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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弹

聚焦

新编琼剧《母瑞红云》热燃京城，引发专家热议——

琼剧如何唱出自信唱出品牌唱出海南

■ 本报记者 邓钰

点击

“不少内地剧种在互相交流时往往弱化了
自身特色，海南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也是琼剧
保护与传承的一大优势。”王亚勋表示，琼剧到
目前都还是原汁原味，唱腔没有走样。新时期，
琼剧要借助好戏，加强琼剧的交流和创新，把琼
剧难得的地方保存下来，传唱下去。

如何推动琼剧“走出去”，早已成为海南重
大文化命题。在交流中，不少专家、演员坦言，
让琼剧之花绽放岛外，仍需不断发力。这其
中，不仅需要有代表性、创作性的优秀剧本，同
时还需要一批优秀的琼剧人员，带领琼剧“走
出去”。

定安被誉为琼剧之乡。但琼剧和其它地方
戏曲一样，也面临着后继无人、经费紧张、观众群
萎缩等传承发展问题。“人才缺失是我最担心
的。”定安县琼剧团团长黄茂安道出了他的担
忧。2012年，身为定安县政协委员的他，撰写
提案《琼剧进校园》，呼吁定安县政府加大琼剧
宣传力度，在全县各中小学引进琼剧课。

可喜的是，目前“琼剧进校园”项目已在全
省铺开，经过普及教育，越来越多的学生从对琼
剧一无所知，到接受琼剧的熏陶，并逐渐爱上琼
剧这门传统的艺术。

“只有演出当下群众的心声，才能真正得到
市场认可。”徐姝璟认为，琼剧“走出去”，急需
反映一批本土文化、生活习俗和贴近时代脉搏
的好剧本。近年来，定安创作出《定安娘》《父爱
如山》等一批反映现实题材的剧目，受到广大群
众的欢迎。

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主任谢柏梁认为，请
进来，走出去，多交流，取长补短才能源远流
长。让琼剧长盛不衰，促进交流和学习提高是
重点。如果地方戏曲只限于本地，很难有大的
提升和发展，只有真正走出去，加强与全国其他
优秀戏曲的交流和切磋，才能真正取得长足进
步和发展。

值得欣慰的是，海南琼剧人的努力得到了
回报。近年来，我省涌现出《下南洋》《海瑞》《王
国兴》等一大批精品剧目，陈素珍、符传杰喜获
第23届、27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全省精品琼
剧文艺下乡巡演不断，多次赴香港、新加坡、马
来西亚、泰国等地开展交流演出。

■ 本报记者 邓钰

作为海南参加2018年全国基层
院团戏曲会演的唯一剧目，由定安县
琼剧团创作编排的大型近代革命题材
琼剧《母瑞红云》，7月5日和6日在位
于北京的中国评剧大剧院上演，受到
京城琼剧戏迷高度评价。

当晚演出结束后，中国戏曲学院
戏文系主任谢柏梁在接受海南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传统戏曲在文化繁荣
兴盛的时代背景下要乘势而上、把握

机遇，他期待琼剧艺术家们坚定信心，
抓住机遇，多创造更多优秀剧目，不断
走出海南，在交流中增加琼剧的文化
自信。

“我与琼剧结缘已久，我在中山大
学求学期间，曾多次到海南寻访琼剧，
对琼剧唱腔、曲律等特点十分熟悉。”
谢柏梁说，琼剧历史悠久，作为岭南四
大剧种之一，长期流传于海南本岛和
两广地区，并在时代发展中，琼剧艺术
家传承和创作出一批优美的经典剧
目。尤为可贵的事，琼剧到目前都还

是原汁原味，唱腔没有走样，仍保存着
鲜明的艺术特征。

在此次演出中，《母瑞红云》独特
的唱腔、紧凑的情节和演员精湛演出，
在现场引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这充
分说明琼剧的艺术魅力不仅能打动海
南观众，也能让不谙琼语的北京观众
深深着迷。

谈及此，谢柏梁表示，琼剧已多次
在北京上演，定安县琼剧团更是三次
参与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进京汇
演。这期间，琼剧的每一次亮相，都在

题材、唱词、舞美和演出方式等方面有
所创新，整体演出水平不断提高，给人
眼前一亮的惊喜。

“可以说，琼剧的每一次亮相，都
是不断打出自身品牌的过程。”谢柏梁
说，相较于昆曲、豫剧和粤剧等其他地
方剧种，琼剧甚少在海南以外的地方
亮相，许多内地戏迷对此并不熟悉，甚
至不知道有琼剧的存在。

