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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艳

回望改革开放 40年来河南戏剧的发展，
可清晰勾勒出它特征鲜明的历程：复苏回归
的改革开放初期，探索创新的 80年代，蓄势
潜行的90年代和强势崛起的新世纪。

改革开放初期，被禁锢多年的传统戏重
返舞台，一大批优秀传统剧目借由古装戏解
禁的浩荡春风，获得了新的艺术生命。1978
年，曲剧《卷席筒》在郑州市人民公园露天剧
场连演两个多月，每场观众数以万计。1982
年，豫剧演员王清芬携《大祭桩》进京演出，连
演 54场。可见当时古装戏的风靡程度。正
是在这股热浪中，一批传统戏产生了超越艺
术自身的社会影响，成为不可撼动的经典。

现代戏是河南戏剧的显著特色、传统优
势。改革开放初期，河南戏剧的重要收获和

“亮点”，是现代戏的强势回归。《谎祸》《朝阳
沟内传》《劳资科长》《小白鞋说媒》《金鸡引
凤》《倔公公偏遇犟媳妇》《儿女传奇》《拾来的
女婿》《倒霉大叔的婚事》等一批描写改革开
放社会新现象、新风尚、新人物的作品应运而
生，这些作品真切反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中原广大农村发生的深刻变化。尤其是
《倒霉大叔的婚事》，以喜剧手法，对中原农民
生活和精神面貌的变化做了生动及时的反
映，并发扬了河南现代戏乡土气息浓郁，人物
鲜活生动，风格轻松幽默的传统。该剧所取
得的艺术成就和传递出来的明朗、豁达、幽默
的生活态度，使它成为新时期戏剧舞台上的

“常青树”。
上世纪 80年代中期开始的探索创新，是

从两个层面展开的。先是应对“戏曲危机”的
图存革新，意识流、闪回、歌舞、杂技、话剧等
各种手段都“拿来”为我所用。然而，形式的
革新终归要依托观念的同步才会生效，这轮
应对危机的改革，因观念的“缺位”而流于形
式技巧的花样翻新，也使这一时期的革新呈
现出去戏曲化、去剧种化、趋歌舞化特征。而
紧跟其后的另一轮革新，则是一场观念的“革
命”。在再度确立的知识精英启蒙话语的观
照下，全国戏剧界展开了一场戏剧观念的大
讨论、大探索、大实践，由此诞生了一大批极
具先锋意味的剧目。豫剧《半个娘娘》、话剧
《水上吉卜赛》，即是河南艺术家在这场戏剧
观念的讨论、探索中做出的来自中原的回
应。但先锋戏剧在当时的河南，并未能构成
主流话语，这注定它们不能走向更远。

上世纪 80年代后期，河南戏剧创作的另
一特点，是现实主义的向内探视和意蕴深化，
这在现代戏《石头梦》《乡醉》《归来的情哥》、
新编历史剧《粉黛冤家》等剧目中得到集中体
现。总之，上世纪 80年代的河南戏剧，无论
是前期的回归复苏、反思批判，还是后期的

“危机”应对、观念革命、现实深化，都是在改
革开放的大潮中进行的不同层面、不同向度
的实践探索。

到上世纪 90年代，市场经济勃然兴起，
大众文化成为主流，各种国家级艺术奖项的
设置成为激励创作的巨大动力。

这一时期，河南戏剧创作最引人注目的
是农村题材现代戏硕果累累，《黑娃还妻》《试
用丈夫》《儿大不由爹》《吵闹亲家》《五福临
门》《闯世界的恋人》《能人百不成》《红果，红
了》《老子·儿子·弦子》等一批作品集中涌
现。它们以生动有趣的情节和浓郁的生活气
息取胜，其质朴、通俗、热闹的大众品格，正好
符合“大众文化”时代观众的审美口味。同
时，一些剧目亦不乏深意。如《能人百不成》
对思想内涵的哲理追求，《老子·儿子·弦子》
中“精神赡养”的现代话题……这些现代戏为
我省赢得了全国性荣誉，相继获得文化部文
华新剧目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随着市场经济在国家体制上得到合法性
确立，文化与市场之间建立起“既抵御、又同
谋”（洪子诚语）的复杂关系。反映在艺术创
作上，就是大量“行业戏”“定向戏”的诞生。

“定向戏”创作，无疑是“戴着镣铐跳舞”，但在
“为稻粱谋”的市场经济初期，却是很多剧团
求得生存的重要依赖。在不得已而为之的情
况下，创作者也在努力以艺术规律突破题材
束缚，《蚂蜂庄的姑爷》《都市风铃声》《王屋山
下》等在艺术化上均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

