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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通讯员 汪荣

近日，海南大
学人文传播学院
在海口举行“跨学
科视野下的中国
现当代文学研究”
学术研讨会，探讨
中国现当代文学
研究的基本情况，
吸引了省内外不
少专家学者的关
注。会后，海南日
报记者采访了本
次学术研讨会策
划人、海南大学人
文传播学院院长刘复生。

学术变化已渐成新潮流

记者：这个会议聚集了现当代的诸多学者，
反映了现当代研究的基本情况，您觉得新世纪以
来现当代文学领域研究状况如何？

刘复生：这次会议的规模在本专业是少有
的，这几乎是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界最具有广
泛代表性的武林大会，正式代表近四百人，天南
海北，覆盖了几乎所有省份和地区，还包括了海
外学界。众多学界同道有的来自学术研究的中
心城市和前沿地区，有的来自边缘地带或中西部
内陆省份，大家具有不同学术方向，分属不同门
派，在学术观念和研究思路上差异巨大。

因为这次大会的代表大多没有经过刻意的
约请和挑选，大多是以报名先后的次序而产生，
所以非常能够反映当前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一
般状况。

通过两天的会议，我的观察符合我的预期，
从基本面上来看，现当代文学研究普遍陷于观念
的陈旧和落后，视野仍然狭小，很多人甚至还局
限在八十年代的理论和方法之中，对当代人文学
术的进展缺乏了解，对当代世界的状况也非常隔
膜，这显示了这个学科日渐老迈的一面。但与此
同时，这次大会也显示了新生力量的崛起，自上
世比九十年代末以来一直酝酿和累积的学术变
化已经渐渐汇聚成新的潮流，这代表了这个学科
富于自我批判性和活力的另一面。

有时候，我去北京的万圣这样的学术书店，
总是会产生一种沮丧感，我们辛辛苦苦写一本
书，潜意识里面总是把它当成这个世界上最重要
的书，似乎每一个人都在关注它，其实并没有人
关心。在图书的让人迷失的丛林里，我们多写一
本书有何意义呢？

同样，如果这世界上有那么多人都在搞文
学研究，而我们搞得和别人一样，那么，还搞它
做什么呢？所以，不要轻易地嘲笑别人观点可
笑，思想落伍，我们自己的研究在别人眼中又是
什么形象呢？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
末建立，在八十年代兴盛的，它的活力和本质在
于以学术的话语同步于时代，深层次地回应着历
史的问题，这是它不同于古代文学和世界文学学
科的关键所在。

总之，这次的武林大会让我们看到了那么多
的同行，也引导我们看到江湖，看到世界，看到众
生。更看到我们自己。

海南文艺批评想走不一样的路

记者：您觉得目前阶段的海南人文学术的总
体状况如何？

刘复生：我对海南的人文学术非常看好，
海南偏居南方之南，固然有其远离主流学术
资源的地缘劣势，却也因此远离了主流学界
的固步自封，少了各种羁绊。天高皇帝远，
海阔任鸟飞，正好开创新天地。应该看到，
网络时代，学术资源的劣势事实上已经快被
拉平了，当然，学术的政治资源仍然垄断在
中心城市，但那只能让你多获几个奖，同样
的水平（甚至更差的水平）却具有更大的名
气，占据更显赫的江湖地位，也仅此而已，它
们无助于你提高真实的学术水平和思想能
力，同行们对此心里是清楚的，口头不承认
是另外一回事。

我决不认为海南做不出一流的学术和创作，
韩少功和张志扬等先生已经做出了回答。

海南正在汇聚一批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生
的新生力量，他们的抱负和能力放在全国也是
一流的，当然，不可否认，他们的人数还太少，
还没有办法形成一种可以清晰被辨认的力量，
可是，这个团体正在不断壮大，或许不用太久，
它们就会被刮目相看。海南的战略地位越来
越被重视，相信它的未来发展也会吸引更多的
优秀人才加盟。海南学术队伍的未来是让人
期待的。

记者：您身兼海南评论家协会主席，对海南
当代文艺批评看法如何？

刘复生：海南的文艺批评目前处在爆发能量
的前夜，它或许会更早地显示海南人文学术的能
力，它将是一个突破口。中国当代的文艺批评要
有新的话语，海南历史负担小，束缚也少，可以先
行先试。我们想走不太一样的路。

在儿童剧市场越来越热的同
时，我们也要看到，和其他省份相
比，海南目前还没有本土儿童剧演
出团队，所有的剧目全部靠引进外
来团队演出，这也成为海南未来儿
童剧发展的“短板”。

几位文化公司负责人在采访中
表示，为了保证演出效果，目前他们
的儿童剧演出团队都是从广东、上
海、北京等地请过来的。由于这些
剧目都是巡回演出，在档期上要以
剧团的时间为准，并且机票、本地接
待等也是一笔很大的费用，也增加
了儿童剧的演出成本。大家也都希