“琼剧应当不断挖掘本地文化，推
出贴合时代主题的经典剧目，并通过
增加对外的演出交流，不断增加琼剧

的文化自信。”谢柏梁认为，《母瑞红
云》的创作和演出，正是贴合了这一模
式。剧目深入挖掘琼崖革命“23年红
旗不倒”峥嵘历史，为建党97周年献
礼，引发人们对历史的缅怀和对当下
的思考。

同时，琼剧还应关注人才的传
承和培养。谢柏梁表示，有关方面
应重视人才培养和营造活跃的创
作氛围，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不
断推陈出新，挖掘本土文化打造琼
剧精品。

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主任谢柏梁：

多交流多演出才能更自信

把最传统“传播”
成最时尚

自幼成名的京剧女老生王珮瑜借助互联网新
媒体，红出了戏曲圈，红遍大江南北：登上微博热
搜榜、参加中央电视台《朗读者》节目以京剧念白
朗诵《念奴娇·赤壁怀古》《跨界歌王2》当评委、音
频分享平台喜马拉雅开京剧节目、《喝彩中华》当
观察员、《传承中国》中担任评委……年轻、时尚的
王珮瑜成为“戏曲网红”，不但维系了原有的京剧
戏迷，还培养大量新粉丝。这是新媒体时代传统
戏曲艺术借助新传播方式宣传戏曲艺术、扩大戏
曲受众的新途径、新手段。

事实上，古老的戏曲艺术一向善于借助新的
传播方式进行宣传推广。20世纪以来，戏曲艺术
的传播方式就先后经历“戏曲+电影”“戏曲+广
播”“戏曲+电视”和“戏曲+互联网”四个阶段。
1905 年，京剧泰斗谭鑫培主演的京剧短片《定军
山》宣告中国电影的诞生。京剧大师梅兰芳也在
上世纪20年代拍摄一批京剧影片。20世纪五六
十年代，我国拍摄了大量戏曲电影，许多剧种的经
典剧目在这一时期搬上大银幕，在全国各地演出，
深受观众喜爱，堪称戏曲电影第一个鼎盛时期。
改革开放初期，是戏曲电影另一个繁荣时期，以越
剧《五女拜寿》、豫剧《七品芝麻官》为代表的戏曲
电影可谓家喻户晓。这些戏曲电影不仅为戏曲

“圈粉”，而且留下宝贵的老一辈艺术家表演影像
资料。20世纪80年代后期，传统戏曲进入发展低
谷，但伴随电视的普及，各种戏曲类电视节目开始
出现，特别是以《梨园春》为代表的戏曲擂台节目，
为低谷时期的戏曲艺术提供新的传播途径和发展
模式，维系和培养出不少戏曲观众。

可以看出，无论是上世纪初戏曲艺术占娱乐
主导地位的巅峰时期，还是当下娱乐方式现代化、
多元化的挑战，戏曲艺术从来没有自甘保守，总能
借助和利用新的传播方式进行推广和宣传。如
今，无论是戏曲演员、戏迷还是戏曲院团、各演出
场所，都在积极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方式建立
自媒体，第一时间发布戏曲动态、戏曲演出信息，
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戏曲知识、交流戏曲
心得，数不胜数的移动网络平台成为戏曲资讯和
戏曲知识的“集散地”。这种即时性、平等性、共享
性的信息交流，改变了戏曲艺术此前的传播途径、
传播速度和传播规模。

互联网文化也进而直接对戏曲艺术创作产生
影响，比如网络资源成为戏曲创作题材来源，戏曲
艺术借助已经走红的网络IP吸引新的戏曲观众。

“越剧王子”赵志刚早在2002年就把网络小说《第
一次的亲密接触》搬上越剧舞台，网红小说《甄嬛
传》也被上海越剧院搬上戏曲舞台，广东省粤剧院
根据网络游戏《剑侠情缘3》改编创排新编粤剧《决
战天策府》，都取得不错的反馈。此外，专业戏曲
创作者将经典折子戏或名家名剧设计改编成动漫
艺术在互联网上传播，将戏曲的触角伸向年轻时
尚的动漫受众，吸引网络观众关注戏曲，这都是戏
曲艺术搭乘互联网东风扩大受众和影响力的积极
方式。在艺术创作之外，互联网还带动戏曲相关
产业的发生和发展。如一些商业化戏曲公众号运
营平台，借助资本力量，寻求围绕戏曲消费的可能
商机。比如“戏缘APP”举办首届互联网戏曲春晚
和一系列戏曲演出和直播活动，两年中吸引粉丝
逾300万。