那时，作家的创作也不再像上世纪 80年

代那样“锋芒毕露”，但含蓄内敛、波澜不惊的
书写中，同样蕴含着巨大的思想力量，体现着
思想解放的深层影响，也体现着创作者对创
作初心和理想的坚守。新编古装戏《风流才
子》、历史剧《春秋出个姜小白》、《曹操父子》、
现代戏《阿 Q与孔乙己》等，熔铸了创作者对
历史、社会、现实、人生的深刻思考，意蕴丰
厚，韵味隽永，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意义。

上世纪 90年代初，舞台艺术创作的政府
奖“文华奖”以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的设
立，对市场经济疲软中的艺术创作不啻是一
针兴奋剂。夺奖的动力和目标，不但促进了
艺术家的创作热情，而且大大促进了舞台综
合表现力的提升，科技的发展使河南戏剧的
舞台样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红果，红了》
《王屋山下》《都市风铃声》能够走向全国，出
色的舞台呈现功不可没。

新世纪的开局之年，现代戏《香魂女》在
第六届中国艺术节上获得大奖，犹如金鸡之
鸣，奏响了河南戏剧新世纪崛起的号角。此
后，河南戏剧冲破了困扰多年的瓶颈束缚，境
界顿开。十多年间，《程婴救孤》《铡刀下的红
梅》《常香玉》《风中少林》《老子》《红旗渠》《焦
裕禄》等，创造了文华大奖、国家舞台艺术精
品工程双双“六连冠”的历史辉煌。新世纪河
南戏剧进入了崛起繁荣期，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创作观念的突破。首先是以现代观
念观照题材。豫剧《香魂女》、《风雨故园》、曲
剧《惊蛰》等，以现代视角透视女性在不幸婚
姻中的挣扎、痛苦、觉醒，具有洞穿人心的思
想力量。其次是以独特视角开掘题材。《红旗
渠》《焦裕禄》（豫剧、话剧）都是半个世纪前就
进入艺术创作的题材，新世纪的创作，站在时
代的高度，用独特视角重新审视，做出了具有
突破意义的阐释。再次是以独特方式展开叙
述。《铡刀下的红梅》将“闪回”手法上升到结
构意义，《常香玉》以“心灵絮语”作为切入视
角，这注定了它“是一首诗，而不是故事。”（李
利宏语）。

二是体裁、题材的丰富多元。新世纪河
南戏剧的繁荣，既体现出现代戏作为传统强
项的优势，也体现出“三并举”（传统戏、现代
戏、新编历史剧）指导思想下的多样并存。《程
婴救孤》《清风亭上》《三娘教子》《琵琶记》《白
兔记》和《老子》《玄奘》《霸陵桥》等，分别代表
了传统戏整理改编和新编历史剧的创作成
就。而新版《白蛇传》、小剧场戏剧《福兮祸
兮》《伤逝》则构成这一时期河南探索戏剧的
景观，成为“三并举”之外的“另类”存在，丰富
了河南戏剧的体裁样式。

题材类型的多样体现在：根据真人真事
改编的戏数量庞大，蔚然成风，除了前述所
及，尚有《村官李天成》《女婿》《大爱无言》等
佳作；革命历史题材再度成为热点，涌现出
《铡刀下的红梅》《红菊》《红高粱》《山城母亲》
等一批力作；地域题材不断升温，这是提升文
化“软实力”共识下的普遍选择，热度高、数量
大，其中《宣和画院》在地域文化内蕴开掘和
气质表现上，可圈可点；社会问题剧《啼笑皆
非》《王屋山的女人》《清风明月》《都市彩虹》
等，聚焦道德危机中的良知拷问和诚信呼唤；
廉政题材备受重视，继续发挥着戏剧“美教
化，正人伦”的寓教作用……

三是创作力量的整体崛起。新世纪河南
戏剧的繁荣崛起，依托的是一支健全成熟的
创作队伍。80年代开始创作的一批剧作家，
如孟华、齐飞、姚金成、李学庭、孔凡燕、王明
山、韩枫等，经过多年积淀，进入了创作的成
熟期；而 90年代进入创作队伍的贾璐、陈涌
泉、杨林等，则显示出与前辈不同的文化积淀
和观念视野，同样在新世纪的舞台上大显身
手。以李利宏、张平、李杰、丁建英等为代表
的导演艺术家，保证了河南重点剧目的“自主
制造”，并在全国各地的舞台上泼洒才情。因
此，新世纪“河南的戏剧已经不是一个局部的
繁荣，它已经在参与着中国戏剧的大循环，并
且在整体上影响着中国戏剧的创作和发展。”
（罗怀臻语）

