场场独具特色的
戏剧文化的盛宴，陆续粉墨登场，为
观众带去别样的感受。

以戏搭台，唱响临川文化，促进
抚州与世界各地的文化交流、友好
往来和经贸合作，让世界文化多一
些“抚州味”，也让抚州文化多一些

“国际范”。这或许是抚州三年来连
续举办戏剧文化交流活动的初衷，
也是这台“戏”越唱越好的生动写
照。

记者获悉，今后，每年的 9 月，
抚州都将举办汤显祖戏剧节暨国际
戏剧交流月活动，使之成为常态化
的文化品牌。在汤显祖的故乡，在9
月，与戏剧大师们在一起，感受戏剧
文化的传奇魅力，将不再是一场奇
遇。

9 月 25 日晚，抚州文昌里。大型实景演出《寻梦
牡丹亭》的惊艳登场，让人眼前一亮。

以汤显祖传世名著《牡丹亭》为蓝本改编，被誉为
“国内首创的集游园体验与沉浸交互表演相结合的大
型实景文化演出”的《寻梦牡丹亭》，第一次将戏剧作
品搬上了实景演出的大舞台。

演出中，《寻梦牡丹亭》巧妙还原了《牡丹亭》中的
亭、台、楼、阁等梦幻景致，结合全息数字影像技术、巨
型圆环装置投影等声光电技术，采用同声不同戏的方
式，演绎杜丽娘与柳梦梅生死梦幻的爱情故事，参加
演出的专业演员近 200人。整场演出以简驭繁、抽象
写意的美学手法，让游客获得至真、至善、至美的极致
浪漫体验。

首次公演，《寻梦牡丹亭》就收获了现场观众的一
致好评。

可以说，《寻梦牡丹亭》的成功，给今年的汤显祖
国际戏剧交流月带去了新的看点和活力，为戏剧传播
带来了新的思路：原来，传统戏剧可以不局限在小小
戏台，在大场面的实景演出中，也可以欣赏到原汁原
味的戏曲之美；原来，多尝试些不一样的创新方式，戏
剧竟会彰显出如此蓬勃的生命力。

创排戏剧艺术精品，可以说是抚州树立文化品牌
的一大创举。近年来，他们连续创排了盱河高腔·乡
音版《临川四梦》《牡丹亭》，与上海音乐学院联合创排
了音乐剧《汤显祖》，与北京舞蹈学院联合创排了非物
质文化遗产研创作品《傩·情》，不断激发文化精品的
创作能力。

《寻梦牡丹亭》等戏剧艺术精品的打造，正是抚州
以戏为媒、深挖文化内涵、唱响抚州文化品牌、全力打
造“中国戏曲之都”的一个例证，也使当地文化产业的
大发展呈现出了好戏连台的新局面。

9 月 29 日晚，抚州汤显祖大剧院。2018 年“茶香
中国”首届全国采茶戏汇演开幕式隆重举行。筹办全
国采茶戏汇演，将各地经典的采茶戏荟萃在一起，一
边演出，一边通过学术交流研讨会的方式，探讨采茶
戏传承与发展，还组织演创人员开展戏曲采风活动，
这在地方层面还是第一次。

连日来，在抚州的各个剧场，萍乡采茶大戏《将军
还乡》、梅州采茶大戏《月照城乡》、赣南采茶大型山歌

剧《畲山情歌》，轮番上演，让观众大呼过瘾。在汤显
祖大剧院，一位刚刚看完演出的小伙子发出这样的感
慨：“以往总觉得采茶戏是演给爷爷奶奶看的，看了几
场演出，没想到一样能抓住年轻人的心，这让我对采
茶戏有了完全不同的认识。”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为打造集学戏、看戏、演戏、
评戏、写戏为一体的“中国戏曲之都”，抚州还投入大
量资金，加快剧场建设，保障戏曲事业发展。其中改
造提升了东华理工大学剧场、玉隆万寿宫古戏台、宜
黄戏大剧院、黎川剧院等，新建了抚州幼儿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剧场、海利·汤显祖剧院，目前正在建设东乡
区剧场、临川区剧场、金溪剧场。同时，还建设了羊城
广场、玉茗广场等8个露天剧场。

在发掘、培养戏曲人才队伍方面，抚州也不遗余
力。2017年，《抚州地方戏曲人才队伍建设实施方案》
出台，建立了文化戏曲人才培养长效机制。在抚州职
业技术学院，开设了地方戏曲传承班，分表演和器乐2
个专业招收56名学生，让文化传承能够后继有人。同
时，通过开辟“绿色通道”，引进高素质戏曲人才。戏
曲的传承离不开孩子，抚州还持续推进“戏曲进校园”
活动。目前，全市已有 30 多所中小学校成立了戏剧
社、戏剧兴趣班、戏剧兴趣小组，利用课余活动时间看
戏、学戏、排戏、演戏。

