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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份开始，开心简史团队推出的《关虎屯的艳俗生活》

和《碧沙岗往事》将上演，具体时间和地点以相关微信公众

号为准。

仟勋话剧作品《收信快乐》，将于 9 月 14 日、15 日、16 日

19：30 上演，《面具》将于 10 月 12 日、13 日、14 日 19：30 上演，

地点为郑州市丹尼斯大卫城 6楼剧场。

异彩魔方团队创作的《我心爱的》，将于 9 月 7 日、8 日，

以及 10月 5日、6日、7日 19：30上演，地点同样是郑州市丹尼

斯大卫城 6楼剧场。7

□宋敏

曾经有朋友问我有什么梦想，我大言
不惭地回答：演话剧。当然，我心里也明
白，除了学生时代曾一腔热情地自编自导
自演过两次话剧外，恐怕梦想也就只能是
梦想了。

我想这世上一定有不少人像我一样，
会在某个时刻对现实中的人和事视而不
见、听而不闻，迷恋于舞台上闪闪发光的虚
拟世界。坐在剧场里的两三个小时，能够
让人暂别嘈杂喧嚣，随着台上演员的嬉笑
怒骂，走进光怪陆离的世界，体验完全不同
的人生。甚至在结束的时刻，在互相挽手、
鞠躬谢幕的演员们身上，也仿佛能看到神
圣的光芒。这样的感觉，很奇妙。所以，当
我第一次看到话剧的时候，就被它深深吸
引了。

陕西人艺方言版话剧《白鹿原》在郑州
公演之日，也恰是电视剧版《白鹿原》播出
之时。后者集中了张嘉译、何冰、秦海璐等
一众知名戏骨，在网上也收获了较高的评
分，但收视率却不甚理想，一些视频网站甚

至还没有更新完毕就将它匆匆下架。相比
之下，号称“陈忠实最满意版”的话剧《白鹿
原》，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演出几乎场场爆
满，叫好又叫座。但不管怎样，电视剧和话
剧的交叉呈现，让这部经典在大众心中又
有了热度，不少人——也包括我——又把
原著从落灰的书架上找出来重读，也算功
德一件。

因为生命中的种种繁琐，迄今为止，我
看过的话剧用一双手就数得过来，比如《茶
馆》。还有京味话剧《老舍五则》，我在海南
和河南分别看了一遍。更多的是遗憾，比
如王安忆改编、许鞍华导演的香港话剧《金
锁记》，我一直没有机会睹其芳容。

看得少，不代表心中没有向往。理想
中的自己，应该是带着浪漫色彩的文艺青
年，经常看话剧。彼得·布鲁克在《敞开的
门》中说：“戏剧就是人生”。他继续解释
道：“戏剧是更加浓缩的、更富有生命力的
人生。如果人生如戏，当每次从剧中穿越
回现实世界的时候，惟愿我们演好自己这
个角色，努力活成理想中的模样。”没错，梦
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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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大明

从上世纪初至今，中国话剧已经走过了百余年的

历程。《黑奴吁天录》《雷雨》《上海屋檐下》《茶馆》《关

汉卿》《暗恋桃花源》乃至《恋爱的犀牛》《宝岛一村》

《夏洛特烦恼》……一代代话剧人奉献出的优秀作品，

成为无数人的经典记忆。而在中原大地上，《迷失的

雏鹰》《宣和画院》《红旗渠》《焦裕禄》《老街》等一系

列话剧作品，也在温暖着观众的心灵，传播着优秀文

化，讴歌着时代精神。

在话剧艺术的大家庭里，小剧场话剧也在悄然成

长。从戏剧先锋的试验田到成为话剧艺术重要

的表达方式，小剧场话剧受到越来越多的关

注和认可。在很多熟悉这种艺术形式的人

看来，小剧场话剧的质量和规模，关乎

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近日，记者

走访省内小剧场话剧的一些主创

人员和观众，听他们畅谈感受，

吐露心声，感受这片土地的

文化脉动。

“你是不同的、惟一的、柔软的、

干净的、天空一样的。你是我温暖

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味道

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你是纯

洁的，天真的，玻璃一样的。你是纯

洁的，天真的，什么也污染不了。你

是纯洁的，天真的，什么也改变不

了。阳光穿过你，却改变了自己的

方向。”