望海南能够出现更多本土演出团
队，除了改编经典童话，也编排一些
具有海南文化元素的儿童剧，培养
孩子们对本土文化的感情。

“剧本少、演出团队少是海南
儿童剧目前面临的问题。”高娃告
诉记者，除了准备着手编排儿童
剧，她还想培养儿童剧小演员，同
时把戏剧教育引进校园。“儿童剧
是戏剧的一种。通过对小演员声、
台、形、表的训练，培养孩子全面的
艺术素质，通过角色扮演，体会不
同人物的心里活动，有助于孩子未
来更好地融入社会。

《美人鱼》《绿野仙踪之奥兹国大冒险》《睡美人之降龙勇士》……
每逢周末及寒暑假，海南的这个舞台就火起来

儿童剧的海南“春之旅”

“妈妈，刚才茜茜公
主在台上跳的舞蹈好有
趣。明天我们可以再来
看一次吗？”2018年12月
25日晚，海口市民吴晓霞
带着6岁的女儿到海口华
人剧院看了一场儿童舞
台剧《睡美人之降龙勇
士》。演出结束后，女儿
兴奋不已，一路上还在和
她滔滔不绝地讨论剧情。

“用童话的角度和轻
松幽默的形式引导孩子融
入剧情，并用鲜明的人物
性格和精心设计的故事情
节，教育孩子如何做一个
信守承诺、真诚善良、快乐
满足的人。”儿童剧的内
容，也得到了吴晓霞的认
可，“这也是一部老少皆宜
的品德舞台剧。”

《美人鱼》《绿野仙踪
之奥兹国大冒险》《睡美
人之降龙勇士》……如
今，每逢周末以及寒暑
假，海南的儿童剧演出市
场分外火热。记者在采
访中了解到，近两年来，
海南的儿童剧市场发展
迅速，价格适中的票价、
丰富的舞台特效、互动性
强的观赏体验，各种根据
经典童话改编的儿童剧
越来越受到家长、孩子的
欢迎。但演出场地数量
少、人力租金成本高、缺
乏本土演出团队等因素
也限制了海南儿童剧的
发展。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批评家刘复生谈海南文艺批评现状：

处在爆发能量的前夜

儿童剧《美人鱼》是由海南徽
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引进的。该
公司负责人葛鑫告诉记者，他们公
司从2008年就开始尝试引进儿童
剧，10年来，也见证了海南儿童剧
市场的发展过程。

“2008年，海南刚刚开始出现
儿童剧，家长、孩子都很好奇，所以
市场也不错。但 2012 年至 2015
年期间，市场反响平平。近三年，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文娱市
场整体的繁荣，海南的儿童剧市场
也重新热了起来。”葛鑫告诉记者，
10年来，该公司引进了演出、话剧、
音乐会等文艺演出100多场，其中
儿童剧的数量能够占到三分之一。

为何儿童剧市场能够重新火
起来？葛鑫分析，首先是因为现在
的家长更加注重多元化的教育方
式。儿童剧天然具备“寓教于乐”
的功能，能够把家长希望孩子学习
的尊重他人、热爱劳动、坚强善良
等优秀品质，通过有趣的剧情潜移
默化地传递给孩子。加上这几年，
各种舞台、灯光特效技术的不断提

升，还有3D特效的加入，也让儿童
剧的舞台呈现效果越来越好。其
次，相对于其他票价动辄上千的演
出，儿童剧的票价比较实惠，一般
每张都在200元以下，一家三口一
起来看也并不会给家庭造成很大
经济负担。最后，对于文化公司来
说，儿童剧是一种薄利多销的剧
种，虽然没有太大盈利空间，但基
本不会亏本。

在海南省民族文化艺术交流
协会会长、海南星未来文化公司负
责人高娃看来，目前海南的儿童剧
市场存在质量参差不齐的现象，并
非所有剧目都能呈现良好的舞台
效果，让观众满意。

“好的儿童剧关键还在剧本。”
葛鑫也坦言，高质量的剧目才能牢
牢吸引家长、孩子的眼球。“按照经
验来说，根据格林童话、安徒生童
话等改编的儿童剧更能受到市场
欢迎，因为‘熟故事’能给孩子带来
更多的互动和理解。其次，就是要
尽量选择全国巡演的演出团队，这
样演出质量更有保障。”

采访中，多家文化公司负责人
告诉记者，这几年，由于儿童剧越
来越受欢迎，加上政府对优质儿童
剧的补贴也在不断提高，也给了文
化公司积极引进儿童剧的动力。
但由于目前演出场地有限，给儿童
剧的发展带来了阻碍。

记者了解到，目前海口的儿
童剧演出场地主要为省歌舞剧
院、海南工商职业学院大礼堂、海
南国际会展中心剧场、海南大学
思源学堂、海南省图书馆音乐厅
等。在各家文化公司看来，省歌
舞剧院的演出条件最好、座位数
量最多，但收费也是最贵的，给本
来利润就不多的儿童剧演出带来
较大压力。