戏曲的弘扬离不开群众的参与。2017 年汤显祖
戏剧节期间，抚州引进了 27场国内优秀剧目展演，并
通过政府购买形式，向该市民营采茶戏剧团购买了
113 场抚州采茶戏，分别在汤显祖纪念馆、名人雕塑
园、梦园、万寿宫等 8个露天剧场免费为市民演出，极
大丰富与满足了市民的文化需求。

如今的抚州，正在把“以戏为媒”演绎得淋漓尽
致。

中国戏曲博物馆的筹建进展顺利。该馆位于
抚州文昌里历史文化街区，一期已于今年的 7 月竣
工。博物馆开设戏曲史论、戏曲文学、戏曲表演、戏
曲舞美、戏曲音乐和国际戏剧交流 6 大展区。博物
馆全部竣工后，将聚合成为国内首个综合性戏曲主
题博物馆群落，展示传统文化，普及戏曲知识，传承
华夏文明。

“汤学”文化的研究成果不断显现。抚州专门成
立了汤显祖国际研究中心和汤显祖戏曲文化基金会，
进一步推动“汤学”研究，产生一批具有思想性、理论
性和指导性的学术成果；编印汤显祖《临川四梦》及诗
文集、《抚州采茶戏传统剧目剧本选集》；实施汤显祖
作品多语种翻译工程，把汤显祖文化的影响和热潮引
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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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戏为媒，
“中国戏曲之都”好戏连台

大戏不断，把抚州故事讲给世界听

金秋的抚州，以戏剧文化为引领，用戏剧对话世
界，正把抚州动人的故事，讲给世界听。

在抚州临川区温泉镇，一个名叫“三翁（戏曲）小
镇”的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与别的特色小镇不同的
是，这个小镇充满了“国际范”。

“三翁（戏曲）小镇”的建设，得到了莎士比亚的故
乡斯特拉福德区、塞万提斯的故乡阿尔卡拉市的鼎
力支持，旨在打造一个以戏曲文化为主题的山水风情
小镇，共同纪念汤显祖、莎士比亚、塞万提斯三位文学
巨匠，展示其思想文化成果，使之成为中国、英国和西
班牙三方文化交流的永久地。

推进中外文化经常性的交流合作，无疑是讲故事
的好机会。早在 2016年，抚州充分利用“共
同纪念文学巨匠”活动这一千载难逢的机

会，先后组织文化交流团参加了在美
国、英国、西班牙、澳大利亚等国家举办

的纪念活动，在当地旋起了一股中
国抚州文化风。

2017 年，抚州又积极响
应“一带一路”倡议，组织抚
州文化交流代表团走出去，
先后与英国斯特拉福德区、

美国欧文顿市正式缔结
友城关系，与西班牙阿尔

卡拉市、俄罗斯丘
索沃伊地区、赞比
亚首都卢萨卡市、
芬兰罗瓦涅米市等
城市签署了友好交
流合作备忘录，就

缔结友好
城市，推
动经贸、
教育、健
康、科技
和文化交

流合作进行深入交流。
以纪念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45周年为主线，

抚州还先后举办了“45周年”图片展暨英国嘉年华（江
西）启动仪式，“永恒的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戏剧工作
坊，汤翁、莎翁戏剧进社区等活动，突出了中英文化交
流，突出汤翁莎翁戏剧交流。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总
领事梅凯伦盛赞中英友谊，并称“两年前习近平主席出
访英国开启了持久、开放、共赢的中英关系‘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的意义也和江西、和抚州密切相关”。
推动戏曲文化“走出去”，也更加水到渠成。2017

年 11月，《临川四梦》走出国门，在新西兰百年剧院水
星剧场内演出，获得了国外友人的交口称赞。盱河高
腔·乡音版《牡丹亭》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保利
剧院演出，参加了广州艺术节交流展演，《牡丹亭·游
园惊梦》折子戏还分别于今年 3 月和 6 月赴美国斯坦
福大学、德国马克思家乡演出。而下一步还要推动在
国外的巡演活动，努力扩大抚州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
美誉度。今年以来，抚州在全球多地选址建设文化标
志性建筑物——牡丹亭，先期将在英国莎士比亚故乡
斯特拉福德区、俄罗斯波尔姆市、阿联酋迪拜市、新西
兰奥克兰市4个城市兴建牡丹亭。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几年来，抚州以戏剧为媒，与世界对话，推动中国

戏剧和文化走向世界，弘扬了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推
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唱响了汤显祖文化品牌，增强了
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通过戏剧这种浸润人心的艺
术形式，讲好中国故事、抚州故事，增进了各国人民的
相互了解，也促进了文化经贸合作，这是推动中外文
化交流的一种创举。

2017 年 12 月 20 日，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发布
“中国文化竞争力十佳城市排行榜”。抚州与北京、杭
州、西安、南京等城市共同入榜，位居第六，这也是江
西唯一入选该排行榜的城市。入榜的形象锦言上写
着：“汤翁故里，才子之乡。”

这是一种褒赞，更是抚州走向世界、走得更远的
宏愿！

抚州梦湖 罗建华摄

《寻梦牡丹亭》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