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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徐晗溪

5月31日晚上，海南大学艺术学
院音乐厅上演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话剧
节目《墨迹未干》。看完一场长达90分
钟的小剧场演出后，观众并没有立刻
离席，而是耐心地听导演兼男一号邓
菡彬介绍参与演出的幕后工作人员。

他深深地鞠了一躬，不仅仅是感
谢在场的所有观众，更是为了铭记这
一季的海南人艺演出终于画上一个漂
亮的句点。“我来海南，就是为了创办
海南人艺，推广话剧文化。”一年前，记
者第一次见到邓菡彬时，海南人艺还
只是一个设想，然而不到一年的时间，
他已完成梦想照进现实的飞跃。

海南有发展话剧的无
限可能

邓菡彬出生于1979年，从小就有

登台演出的经验，酷爱演戏，可是父母
却不同意他学表演，只好折中读了中
文系，一路从本科，读到硕士，再到博
士，待到学业完成，他遵循本心，去了
上海戏剧学院做博士后，师从余秋雨
先生。

会表演、能说相声的邓菡彬有
股反叛精神，在许多人扎堆北上广
的时候，他却从上海来到海南，寻找
自己的话剧梦。“像不像话剧不重
要，关键是话剧一定要好看。”在他
看来，话剧文化土壤并不怎么肥沃
的海南，反倒更能生长出出其不意
的话剧之花，因为海南人接触话剧
不多，反而不会带着经验去看剧，他
们不会考虑像不像的问题，只会关
注这台演出是不是有趣。

2012年，他开始执教于海南大学
人文传播学院，彼时尚未有创立海南
人艺的基础，他便从学生社团海棠剧
社入手，指导学生如何表演。“这也是

培养海南话剧气氛的一种方式。”虽然
海南大学没有设置相关的专业，在邓
菡彬的教导下，海棠剧社出品的话剧
作品连续几年入围“金刺猬大学生话
剧节”。

海南话剧发展需要多
方努力

邓菡彬是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
院的明星教师，很受学生爱戴，他没
有经费给学生演员发工资，却有一大
帮学生愿意跟着他玩话剧。从《莎翁
客栈》到《冒充爱情》，再到最近大火
的海南人艺演出季，年轻的学生给了
他最有力的支持，却也暴露出部分问
题：学生演员终归要毕业，培养一茬
毕业一茬，海南人艺一定要有自己的
表演团队。

“我们目前还只是一个创作团
队，而不是专业的制作团队。”5月31

日的表演就是由海南人艺的
明星班底打造，可这样的阵
容却不是每次表演都能复
制。“现在北上广等城市的话
剧票价涨得很厉害，过去只要
120、160元就能有不错的位置，
现在纷纷涨到二三百元。”为了推
广话剧，邓菡彬将海南人艺的话剧票
价定在70元左右，一百元钱就能坐
很好的观赏位置，持学生证还能享受
30元的特价票。

大概因为远低于一线城市的票
价，令开春大戏《冒充爱情》票房大
卖，高到超乎邓菡彬的预期。“可能有
一部分人是候鸟，这部分人有看话剧
的诉求，欣赏过海南的美景之后，他
们也愿意晚上看看小剧场，尤其是花
百十块钱就能买到好位置。”在他看
来，一座城市有无常态性的话剧演
出，也可视作该城市文化活跃与否的
指标之一。

“希望政府能给予一定支持，让我
们可以多多推出一些惠民票，让更多
的老百姓感受到话剧的魅力。”邓菡彬
坦言，下一季的话剧演出暂定在9月
份，可是如果各方支持力度能更大一
些，或许不仅演出会提前，海南话剧常
态性的演出也有可能成真。“不管怎
样，我们海南人艺都会走下去。”

