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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文化

艺术是崇高的、神圣的、典雅的。近
期，《红叶题诗》的成功演出，为今后复排经
典传统剧目带了个好头。2021年8月，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
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
见》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非物质文
化遗产，对于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
信、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如何做好琼剧经典剧
目的传承工作，结合此次观看体会提出以
下建议。

像《红叶题诗》这类传统戏，在复排的过
程中，要遵循“传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的
理念。比如，姜华这个角色在本次复排时贴
苍须，由传统蟒袍改为改良蟒（束腰），这样
的装束显得小气。加之演员体形的原因，这
样的扮相缺乏礼部尚书的气质和气势。琼
剧舞台上的尚书应着蟒袍和玉带。电影《红
叶题诗》中，姜华这一角色也是贴须，但是在
传统舞台上建议挂髯口为妥。姜华有一句
唱词“为父残年风烛瓦霜”。依据唱词，姜华
这个角色的人物扮相应考虑挂白色的髯口。

电影里，王英蓉在唱“爹爹膝下无儿靠
谁奉养，何不留女早晚侍奉高堂”时，她的表
演是缓缓走近姜华，边唱边轻轻地抚摸着父
亲的长须，并把脸稍微靠近长须以示亲昵。
因此，挂白色的髯口也有助于演员的表演。
此外，姜华还可以在“一家大小鲜血染泥”等
唱词处，通过搂、捋、挑、甩、抖、吹等多种程
式技巧，借助髯口来表达人物的心情。对于
姜华这个角色，从他规劝文东和要慎言及接
到圣旨后的行为活动中，可以知道他是一个
为人处世十分谨慎的人。此次演员的表演
还是过于生硬，应在细节处多钻研、多琢磨
老生的一些情态和动作，尤其是须生的台步
和动作。

《红叶题诗》是琼剧历史上一部比较
富有诗意的作品，有望打造成一部“诗化
琼剧”。在这样好的基础上，布景应倾向
于写意空灵的类型，每场辅以“红叶”点
睛。但是，目前整出戏的舞美给人的感觉
过于写实，整个舞台堆砌得很满，显得凌
乱，打破了该剧雅致清新的风格，而且布
景里有一些道具元素比例不对，如寿堂的
蜡烛、玉蕊闺房里的红叶。另外，两位主
演的服装花色过于花哨，尤其是文东和的
帽子装饰元素太多，不够素雅干净，体现
不出人物高洁的品格。建议参考越剧《陆
游与唐琬》的舞美风格，将舞美风格与剧
本风格进行统一。

《红叶题诗》阔别舞台多年，复演现场座
无虚席，无一观众中途离场。许多老艺术家
亲临现场观摩。梁家樑老师虽然行动不便，
也来到剧场看戏。陈育明、李桂琴、符致椿、
黄庆萍、李明玉、曹秋菊、蔡尔蛟、陈振安、洪
雨、韩海萍、陈红月、王宏夫、冯所庆、邓群坚
等琼剧界的老前辈都前来观看，这是近年来
琼剧界难得一见的景象。他们一是出于对
琼剧艺术和经典剧目的热爱，二是出于对符
传杰、林川媚两位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和
几位青年演员传承经典剧目的期待，从现场
效果来看，反响极为热烈。省琼剧院一团是
重点院团，应自觉担当起传承的责任和义
务，要有计划搜集整理这样的经典剧目。建
议省琼剧院下一步开始复排《张文秀》《搜书
院》《春草闯堂》《汉文皇后》《百花公主》等经
典剧目，将陈华、梁家樑、王英蓉、李桂琴等
老师的经典作品传承下来，通过符传杰、林
川媚再传授给新一代青年演员，然后一代一
代传承下去，形成一个独特的流派。

正是：
一曲程途又中板，字正腔圆韵味香。
抑扬顿挫念道白，云手亮相透激昂。
小姐梅香甩水袖，生脚厚靴如山岇。
南国奇葩琼剧花，神采飞扬展辉煌。
（作者系海南省琼剧基金会创始人，海

南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

为了使青年演员得到锻炼、更好地传承琼剧文化，
本着“出人出戏”的原则，复排的《红叶题诗》剧中的一
号、二号、三号人物文东和、姜玉蕊和翠霞的饰演者，采
用了AB制。其中，A制为符传杰、林川媚、黄瑾，B制
为岱邦武、龙倩倩、邓蔺珊。A制于2021年11月24、
26日晚演出两场，B制于25日演出一场。不管是A制
还是B制演出，都获得满堂喝彩圆满成功。