这是话剧《恋爱的犀牛》一首插

曲中的歌词，纯净、动人而富有诗

意。它曾深深地打动很多人，但又

让他们说不出什么具体的理由。

如果你也想觅到这样迷人的

诗意，不妨也在闲暇时走进话剧的

世界。或许，你的人生将更加丰

盈，你的城市也会因此而更加趣味

盎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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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兴兴上学去，还去不去了？！”
9月 1日下午，郑州市俭学街上一幢大厦
的6楼，六七十平方米的场地上，青年演
员宋小春和王梦瑶正在彩排小剧场话剧
《碧沙岗往事》。场下指导不时喊停，与
他们探讨表演细节。清晰洪亮、富有激
情的念白声，飘荡在房间里的角角落落。

《碧沙岗往事》是“开心简史”团队推
出的“郑州三部曲”中的第二部。第一部
是取材于“郑漂”奋斗史的本土小剧场话
剧《关虎屯的艳俗生活》，自去年上演以
来口碑不错，截至目前已经商演34场，上
座率也不低。这样的成绩放在省内民间
话剧市场中来看，可谓亮眼。同样取材
于本地人日常生活的《碧沙岗往事》，算
是《关虎屯的艳俗生活》的续作。

顾名思义，相较于大型话剧，小剧
场话剧的特点是舞台空间小，演员与观
众距离更近。除了本土原创话剧比较
少见之外，让不少观众感到新鲜的是，
时长两个小时、分为 12幕的《关虎屯的
艳俗生活》从头到尾只有一个演员。对

主演宋小春来说，这无疑是个艰巨的任
务。“最难的不在于一个人背下来几万
字的台词，而在于让那么多观众盯着同
一张面孔看两个小时不跑神、不枯燥甚
至一直充满好奇，这就需要使出浑身解
数，用专业技巧撑满每一个瞬间。对我
来说，这是个很大的挑战。我能做的，
只有在持续摸索中向着完美一步步努
力。”宋小春介绍。

谈到“本土话剧”的概念，宋小春认
为，“本土”和“主流”其实不应该分开
聊，虽说是讲述家乡故事、带有地方特
色，但多数本土话剧的呈现形式会采用
最新、最主流的方式来制作，对表演和
技术的要求与主流话剧并无二致。“如
果一部话剧到外地参演不受欢迎，是不
能拿‘本土话剧’当借口的。好的话剧
在哪里都会受欢迎，小剧场话剧也应该
在主流话剧界有一席之地。”

“对于一座城市来说，剧场就像是
一所开放的艺术大学。看一座城市的
文艺氛围强不强，就看它的剧场有多

少。”这两部剧的导演和编剧刘保利介
绍，在欧洲一些国家，平均每两万人就
有一个剧场，而且天天上演，很多年轻
人愿意花几十欧元去看戏，对很多当地
人来说，“电影是快餐，而话剧才是正儿
八经的一顿饭。”

从 2007 年开始在河南做话剧《奔
驰！奔驰！》至今，刘保利一直在做“比较
纯粹”的戏剧。在他看来，虽然目前河南
的话剧观众群体并不庞大，但本土话剧
仍然有着很大的市场潜力，这需要更多
的创作团队互相合作和竞争，形成良好
的行业生态。《关虎屯的艳俗生活》某场
演出之后，一位观众表示，之前第一次走
进剧场看到的作品让他很不满意，甚至
发誓这辈子不再看话剧，但看了《关虎屯
的艳俗生活》之后，又重新燃起了看话剧
的兴趣。这件事，让刘保利印象深刻。

“河南的老百姓不会买票看戏的说
法，无疑是错误的。做话剧就像做餐
馆，菜做得不好，总不能埋怨顾客不想
掏钱。”刘保利说。

1907年，李叔同、欧阳予倩等中国
留日学生组成的“春柳社”在日本演出
《黑奴吁天录》，被认为是中国话剧史的
开端。一百多年来，无论是作为主创还
是观众，年轻的学生群体也一直都是中
国话剧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我国
校园剧团的数量在不断增加。据不完全
统计，2017年，我国大概有 200多个大
学剧团。我省高校自然也不缺少自己的
话剧社团。