“不可否认的是，海南目前既算
不上中国话剧的原创重地，在消费市
场上也不是中国话剧巡演版图上的
市场重地。”邓菡彬说。

回顾海南近年来的话剧发展历
程，也曾出现过一些演出院团或作
品，但整体来看，生命力都不算长
久。曾经短暂出现过的一些演出团
体也都排演过一些剧目，但相对零

散，并未能产生较为久远的影响。
校园戏剧方面，海南大学“海棠

剧社”的出现为话剧圈增添了几分亮
色，连续五年以不同剧目参加全国性
的校园戏剧节，打响了名声的同时，
也从一定程度上再度唤醒这片土地
对于话剧的那份蠢蠢欲动。

“这两年，海南的话剧氛围渐渐
浓了些，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了这一

文化生态中。”邓菡彬说。
在谈及本土话剧发展所面临的困

境时，邓菡彬笑着回答记者，他不喜欢
聊所谓的困难，他更偏爱去谈机遇。在
他看来，目前海南话剧事业与市场的薄
弱恰恰说明这里的发展充满了潜力。

“我们面对的市场与观众如同一
张白纸，观众们还没有被话剧的刻板
印象及条条框框所困住，所以我们一

上来就可以直接奔向‘好玩’，将能够
体现‘游戏精神’的作品带给大家。”
邓菡彬说，未来，剧团或许还会排演
海南话剧。

“一上来就能排自己的戏，找到
海南人艺自己的方向，塑造一个剧团
独有的艺术个性。”不难感受到，邓菡
彬的言辞之间流露着对于海南话剧
事业的信心。

老漫画期刊
成收藏新贵

目前，老漫画期刊已成为纸质品收藏者的主
要集藏对象。据史料记载，我国在宋代就已出现
漫画的雏形，当时有一位名为石烙的画家，就画
过《玉皇朝会图》和《鬼百戏图》等。然而，国内
漫画作为一种独立的画种，起步是比较晚的。
据悉，从20世纪初开始，漫画被叫作寓意画，到
了30年代，丰子恺留洋回国，才把寓意画改称
为漫画。

老漫画期刊是指20世纪初到1949年发表或
出版的漫画刊物和漫画专集。我国最早的漫画专
集是上海出版的《戊申全年画报》，总共为36册，
其中第20册为寓意画。

上世纪30年代是我国漫画创作的繁荣时期，
当时成立了中国最早的漫画团体“漫画会”，主
要漫画刊物有《时代漫画》、《漫画生活》、《中国
漫画》、《上海漫画》等；个人漫画专集有黄文农
的《文农讽刺画》、丰子恺的《子恺漫画》、叶浅予
的《王先生》和《小陈留京外史》、张乐平的《三毛
流浪记》等。

漫画是一种含有辛辣讽刺、善意嘲笑、轻松
幽默以及愉悦滑稽的夸张艺术品种。其原因是，
首先，它的题材新颖独特，从题材上来划分有国
际漫画、体育漫画、肖像漫画、生活漫画和寓言
漫画等。其次，由于当时漫画被人们视为聊博一
笑的小品，一旦看后便随手丢弃，因此世存量极
少，更何况经过岁月的侵蚀，能够幸存至今的精
品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最后，老漫画反映了社会
历史的变迁、人情世故的演变，可谓是一种不可
替代的珍贵史料。正是这些因素，使得时下老漫
画期刊的身价陡增。例如，一册上世纪30年代
末出版的《王先生》漫画期刊（全品相），现在开
价已达上千元；一本上世纪30年代初出版的《子
恺漫画》期刊（全品相），民间的拍卖价已超过2
万元。可以说，老漫画成为收藏“新贵”，说明纸
质品收藏已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领域。

