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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昌汉心里清楚，这几年社会变化很大，琼剧
的观众和演员都流失不少。“年轻人娱乐方式多，
不爱看琼剧。老年人能看的琼剧翻来覆去也只有
那几部。”陈昌汉说，从确定改制起他就知道，琼剧
的发展道路在农村。

虽然进入琼剧团快有45个年头了，可直至今
日，陈昌汉依旧每场演出亲临现场。“假如晚上有
演出，我就早早跟着队伍一起下乡，帮忙搭舞台、
搬道具。演出时，我也到台上帮着拉幕布。”不仅
如此，每次演出后，他都要走到观众中询问演出情
况。每个观众说的不足，他总会耐心记下，回到团
里细心修改。

“我们是靠观众吃饭的，观众就是我们的衣食
父母。既然做了这一行，就得热爱自己的专业，演
好每一场戏，抓好每一个点。要让观众发自内心
地觉得咱们好，明年才会继续请我们！”这些话，陈
昌汉总是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地对团员们说，这
是他从琼剧中悟出的道理，也是他多年来做人、做
事的原则。

在陈昌汉狭小的办公室天花板上，挂放着数
十件丝质戏服，这些是陈昌汉的“宝贝”。因为担
心损坏，每一件都被高高挂在空中，整齐地摆好。
办公桌上，从医院买来的尿酸药还没开封，这几天
天冷，他的脚总是时不时地生疼，可他依旧很倔
强：“没关系，今晚的演出要紧，再疼就去医院扎一
针就好啦。”说罢转头又拿起电话通知演出事宜。

陈昌汉今年已经63岁了，可他心里还有一份
真诚的“琼剧梦”和热情。他说，自己这辈子最爱
的还是琼剧。

2012年改制至今，他一直坚持四个“新”，即
开发新剧目、挖掘新演员、购买新服装、引进新设
备。数据显示，2012年、2013年剧团全年演出分
别为120场、138场，2016年和2017年分别增长
至170场和142场。其中，90%的演出在农村。
此外，由琼山琼剧团自编自导的琼剧《古城春晓》
《护国皇后》等新作广受观众好评，多次获奖。

“大家都说琼剧发展不好了，我觉得不对，我
要带着我的团队让琼剧爱好者们再次看到梦想重
燃的希望。”在陈昌汉的带领下，琼山琼剧团正迸
发出勃勃生机。

（本版策划 撰文/叶圆 摄影/龙泉）

琼山首部宣传生态文明理念现代琼剧登上舞台

幽幽生态美 悠悠《美舍情》

当幕布拉开，灯光亮
起，剧场里座无虚席，全
场观众屏住呼吸，共同等
待大戏上演。

1月 11日 20时，在
观众的翘首以盼中，现代
琼剧《美舍情》首场演出
在琼山影剧院正式拉开
帷幕。该剧有别于以往
的古典琼剧，它以海口市
生态修复、城市修补为背
景，通过百姓喜闻乐见的
方式将“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等生态文明建设
理念传入千家万户。这
是海口首部以宣传生态
文明理念为基调的现代
琼剧，它承载着百万海口
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也传递着琼剧文化创新
发展的殷切期盼。

戏剧的背景发生在2016年，当
时海口美舍河生态修复刚刚启动，凤
翔湿地公园和安德园污水提升泵站
建设的土地征收迫在眉睫。这其中
有大量需要拆迁的厂、房，也有不少
需要迁走的坟地和铺面。

干部们夜以继日地奋战在生态
修复一线，通过反复宣讲政策，获得
了群众的理解，可也有一小部分“钉

子户”以各种理由拒绝被征，久久不
愿让步。周清峰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一名精打细算的商人，周清
峰认为政府的拆迁补偿并不符合自
己的标准，一度对上门的征收工作人
员拒之不理，甚至举着扫帚将来访的
干部“扫地出门”，即便是其老母亲说
情也不许。