当前，最时尚也最普及的互联网技术正在为
以戏曲艺术为代表的传统艺术提供难得的传播与
发展机遇。传统艺术需借助新的传播手段激活生
机与活力，也应当有充分文化自信善用、用好互联
网手段，为自身的发展和繁荣增添助力。一方面，
戏曲人在以戏曲艺术为本体的前提下，积极开疆
拓域，为古老戏曲不断培养年轻观众群体，为传统
艺术注入新的时代特质；一方面，广大文艺工作者
也可积极返归传统艺术，从中汲取与当代审美契
合的文化要素，创作出有传统味道的新的大众文
艺。而作为文艺批评与大众文化研究者，亦可关
注这一新现象，及时为创作者提供理论支撑与适
时指引。 （据《人民日报》）

专访

“踏夜色，率战友，飘
忽前进借星芒。涉水涧，
越峻岭，踏云穿雾下山
岗。路崎岖，道难走，硝烟
翻滚助我行……”

7月6日晚上，北京丰
台区中国评剧大剧院，一
段激昂的唱腔回荡在剧院
中。这是大型近代革命琼
剧《母瑞红云》第六场“突
围下山”的高潮部分，讲述
冯白驹带领战友在硝烟之
中，从母瑞山突围下山，场
面热血沸腾，慷慨激昂。

唱段终了，剧目中所
展现的铿锵气韵久久回
荡，观众如痴如醉，热烈的
掌声响彻演出现场。演出
结束后，一场关于琼剧“走
出去”的讨论更在戏剧专
家、琼剧演员和观众中热
烈展开。

据了解，《母瑞红云》
由定安县琼剧团创作编
排，是我省参加2018年全
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的唯
一剧目。该剧讲述 1932
年国民党反动派对琼崖苏
区进行大围剿背景下，中
共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带
领党政军100多人撤上母
瑞山后，在缺衣少粮、弹尽
药绝的恶劣环境下与敌周
旋，最终保留了革命火种
的真实故事。

中国评剧大剧院共有700余个座位，
现场座无虚席，其中除了身在北京的海南
乡亲，大部分是不懂海南话的北京戏迷。

听不懂海南话，也能欣赏琼剧吗？在
现场，诸多北京戏迷沉醉的表情已然说明
了答案。

“每年琼剧进京展演时，我都会来观
看，琼剧很有魅力。”7月5日晚上，观看完
演出，北京戏迷罗良槐竖起大拇指。他说
自己虽然听不懂唱词，却被演员悠扬有
力、富于变化的唱腔感染，更被剧中跌宕
起伏的情节深深吸引。“尤其是演到十多
名红军战士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抱着钢
枪英勇跳潭的情节时，演员们深情投入的
演出、充满革命激情的唱段，令人心情沉
重，不觉泪流。”

“每一次演到剧目的高潮节点，马上
能听到观众反馈的热烈掌声。”《母瑞红
云》主演之一，冯白驹的饰演者莫道寿直
言，观众的掌声给了演员们莫大鼓舞和信
心。“我们曾一度担忧，在省外演出时，语
言隔阂会影响观众们对琼剧的鉴赏和认
可，但实践证明，只要打磨出好剧就一定
能获得观众的青睐。”

观众青睐的背后，是定安县琼剧团
精益求精打造精品剧目的决心、恒心和
细心。

“我们从各个层面上精益求精，力求
让剧目呈现最佳演出效果，仅是剧本便已
经过七次修改，才最终定稿。”《母瑞红云》
编剧、演员徐姝璟介绍，2017年12月，在
定安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定安县琼剧
团决心在定安取材创作一部红色题材琼
剧，向建党97周年献礼。为了创作剧本，
她不仅翻阅大量史实，还三次深入母瑞
山，走访各革命遗址和苗村苗寨，聆听革
命故事，亲身感受山中环境，以期重现红
军在母瑞山艰苦岁月。