9月2日，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郑东
校区，记者见到了该校春雷话剧社的社
长王雨哲。成立于 1999年的春雷话剧
社，在学校100多个社团中规模最大，目
前持证社员近千人。王雨哲介绍，从当
年演出《雷雨》开始到后来的《如果·爱》

《收信快乐》等等，话剧社基本上每个学
期都会推出一部话剧甚至歌舞剧。

“我们的导演一般是从之前的演员
中挑选，有时也会邀请省话剧院的老师
过来辅导。”王雨哲介绍，“剧本以改编文
学或电影作品居多。”上学期推出的《风
声》，剧本就是从电影版中提炼出来的。
为此，担任导演的韩子威不知把电影看
了多少遍。从面向全校海选演员到每天
排练沟通再到一两个月后上演，话剧社
相关人员不可谓不辛苦。效果也是明显
的：上演之前，几百张门票一个小时就在
网上被一抢而空，演出之后也受到很多
好评。

原本性格有点儿内向的大三学生张
晓辉，也通过参演《风声》而开朗了不少，

并因此结识了不少朋友。对他来说，站
在舞台上展示自己所带来的自豪感只
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通过参演
这样一部红色题材作品，真真切切地感
受到了当年那些民族英雄奋勇抗日的
精神力量，内心受到了很大的触动。”张
晓辉说。

虽然大多数学生剧团还难以与专
业剧团相提并论，但在这些年轻人身上，
无疑可以看到蓬勃的力量。正如一位大
学生曾写的那样：“拒绝放弃拥有梦和理
想的权利……以自己的方式，以最为原
始、最为质朴的语言，以令人敬佩的勇气，
表达着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在这
群人身上，你可以看到一种强大的、活泼
的生命力。这大概就是戏剧的真谛。”

小剧场是具有高度变通能力的、兼
容并蓄的开放空间，这也让观众走上舞
台亲身体验有了更大的可能。比如，郑
州的异彩魔方话剧团队每周举办“戏剧
体验日”，吸引人们在专业导演和演员
的指导下，零距离体验戏剧表演的魅
力。

而郑州仟勋话剧正在推出的“儿童
戏剧美育”，也吸引了不少家长和孩子
参与进去。仟勋话剧创始人闫玉静介
绍，参与这种“教育戏剧”的孩子不会领
到任何剧本，也不需要表演技巧，却可
以在老师的引领下，通过即兴表演、角
色扮演、模仿游戏等方式释放出本真的
天性，讲出自己内心的故事。“这种方式
不将技巧性的东西作为重点，而首先考
虑人格教育，激发孩子们对自身和身边
事物的认知。”闫玉静说。

在闫玉静看来，要想吸引更多的人
走进小剧场，除了要保证作品本身的质
量，培养观众看话剧的习惯也很重要。
从 2015年与青年作家寇洵合作推出改
编话剧《开放夫妻》开始，仟勋话剧陆续
推出了《第二性》《喜剧是这样炼成的》
等7部作品。除了在固定的剧场进行商
业演出、定期举办剧本朗读会和戏剧沙
龙，他们还走进高校组织了十余场公益
演出，让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真切感受
到了话剧的巨大魅力。

对此，经常欣赏话剧的“老观众”章
金辉表示认可：“一批批优秀作品带动
和加速了艺术本土化的时代节奏，也带
给我们更多的文化大餐和精神享受。
感谢为此付出辛勤努力的人们，也希望
有更多的本土话剧团队形成品牌和特
色，打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基因和

文化自信。”
不过，记者也进一步了解到，目前，

河南的小剧场话剧发展还存在不少制
约因素。北京等地对小剧场话剧进行
政策和资金等方面的扶持，陆续开展

“场租补贴”等举措，对我们来说或有借
鉴意义。

“开心简史”团队的运营负责人杨
晓瑜表示，目前，相比于北上广等一线
城市，河南小剧场话剧的创作团队还很
少，诸多演出项目也存在一定的市场风
险。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文化生
活需求会越来越多样化，艺术形式也将
越来越多元化，因此本土小剧场话剧的
上升空间也很大。“在大家的共同努力
下，相信总有一天，看话剧会像看电影
一样成为人们的日常消费习惯。”杨晓
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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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收信快乐》剧照

话剧《我心爱的》剧照

小朋友们参加“儿童戏剧美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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