（据《中国文化报》）

跳蚤市场
最初真的有跳蚤

跳蚤市场，一个卖二手货的地方，但这二手货
市场怎么会跟“跳蚤”扯上关系呢？

有一种说法，跳蚤市场起源于19世纪末的法
国。据说，当时在巴黎圣母院旁有一个大型市场，
那里专门卖王公贵族淘汰的旧衣服，后来，一场跳
蚤之灾席卷了这个地方，旧货商们不得不迁往巴
黎北边的圣图，有人在这里闲逛时，半开玩笑地说
这里的旧衣服上可能到处都是跳蚤，于是人们便
开始称这里为“跳蚤市场”。圣图现在仍然是巴黎
有名的跳蚤市场。

有关跳蚤市场（flea market）的来源，还有
一种说法。说是flea market最初来源于纽约
的Fly Market，Fly Market是纽约下曼哈顿
地区的一个固定市场，这一市场从美国独立战争
（1775年）之前一直延续到大约1816年。Fly这
个词来源于该市场的荷兰语名称Vly或Vlie，这
个词在荷兰语的意思是“山谷”，很巧的是，它在荷
兰语中的发音正好和英语中的flea一样，所以就
形成了英语中的flea market。

（据《山西晚报》）

近年来，一批本土话剧热爱者以创新排演、复排经典等多种方式探索海南话剧发展

开启海南的话剧生活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坐落于伦敦泰晤士河
南岸的莎士比亚环球剧场
（Shakespeare’s Globe）
正以《罗密欧与朱丽叶》《李
尔王》等多部莎翁经典剧目
开启2017夏季演出季，这
个于上世纪90年代仿造重
建、依旧沿袭伊丽莎白时期
舞台风格的剧场早已成为
全世界莎翁迷们的“朝圣之
地”。

在当下语境中重温经
典，大海之南，海南岛上的
一批戏剧爱好者们也正在
筹备着他们的演出。由海
南人艺带来的“2017国际当
代戏剧演出季”于4月底拉
开序幕，《玩偶之家》《墨迹
未干》《不是海鸥》《凯撒》四
部剧目，从公开排练、表演
工作坊到预演，海南人艺以
创新的演出与更为密切的
观众互动，在推动本地戏剧
事业发展时，也在构建着属
于海南的戏剧生活。

5月31日晚，《墨迹未
干》于海南大学艺术学院音
乐厅精彩上演。演出结束
后，观众却仍是沉浸其中，
迟迟不肯离席。

随着本土文化事业与市场的发
展、居民精神文化产品消费需求的愈
加多元，内陆地区话剧产业与市场的
生机勃勃，话剧这一艺术形式逐渐在
本地生活中日益被关注。不少本地
话剧事业的推动者都在寻找着一个
时机成立一个属于海南人民自己的
话剧艺术团体。

2010年秋天，还在上海戏剧学
院任教的邓菡彬在海南大学举行过
两次讲座后就有了在海南创立话剧
院的想法。当时的海南话剧怕是连

“市场”都还没有，仅仅是属于小众的
一种文化消闲与聚合。也难怪邓菡
彬的朋友都在质疑他：“你是想在沙
漠里种花吗？”

2012年，邓菡彬正式来到海南大
学人文传播学院戏剧影视系任教，后
来他又成为了海南省剧协副主席。职
业、专业、对话剧的热爱让他与一班热
爱话剧的人们在一部部话剧“试水”
中，打造出海南省人艺话剧院的雏形。

2016年底，海南人艺创排了话剧
《莎翁客栈》海南人艺版；今年1月，《冒

充爱情》海南人艺版也与观众见面。据
了解，海南人艺将于今年内正式挂牌。

19世纪末，俄罗斯演员、导演、戏
剧教育家和理论家斯坦尼斯拉夫斯
基与聂米罗维奇·丹钦创建了莫斯科
艺术剧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希望
通过此举将戏剧演出正式从大众文
化消费中剥离出来，让人们能够将戏
剧当成一门独立的艺术来欣赏。莫
斯科艺术剧院的成立也成为了现代
戏剧表演开始的标志。