40年的辉煌成就，由几代戏剧人共同书
写。回眸历史，感慨欣喜。纵然，在经历了新
世纪的快速发展、“高能”释放后，河南戏剧人
才不足、创作功利等问题已然显现，但河南戏
剧人有信心在伟大的新时代不断前行，努力
向艺术高峰攀登！3

□吴俊

大约十年前的 2008年，我参加“改革开放
30年——中国作家看河南”活动，曾在河南各地
参访十来天。其间感受可谓震撼。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我将自己的感受扼要概括为两点：一是
原先我对河南的印象色彩是土黄色、灰黄色的，
这次看到的则是多彩的、鲜丽的，视觉印象改变
的不仅是自然风貌，实质是一种文化色彩、社会
色彩、生活色彩，或者说是一种人的精神色彩，
这使我对河南有了更加贴近的亲切感。二是我
原来以为河南的社会生活、文化氛围可能更多
表现是沉稳、凝重的，应该不如南方、沿海的洒
脱和轻盈，这次却让我深切地体会到了河南日
常所流露出来的流动性和跳跃性，河南的文化
生气吸引了我，并且常常使我意外而感动。总
而言之，我看到了一个多元多彩、动感动态的发
展中的河南。这颠覆性地改变了我原来只是从
书本经验、耳食之谈得来的河南和中原印象。

十年前的感受支持了我再次到河南参加第
三届中原作家群论坛。中原作家群之名也是由
来已久，相似的名称还有豫籍作家、文学豫军、
河南作家等，中原作家群虽以河南地域为主，但
它不再是一个主要以行政区划或自然地域为突
出特征的名称了，而是一个充分意义上的文化
概念，是一个富于想象力的人文概念或文学地
理概念。中原作家群概念蕴含有无边的阐释空
间和幽长的抵达深度，显然有助于当代文学批
评和研究获得有力的拓展可能。中原文化可谓
传统中国文化乃至政治的核心部分，中原文化
的历史传承自然也就构成、影响了中国文化的
流变轨迹。当今的中原文学诞生于这样一种深
厚的文化历史传统，并且最重要、最醒目的，正

是从传统出发才赋予了包括中原文学在内的中
国当代文学的独特生命气质，从新时期到新时
代，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中原作家可
以说是起到了引领性的作用。由此，也可以说，
中原作家、中原文学连同其母体的中国文学，共
同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我的这种说法，其
实是想强调一个事实或看法，就是我们应该看
到中原作家、中原文学概念中的世界文学含
义。这也是文学批评的阐释责任。

在此，我们也可以将中原作家、中原文学看
作是中国文学的一种高原现象。中原文学无疑
具有中国文学高原的特色。

高原具有辐射性的能量。中原作家、中
原文学的辐射对象就是中国文学。在中国文
学的版图中，中原文学的价值地位的不可取
代性已经毋庸置疑。可以说，没有中原文学，
就不会有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性成就。但我
现在更想强调的是中原作家、中原文学的弥
散性——作为中国文学的一种特色元素，甚
至作为中国文学的代表，中原文学已经弥散
化地进入了世界文学。我们可以看到，中原
作家已经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生动符号
活跃在世界文学的生态呈现中，离开他们，你
会顿时觉得所谓世界文学中的中国文学形象
是残缺的。有了他们，世界文学中的中国文
学才是真实的。事实是，中原作家之为世界
文学的成员已经证明了当今文学的国际性和
世界性关联，虽然这种国际性和世界性关联
并不能说就是一种文学的价值判断，但文学
的人文精神价值却是需要用这种国际性和世
界性关联才得以充分地实现，否则只能是一
种语言的地域性有限写作。抽象的世界文学
或许也有存在的意义，但所谓世界文学的真