据了解，目前海南场地收费能
够占到儿童剧演出成本的20%至
40%。省歌舞剧院的座位数能够
达到1300多人，这个座位数对于

儿童剧基本是能够满足的。但其
他演出场地，座位数往往只有800
多人，对于一些市场反响良好的剧
目，已经限制了演出票的销售。也
有文化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一些演出场地的音乐、灯光效果不
够专业，有的团队演出的时候还要
在后台放上反音板，影响了儿童剧
的舞台表现力。

“海南的冬季是演出旺季，省
歌舞剧院不一定能安排得上，海南
国际会展中心剧场路程又比较
远。而儿童剧就是要在周末、寒暑
假这种特殊时间段演出的，所以演
出场地成了很大的问题。”葛鑫说，
今年他曾提前半年引进了一台儿
童剧，计划六一儿童节在省歌舞剧
院上演，但最后因为没法安排场地
只能作罢。“希望政府能够加快专
业、大型演出场地的建设，给文化
承办公司更多的选择。”

高质量剧目受市场认可

期待政府建设更多演出场地

亟需培育本土演出团队

■ 查拉

当剧场成为家长为孩子选择的
新主力消费场所，“看演出”在一线
城市亲子消费中的比例已渐渐趋于
大众消费时，我们开始试图探讨，孩
子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儿童剧？
此外，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会对儿童
剧有怎样的认知？

在笔者走访33位家长和孩子，
采访儿童心理咨询师、儿童剧导演及
引进儿童剧的演出商后，“将儿童剧
演出做年龄分级”的话题屡屡被提
出，从业者们一致认为不同年龄段的
孩子应该观看适合他们的儿童剧才
能得到有效的成长引导。据悉，曾经
是“国际惯例”但在中国儿童剧创作
中一度是认知盲区的“儿童剧分龄理
念”，近几年开始在中国普及，不仅越
来越多的儿童剧演出在宣传中标注

了“推荐年龄”；家长们在给孩子买票
时，也越来越倾向选择适合孩子年龄
的作品，那到今年，儿童剧分龄实际
反馈如何？为何创作者越来越重视

“儿童剧分龄”？家长对儿童剧的真
正诉求又是什么？

一直做儿童剧引进的立里空间创
始人立竹表示，她最初对分龄理念有
所触动是因为2014年前，她在与外国
艺术家交流时发现，一些被视为“国际
惯例”的理念，在国内却依然属于盲
区：比如国外儿童剧对孩子的年龄有
明确的要求；儿童剧演出对每场的观
众人数和剧场技术也有严格的要求。

“国外儿童剧创作者们大多会在初期
深入到幼儿园、早教机构或者学校，定
期观察特定年龄孩子的言行，和孩子
一起玩耍，了解孩子的日常生活；一些
实验性质的艺术创作者还会和老师合
作，通过老师将艺术家的创作理念融

入与孩子的日常交流，观察、汇总孩子
们的反馈。这种初期创作积累，短则
一年，长则持续三年，以大量实地观察
研究为基础，有明确的作品分龄意识，
更容易让孩子产生共鸣。他们的创作
不是为了迎合孩子，而是尝试让自己
做回孩子。”立竹分享说。

儿童心理咨询师路静也表示，
呼吁儿童剧分龄创作是因为同一件
事，对于不同年龄的孩子会有完全
不同的表现方式。整体来说女孩的
发展阶段会比同龄男孩提前一点，
而且年龄越小，个体之间的差异性
会表现得越明显。

路静结合著名儿童心理学专家
皮亚杰提出的“认知发展阶段”理论
知识，为我们总结出了不同年龄阶
段孩子对舞台认知不同的具体表
现，以此建议家长分龄选戏。

3 岁以下易被舞台表演的色

彩、声音、形体所吸引，借此认识他
们所处的环境。

3-6岁开始逐渐形成自我，可
以理解简单的剧情和情感。

6-12岁开始接受学校教育，逐
渐具备了逻辑思维能力，一些孩子
已经可以理解成人话剧以及其他艺
术形式。

此外，路静也建议家长们，在带
孩子进剧场前先给孩子构建一个环
境，描述一下“我们要去哪里，要去做
什么”，给孩子进行充分的心理铺
垫。对于胆怯的孩子，还可以提前告
诉他/她可能会出现什么（比如暗场、
或者一些特殊的舞台效果）。“不要抱
着让孩子学习的心态去看戏，剧场可
以教会孩子爱与自由。演出中的情
节、互动等等，都是一种关系的连接，
并不需要给孩子太多压力，以免产生
挫败感。” （《新京报》）

孩子该看什么儿童剧，选戏有何标准？

A

B

C

刘复生

《大头儿子与小头爸爸》

《绿野仙踪之奥兹国大冒险》

儿童剧《美人鱼》

《睡美人之降龙勇士》

儿童剧《美人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