在安德园小区停车场，被征收对

象李敬强不接受第三方评估公司的
土地评估报告，找来帮手，威胁到访
的工作人员。

面对一个个矛盾冲突，故事的
主角——美舍河治理指挥长方秋
萍、美舍河治理临时党支部委员陈
怡宏等人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工
作一个个做，拆迁点挨个跑，最终

“啃”下了一个又一个“硬骨头”，让

美舍河生态修复得以顺利实施。
“故事均由真实故事改编。”琼

山琼剧团团长陈昌汉说，琼剧《美舍
情》是该团2018年力推的新作，也
是琼剧团至今以来首部以宣传生态
文明为主题的作品。它承载着琼剧
团57位团员的艰苦付出，也寄托着
人民对幸福生活、美好环境的真切
渴望。

以美舍河生态修复为背景A

翻开《美舍情》剧本，情节的
跌宕起伏、人物的喜悦哀愁、故事
的矛盾冲突在生动的唱词中逐一
展现。

回忆起剧本的创作，琼剧《美
舍情》导演李明玉坦言：“团队在
琼山区委、区政府的帮助下，下了
不少苦功夫。”事实上，自策划
起，团队的主创人员就确立了以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为

核心，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融入创作。

剧本扎根于生活才能获得百姓
的喜爱，好的创作不仅需要用眼看、
用心观察，更要将百姓的需求与创作
的立意紧紧结合。“为了创作出这样
的好作品，我们花了不少的时间走访
美舍河施工现场，到群众中挖掘最鲜
活的事例。”

李明玉说，半个多月的剧本创

作时间，43 页的剧本改了一遍又
一遍。“剧情的张力不够，人物情绪
无法爆发，情节的矛盾碰撞不出火
花，文字与舞台效果的呈现有差距
……这些统统要一遍遍修改。区
领导也陪着我们改，一个字一个字
地审阅，确保唱词中每一条政策、
画布上标语的每一个词都不出
错。”

除了剧本的精细打磨，台上的

道具、服装也用心十足。“就连画布
上画的草，都是我们凤翔湿地公园
里种的本地草。”李明玉透露，因为
是现代剧，剧团舍弃了不少以往常
用的古典乐器，增添了许多现代音
效。为了达到更好的戏曲效果，剧
团还请来了一流的灯光师，舞台上
的灯光暗亮冷暖、色调的喜庆或平
淡，无一不配合着情节和人物的情
绪改变。

精心创作打磨好作品B

每天太阳刚刚升起，府城三角
池公园里都会集结这样一群琼剧表
演爱好者，他们大多为退休老人，无
论这天多忙，都要挤出时间到公园
里“喊”一嗓，这已是他们多年的生
活习惯。陈昌汉说，这是老琼山人
对琼剧最深厚的爱。

曾有市民紧紧抓住李明玉的
手，向她倾诉自己对琼剧的喜爱，

“这也是我多年以来无怨无悔坚
持创作的最大动力。”说到自己对
琼剧的热爱，李明玉双眼发亮，她
认为自己作为一名琼剧老艺术

家，有义务和责任传承和推动琼
剧的发展。

在传统文化遭受冲击的今天，如
何才能永葆琼剧的生命力？李明玉
认为，“唯有不断埋头创作百姓认可
的好作品，唱出生活，唱到百姓心里
去。”事实上，《美舍情》对于唱惯了古
典唱法、举手投足温文尔雅的琼剧演
员也是一个挑战。

28岁的何启蛟过去演的多为小
生，这次他被分配到的角色是50岁
的美舍河治理专家。“因为年龄不
符，加上没有足够的阅历，刚开始确

实很难。”
全剧最富有感情张力，也是最

难排的一段，是“钉子户”周清峰
向方秋萍忏悔言谢的桥段，演员
需要通过高难度的清唱才能呈现
出浓厚复杂的感情。“不同于以
往，在《美舍情》的创作过程中，演
员的手势、表情统统需要修改。”
吴清峰的扮演者杨吉说，为了向观
众呈现最好的表演，全团每天排练
近10个小时。