在流行文化与快消形式大行其

道的当下，邓菡彬与众多话剧爱好者
也希望能够以更加结合当下、富有创
新的剧目打动观众。在邓菡彬看来，
一个地方的话剧院应该避免单纯的

“机构化”，而是真正创作出有内涵与
温度的作品，在推动观众生活方式养
成的同时，表达地域文化和思考。

海南人艺目前拥有20余名成员，
除了几位专职演员外，大部分成员都是
来自传媒、文工团等单位的兼职演员。5
月31日晚，《墨迹未干》在海南大学艺术
学院音乐厅精彩上演，引起巨大关注。

“2017国际当代戏剧演出季”第
一轮从4月开始持续了1个多月的时
间。在此期间，海南人艺带来《玩偶
之家》《墨迹未干》《不是海鸥》《凯撒》
四部剧目。

邓菡彬介绍：“这次的四个剧目
中，《玩偶之家》与《墨迹未干》的原著
色彩最重，这两部作品之前也都是话
剧舞台上的经典之作。”《玩偶之家》
此次在保留原著风味的同时，以“戏
中戏”的方式呈现。

《不是海鸥》是邓菡彬的原创作
品，9年前他在美国伯克利留学时曾

经演出过这部作品。此次他又对剧
本进行了一些修改。

相比起这3部话剧，《凯撒》则是
一部环境戏剧。“从创排之初我们就
没有想过让它在正式的舞台上演
出。它更像是一种美术馆里的艺术
品，人们与环境所产生的互动，与在
剧场演出有所不同。”据邓菡彬介绍，
《凯撒》以“话剧表演+乐队+舞蹈”的
多元方式进行演出。

“要从当地文化生态切入，让作
品与其产生交互。”邓菡彬认为，重排
经典作品一方面是满足民众的文化

需求，另一方面则是以艺术方式回应
当代。

“在当下社会意识下，女性关于
女权表达有了一些新的理解和表达
方式，一些女孩子常常讨论《玩偶之
家》的女主人娜拉最后是不是该出
走。重现大师作品，就是希望观众可
以借此结合当下，进行更有意思、更
为深刻的思考。”邓菡彬说。

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曾
说：“当你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体验中
都能看到某个哲学家诸概念的痕
迹，那个时候，你才能确认你对那个

哲学家的真爱。”对于海南人艺的创
作者与演员们来说，经典犹如这位

“真爱”，重排经典不能是把莎翁这
样的大师简单地认定为外国的古
人，而是要用当代年轻人的身体、眼
界去感受这位“外国古人”作品的时
代内涵，激活它的当代体验，让作品

“活”起来。
这班话剧爱好者们期待着观众

们在生活中感知剧作所反映的哲思，
在观看过作品之后能够引起观众的
思考，哪怕观众们暂时“想不明白”，
在他们看来也是有意义的。

访谈

邓菡彬在《墨迹未干》中的
排练剧照

海南会开出话剧之花

戏剧团体初登场

海南人艺的四部佳作

以“好玩”作品挖掘本地潜力

中华家谱编纂工程和
“家家有谱”工程将启动

近日，中国文化信息协会家文化工作委员会
在京成立。家文化工作委员会将重点开展中华家
谱编纂工程和“家家有谱”工程。

除了庞大的中华家谱的编纂，“家家有谱”工
程是对传统家谱体例上的创新与发展，通过个性
化定制，让传统家谱故事化、传记化、自助化、图片
化。新的家谱允许在传统的家规、家训基础上建
立“新家规、新家训”，让更有时代意义、更符合现
代人操作和执行的新家规、新家训来引导教化家
庭成员，让家谱成为传递家庭和睦氛围，传递孝悌
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工具。

中国文化信息协会家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蔡
允中说：“我们要全力推动文明家庭建设活动持续
开展；传承传统好家风，创造时代新家风；传承老
家谱、建立新家谱，力争做到‘家家有谱’；传承传
统好家训，书写时代新家训。加强中华家文化交
流合作，为中华家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贡献。”

（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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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菡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