“继承前辈，守正传统”是省琼剧院多年来的院训，
复排的《红叶题诗》就体现了院训精神。剧中，一号男主
角文东和的A制饰演者符传杰，在扮相上有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琼剧代表性传承人梁家樑老师的风流
儒雅，在唱功上有琼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陈华
老师的明亮嗓音。他塑造文东和这一角色时游刃有
余。他用委婉优美的琼剧唱腔和富有张力的海南话与
官汉语念道白，具有细长、轻吟、激昂的艺术特点，成功
地塑造了一个英俊潇洒、满腹经纶、忧国忧民、嫉恶如
仇、敢于追求爱情和自由、反抗封建制度压迫的舞台人
物形象。他的表演非常细腻，如泛舟拾红叶时，他先是
屈膝弯腰拨开湖水，一手用扇子托住衣袖，一手拾起红
叶，然后轻轻地拂去红叶上的水滴，这一组动作流畅连
贯、优美大方，与梁家樑老师在琼剧《搜书院》“拾风筝”
时的表演有异曲同工之妙，书生的文雅气十足。

林川媚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琼剧代表性
传承人王英蓉老师唯一的学生，她在剧中承袭其师的
角色，扮演姜玉蕊一角。林川媚以唱见长。在《红叶题
诗》中，她优美的唱腔为塑造人物形象增添了许多色
彩。她不是为唱而唱，而是像她的老师那样以气带声、
以声表情、以情演戏、戏从心来。她缓缓地表达人物情
感，高可响遏行云，低则润物无声，达到了炉火纯青的
境界。她有乃师风韵，演唱时大量使用了鼻音归韵，使
得整个唱腔悦耳动听、韵味十足。在“赏春”“还扇”“园
会”等好几处表演时，她承袭了王英蓉闺门旦的表演技
巧，模仿了王英蓉的神态、步态、情态、意态，较好地表
现了姜玉蕊含蓄矜持、端庄娴静的气质。

符传杰、林川媚是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是琼剧
界领军人物。在他们的“传帮带”下，这次演出还涌现
了许多优秀的青年演员。例如，B制文东和的饰演者
岱邦武，一出场就引起轰动，掌声雷动。为什么呢？因
为他具有优秀琼剧演员两个最重要的基本条件：一是
嗓，二是貌。他的嗓音厚实、富有磁性，唱腔具有一定
的感染力、穿透力；他的扮相帅气俊朗，动作利落，较为
成功地演绎了风流潇洒的文东和形象。台下的观众评
论说：“琼剧舞台又出了一个‘梁家樑’。”

再如，A制翠霞的饰演者黄瑾，是一个刚满20岁
的青年演员。她在“还扇”这场表演中，给观众留下了
十分深刻的印象。她在节奏轻快的过门音乐中，唱着

“寻扇得佳音，飞报走慌忙”，配合轻盈利落的表演身段
动作，塑造了一个机灵可爱、俏皮活泼的丫鬟形象。特
别是当小姐责怪其顽皮后，她唱叠板“匆匆忙忙撞着公
子”的“撞”字时的表演情态，很吊观众胃口，又符合剧
情，突出表现了翠霞聪明伶俐、天真烂漫的性格特点。
整场演出，她的表演不矫揉造作、自然大方、朴素中带
有灵气，加上有意识地模仿电影中的口白，活脱脱就像
当年饰演翠霞的陆琼玉老师。观众在台下赞不绝口：

“当年的陆琼玉又回来了！”

《红叶题诗》的音乐唱腔，可以说是琼剧声腔
发展的里程碑。该剧由琼剧唱腔音乐理论体系奠
基人、音乐家苏炎娣和乐师陈培英担任作曲、唱腔
设计。该剧的唱腔音乐不仅传承了琼剧传统板腔
特点，还吸收了富有海南地方特色的八音曲牌、琼
剧传统过场音乐等元素，通过现代音乐技法创作
产生了序曲、主题音乐、情景音乐、人物形象音乐
等，极大丰富了琼剧的音乐类型，成为琼剧艺术传
承和改革发展的标杆，把琼剧唱腔音乐发展推向
巅峰。

《红叶题诗》的序曲不仅悦耳动听，而且层次分
明。它融入了由外线中板提炼而成的主题音乐，还
有姜玉蕊的反线中板、文东和的高尖、翠霞的数字板
等板腔音乐，通过对奏、轮奏的形式交替出现，中间
分声部还注入速度递进的琼剧中板头旋律，随着力
度和速度不断加强加快，转至唢呐、笛子吹奏和恢弘
的主旋律，让人在序曲中提前感受到剧中爱情故事
的曲折、感人、悲壮。