“在这部剧里我深切地感受到了
传统文化的自信。”何启蛟说，这是传

统文化源远流长的深厚张力，作为海
南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中华文
明的精神瑰宝，琼剧正依托其厚重磐
坚的文化根基，响应时代的号召，迸
发出新的艺术魅力。

“下一步，我们还将加大宣传力
度，制订巡演表，推动《美舍情》走到
更多基层观众面前，将生态文明理念
传遍千家万户，感召市民将文明理念
转化为行动，共同建设我们美好的家
园。”海口市副市长、琼山区委书记孙
芬说，预计今年上半年，《美舍情》巡
演将超过20场。

在戏曲中感受文化自信C

琼山琼剧团团长陈昌汉：

“这辈子最爱的
就是琼剧”

在海口府城三角池公园西侧，有一
条幽静的长廊。径直走入，笔直的石板
路两旁的宣传栏上贴满了琼剧表演的剧
照。从这里，我们将通往琼山琼剧团，那
里有陈昌汉与琼剧40余载的故事。

皮肤黝黑，身板壮硕，大嗓门，到哪儿都喜欢
穿一身衬衫搭配黑西装，眼前的这位就是我们故
事的主人公——琼山琼剧团团长陈昌汉。因为长
期身体尿酸偏高，走起路来有些不太利索，爬楼梯
更是一瘸一拐。周围的朋友总劝他“退休就回家
休息吧，别再为琼剧这么拼了。”他摆摆手，摇着头
说：“没事，我的身体我清楚，能坚持！”

要说陈昌汉和琼剧的故事，还得从40多年前
说起。“我从小就爱听琼剧，那个年代琼剧很受欢
迎，家里的长辈觉得我是块唱琼剧的料，都对我寄
予厚望。”回忆起当年，陈昌汉脸上溢出了满满的
笑容。

197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从小梦想站在舞
台上说话的他有机会来到琼山琼剧团，并开始学
习唱小生。“我第一部演的就是《东海小哨兵》里的
哨兵，运气好，第一次就演了主角。”因为形象出
众，音色又好，陈昌汉很快就得到了观众的赏识，
琼剧演员的道路越走越顺。

这是陈昌汉的青葱岁月，那里有他诸多的第
一次，也埋下了他深耕于心的琼剧梦。

初识琼剧 承载家族的期望

1986年，陈昌汉被任命为琼山琼剧团的副团
长。那时的琼剧团发展并不好，演出市场萧条，有
名气的演员嫌团里的待遇不好，纷纷跑到泰国演
出。留在团里的演员名气不足，又撑不起一场戏。

“那时真是难啊！”每想至此，陈昌汉总要深深
地叹口气，“团里一度发不出工资，大家要生存养
家，不得不边工作边在外打工。13个人出门拉
客，6个人就在剧团前面的路牙上摆摊卖水果。
团里基础设施不足，没有公厕，连煮饭的水都要跑
老远去挑。”

1992年陈昌汉任团长后，下定决心要带着大
家改变现状，闯出琼剧人的一片天。“我上任后立
马就做了两件事，一是修建琼剧团自己的排练场、
建好团里的4个公厕，二是解决团里2个副团长、
5个业务骨干的住房问题。”陈昌汉很重视人才的
培养和存留，他一边发展原本团里的新生力量，一
边到省艺术学校里引进人才，扩展剧团的整体实
力。

几年下来，团里里里外外都有了很大的发
展。2012年，琼剧团面临改制问题，团员的编制
没了，少了“公家”的保护伞，剧团必须要走企业化
道路。陈昌汉再次面临选择，怎样才能带着剧团
重新振兴？

“我没有经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但我相
信，无论何时，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还有希望！”

两次危机 是危机也是契机

实抓实干 每部戏都要对得起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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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中，安德园停车场被征收对象李敬强不愿接受拆迁。 剧中，干部方秋萍正在为群众做思想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