大量史料和细致采风为剧本创作和
舞台呈现增添了诸多感人细节。徐姝璟
将红军在山中吃“革命菜”裹腹，用镰刀修
头发、刮胡子和穿残破衣物等真实史实经
过艺术化的处理呈现在舞台之上，令观众
无不动容。

“为了在表演中呈现革命的艰苦感，
剧团让演员徒步母瑞山，在荒地泥路中穿
梭，像红军一样吃‘革命菜’充饥。”徐姝
璟说，演员们在咀嚼苦涩难咽的“革命菜”
时，都眉头紧皱，沉默不语。“这就是我们
希望达到的状态。”

定安琼剧团的努力和苦心得到了戏
迷和专家的认可。

6 日晚上，演出结束时已接近晚上
11时，来自首都的多名戏剧专家不顾疲
惫围坐在中国评剧院贵宾室，与《母瑞
红云》一剧的演创团队展开了深入的探
讨与交流。专家们为看到如此高质量
的琼剧激动不已，高度评价了演创团队
的表现。

“定安县琼剧团进京演出三年，我每
年都来观看，可以发现每次演出水平都更
上一层楼。”中国戏曲学院副院长赵伟明
笑称是琼剧的忠实观众，为琼剧的不断进
步而感到欣喜。他表示，此次《母瑞红云》
亮点纷呈，在取材立意、剧本设计、舞美灯
光和角色设计上都可圈可点。尤其是对
人物、情节的塑造上，鲜活动人、真实可
信，足以窥见创作班底的苦心。”

“一次比一次好。人戏都好，这部
戏里我能看得到剧团班底的‘功夫’。”
北京演艺集团艺委会副主任王亚勋已
看过多次定安县琼剧团演出。他认为，
该剧唱词讲究，演员唱腔好，编曲配器
的融合度极高，县级琼剧团有此水平实
属不易。“尤其是剧中‘残枝挺立迎新
蕾’‘红军战士成野人’等场次极具画面
感和感染力。”

同时，现场的专家们肯定了《母瑞红
云》的社会现实意义。专家们称，《母瑞红
云》展示了在海南本土的一段可歌可泣的
红色故事，传递了红色文化正能量，弘扬
了革命精神。

“本剧的一大特殊之处还在于徐姝璟
既是演员，又是编导。这不仅要求其拥
有扎实的表演功底，还需要深厚的文化
积累和基层体验，这也体现了琼剧从业
者在人才培养和传承上的匠心。”中国艺
术研究院副研究员李志远表示，这一模
式值得肯定，琼剧的创作应根植琼岛风
土，挖掘本地文化中的精华，树立文化自
信和品牌自信。

专家们对《母瑞红云》一剧的肯定，也
是对海南琼剧从业者近年来“出人出戏”
这条发展路子的肯定。好剧本与好班底，
海南琼剧从业者正在打造精品剧目的道
路上稳扎稳打，力求创作更多作品。

同时，专家也指出了该剧存在的一些
不足之处，希望在剧情衔接、演员的角色
定位等方面再进行打磨，精益求精，将该
剧打造成精品剧目和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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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曲新创
用流行音乐阐释敦煌文化

沉睡千年的敦煌音乐正在被唤醒。流行音乐
元素将与敦煌古曲结合，成为阐释敦煌文化的新
方式。

日前，敦煌研究院、腾讯QQ音乐、上海音乐
学院共同发起敦煌“古曲新创”比赛。参赛者或
以文献《敦煌廿咏》为基础创作歌曲，或基于5幅
有代表性的敦煌壁画进行器乐曲创作。敦煌壁
画中的方响、五弦琵琶、竖箜篌等6种古乐器也
将被“复活”。在今年9月于敦煌举行的“敦煌盛
典”音乐会上，优秀参赛作品将伴随敦煌古乐器
登台亮相。

敦煌研究院在站博士后朱晓峰介绍，敦煌
音乐不仅包含藏经洞出土的敦煌乐谱等，还有
数量庞大的壁画图像。在莫高窟南区492个洞
窟中，有一半洞窟都有音乐图像，乐器数量达
6000余件。

“就音乐图像来说，在世界洞窟壁画中无出其
右。”朱晓峰说，中国历史上所有出现过的乐器都
能在莫高窟看到，甚至“花边阮”等文献中没有记
载的乐器也能在敦煌壁画中找到。 （据新华社）

新编琼剧《母瑞红云》剧照。 邓钰 摄

新编历史琼剧《海瑞》剧照。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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