该剧的唱腔段段好听，句句经典。“重门深
锁幕帘垂”的内线中板，将深闺小姐的无限愁怀
表现得淋漓尽致；“日丽风和艳阳天”是文东和
出场的程途板腔；“湖畔挑灯夜读书”“姜家世妹
美如玉”“遇文哥哥在寿堂”是文东和与姜玉蕊
的中板代表唱段，旋律优美、行腔流畅、明亮欢
快、变化细腻，已成为琼剧生旦行当的经典唱
段，入行必学。

“园会”是《红叶题诗》中最优秀的折子戏，其
高腔、中板和颇有粤潮韵味的“愿结同心一叶丹”
二重唱已成为几代人传唱的经典唱段。剧中，父
女对唱“谁人不知七王阴险”，将琼剧传统的告罗
腔、教子腔、叠板、数字板、中板散板融合为一体的
大段唱腔，转调衔接自然顺畅。高尖线的“怒气填
膺骂七王”唱段，唱出了文东和心中的夺妻之恨。
再紧接着文母的唱腔，苏炎娣老师等作曲家巧妙
地选用了适合母旦平喉演唱的反线、内线中板，表
现了母亲伤心无奈、哀怨不平的心情。

剧中第九场，姜玉蕊在弦乐和喉管为主的古
腔音乐过门中轻声开唱“誓将此身报郞君”。此段
唱腔唱词虽不多，但句句唱词为内心抒怀，悲中带
泪。作曲家设计的古腔委婉的内线拖腔，似叹息、
似哭泣，旋律转调进入慢叹板，凄凉悲怆，然后再
转调进入低沉的反线中板，叹息声腔，催人泪下。
后将田汉所写的“松柏从来斗岁寒，愿同生死不偷
安。相携西子湖中去，化作胥潮血样丹”作为尾声
合唱，让为爱殉情的主人公在缓缓升起的红叶背
景高台上亮相而剧终。该剧体现了文、姜两位男
女主人公对封建统治的抗争和对美好爱情的追求
向往，再次向观众强化了《红叶题诗》的主题。

复排《红叶题诗》时，张发长、郑立艺老师怀着
敬畏之心，反复观看电影录像、听唱腔音乐，在剧
本资料不太完整和统一的情况下一句一句对、一
个音一个音记，最后才整理出复排《红叶题诗》的
唱腔音乐，其精神可嘉可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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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词和念白是特殊的戏剧语言，也是较难掌握运
用的文学语言。剧中，姜玉蕊赏春时的情怀、文东和
游湖时的兴叹、两人堂前初遇时的羞涩、花前月下倾
诉时的柔情、面临婚变时的悲愤、投湖殉情前的痛苦，
都是通过琼剧唱词和念白来呈现的，经过田汉润色后
文学色彩更加浓郁。

例如，“题诗”唱段原是“侯门深锁幕帘垂，昼锦堂
前燕双飞。恹恹春愁排不得，且移莲步出香闺”，润色
后改为“重门深锁幕帘垂，画堂春晓燕双飞。无限愁
怀排不得，暂且移步出深闺”。这一改动，整个戏的格
调和立意就上去了。把“侯门”改为“重门”，就突出了
姜玉蕊是被重门深院束缚住的深闺女子及其渴望并
向往自由的性格。把地点“昼锦堂”改为“画堂”，表现
出了姜玉蕊终日与诗书相伴的特点，为后面姜玉蕊题
诗作了很好的铺垫。再加入“春晓”一词，便交待了事
件发生的时间是在春天的早晨，“画堂春晓”简单四个
字就点出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唱词颇为精简，可
见戏剧家的功力之深。将“恹恹春愁”改为“无限愁
怀”，既叙述了一个女子的情怀，又将其心中的怀春之
感作了延伸，让“无限愁怀”包含了怀春情怀、家国情
怀等叠加情愫。这才有了后面“园会”时，她对文东和
不愿在南宋偏安的时局中随波逐流的理解，并成为彼
此的知己知音。最后，把“香闺”改为“深闺”，与前面
的“重门”互相对应，生动又形象地描绘了一个少女生
活的特定环境，以及她在这特定环境中不甘寂寞又排
遣不得的愁怀。

《红叶题诗》中的主题诗，原为五律主题诗“调琴
知音稀，春来何迟迟。啼莺恼人意，红叶寄幽思。解
语吴枫落，知音有子期。冰心共一叶，春江作良媒”，
润色后改为“犹自深闺怯晓寒，暖风吹梦到临安。花
娇柳软春如海，却爱天涯一叶丹。血战中原骨未寒，
可怜湖上恋偏安。蛾眉倘许酬霜叶，愿结同心一片
丹。松柏从来斗岁寒，愿同生死不偷安。相携西子湖
中去，化作胥潮血样丹”。这突出了文、姜二人爱情之
外的家国情怀，是琼剧作品中难得的“诗化唱词”。唱
词和道白写得很美，通过诗与剧的结合，丰富了艺术
感染力，具有文学性、可看性、可读性，这就是《红叶题
诗》为什么成为经典剧目和扛鼎之作的原因。

琼剧《红叶题诗》讲述了南宋新科状元文东
和游杭州西湖时，因拾得题有诗句的红叶，与题
诗人姜玉蕊相识相恋的故事。文、姜两家定聘
之日，宋皇下诏准七王奏选玉蕊为妃，东和动本
陈理，状元反被除名，贬归故乡琼州，最后东和、
玉蕊双双投湖殉情，以死抗争。文东和与姜玉
蕊不畏强权、追求爱情的精神，感动了一代又一
代海南人。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也是文艺作品永
恒的主题。琼剧《红叶题诗》剧情不同于传说中
唐天宝年间诗人顾况与宫女红叶题诗的“下池
轶事”。顾况与宫女的结局是两人成婚白头偕
老。

琼剧《红叶题诗》原剧本写的是文东和、姜
玉蕊和表妹的三角恋情，后以文与姜结合、表妹
被赐封为七王妃的喜剧收尾。经田汉润色删去
表妹戏份，改为七王强选妃，文、姜无力抗争双
双投湖的悲剧结局。《红叶题诗》由单纯的才子
佳人爱情故事升华为戏曲电影《红叶题诗》所体
现的“社稷兴亡、匹夫有责”。这种将爱情故事
上升到国恨家仇和敢于反抗封建制度的层面，
立意非凡，不落俗套。由黄良冬整理的《红叶题
诗》排练本，仍以电影文学剧本故事来整理。这
一剧本已成为琼剧经典，故事家喻户晓，影响巨
大。

琼剧《红叶题诗》有一段
光辉的历史。1960年1月，
周恩来总理来海南视察，偕
夫人邓颖超观看了《红叶题
诗》。他说：“《红叶题诗》基
础很好，要抓紧加工提高，欢
迎你们上北京。”1960年3月
29日至4月11日期间，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
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华
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
召开。周总理亲点《红叶题
诗》晋京为全国人大代表、全
国政协委员演出，这是琼剧
史上流芳千古的盛事，也是
琼剧最荣光的时刻、最辉煌
的历史。

1962年，根据周总理的
指示，由戈铁、石萍将琼剧
《红叶题诗》写成电影文学剧
本，时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主
席、著名戏剧家田汉修改润
色，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主
任张客执导，珠江电影制片
厂拍摄的琼剧戏曲电影《红
叶题诗》一在海内外上映便
引起轰动，成为琼剧艺术迄
今难以企及的高峰。

为了传承传统剧目、重
现经典艺术，2020年 8月，
海南省琼剧院启动琼剧《红
叶题诗》复排计划，由黄良冬
整理复排剧本，并携李硕征
执导，张发长、郑立艺任音乐
唱腔整理、配器。2021年9
月，该剧在省琼剧院院长杨
济铭带领的领导班子亲自推
动下进入复演排练。经过一
个多月的磨炼，复排的琼剧
《红叶题诗》于2021年11月
24日、25日、26日在海南戏
院与观众见面。这三天的演
出可以说是一票难求，足以
窥见经典剧目在老百姓心中
的影响力之大。

票友“小书童”说：“我们
是《红叶题诗》的‘内亲’，一
定要看三天。”何止票友呢，
我也是连续三天观看，余兴
未尽。琼韵网约我写评论，
我说经典剧目不好评论，但
是可以谈谈自己的观看感
受。那么，复排的《红叶题
诗》好在哪里呢？我认为有
“四美”。

永敬贺

红叶题诗姜妹妹，
湖畔挑灯文哥哥。
重门深锁老师唱，
愿结同心学生和。
总理亲点晋京演，
服务两会流芳歌。
经典剧目再复排，
万世之作永敬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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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海南观看琼剧
《红叶题诗》后接见演职人员。

琼剧电影《红叶题诗》剧照。

琼剧《红叶题诗》复演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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