实图景正是通过文化、语际、地域的跨界旅行
才得以成立和形成的。我以为许多中原作家
已经在世界文学的时空里获得了自由旅行的
通行证。

再从世界文学的可能视野来回看中原作
家，后者的个案特殊性或许更为突出。好像是
去年吧，刘震云有过一次文学的欧洲之旅，过
后，就有欧洲翻译家提出了关于河南话、河南普
通话的翻译问题。我不谈具体的翻译技术，而
想指出在这个问题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文化逻
辑及其意义：由一个作家作品的翻译，进入了一
种特定的语言或方言，即河南话；由河南话进而
进入这种语言所代表的文化，即中原文化。这
时，你就会发现，中国文学的翻译看上去是一种
国际的文学交流和文化互动，实则内里起着粘
连作用的首先只是河南话而已；始于作家个体
的中国文学翻译，终归于中原文化、中原文学的
语言魅力。在这个案例中，讨论中国文学，其实
讨论的就是中原的语言及其作家作品。中原在
语际的旅行中，从中国到达了欧洲，甚至还会到
达全世界。中国文学就这样个性化地活在了世
界文学中。

最后，我还想提到的是，中国文学进入世
界的轨迹正在出现一种明显的变化，如果说十
几年前，我们预期的世界文学视野中的中国文
学是“传统中国”的魅力，犹如张艺谋最早走向
世界的电影，那么现在就应该是“现代中国”，
与世界同步的现代性的中国。特别是随着中
国的全面崛起，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大幅提升，
一种崭新的“世界的中国”已经成为中国和世
界的共同期待。在世界文学领域，中原作家、
中原文学显然有责任为这样一种“世界的中
国”做出示范。3

□李天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中
国农村将发生哪些变化，作家该如何回应时代
新变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书写新时代新农村
的新面貌，颇值得思考。具体而言，就是深入体
验、观察新时代农村大地上的人和事，回答诸如
生态文明、环境保护、脱贫致富、乡村振兴、乡村
文化等中国农村在新时代面临的迫切的、重大
的课题，并以蓬勃的激情和热忱的感受力去书
写，去描摹，从而创作出乡土文学新经典。

关于乡土文学的阐述最早来自鲁迅。上
世纪二十年代，一些寓居于京沪大都市的作
家，带着对童年和故乡的回忆，用隐含着乡愁
的笔触，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
上”，显示了鲜明的地方色彩，从总体上呈现
出比较自觉而可贵的民族化追求，开创了现
代文学史上堪称一大创作潮流的风气。无论
是鲁迅的《故乡》、茅盾的“农村三部曲”、萧红
的《生死场》等，都将深广的现实社会内容与
风俗民情描写相融合。而沈从文、废名等的
作品则以田园牧歌式的乡村书写，表达着对
故乡浓郁的爱恋。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以
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还是以赵树理为
代表的“山药蛋派”，以及丁玲、柳青、周立波
等的创作，都极大丰富了乡土文学的内涵，表
现出鲜明的风格特色和民族气派。

改革开放 40 年来，乡土文学更加蓬勃发
展，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拓展，呈现出全新的
面貌。不管是早期的伤痕小说、知青小说和反
思小说，还是寻根文学、新写实小说，抑或是先
锋小说和多元的新历史、新流派创作等，包括
诗歌、非虚构等，都不乏优秀的乡土书写。而
诸多不同代际不同风格的作家们，如高晓声、

汪曾祺、刘绍棠、路遥、古华、梁晓声、张承志、
张炜、李佩甫、刘震云、韩少功、史铁生、贾平
凹、余华、莫言、王安忆、铁凝、周大新、刘庆邦、
马新朝、梁鸿等，也都先后创作出了或具代表
性或具开创性的乡土文学作品。从《受戒》《陈
奂生上城》《平凡的世界》《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小鲍庄》《活着》《羊的门》《秦腔》《笨花》《红
高粱》到《一句顶一万句》《湖光山色》《平原上
的歌谣》《响器》《中国在梁庄》等，优秀者不胜
枚举、灿若星辰。这些乡土书写所描绘的风
俗、风物、风情，所讲述的乡村生活、人生阅历、
生存境况，所表达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精神
境界，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结构和民族文化的心
理结构，已然在最广泛的可能性上呈现了当代
中国社会文化的诸多方面。

就河南作家而言，大多有着特别强烈的乡
土意识和浓郁的乡土情怀。凭借《满票》获全国
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作家乔典运曾说：“三十多年
来，我一直在一个小村子里生活，与群众同欢乐
共患难……我认识到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山村，
比起轰轰烈烈的大社会是微不足道的，但这对
我的创作来说，却是一口汲不完的小井。”很多
作家即便离开家乡在大城市生活多年，但那些
刻骨铭心的农村生活经历，在泥土中拼搏进取、
摸爬滚打的切身感受，那些即便在呼吸中也能
触手可及的泥土气味，仿佛一种割舍不断的脐
带牵扯着他们的内心，使他们时时刻刻都在惦
念着故乡，于是，描写农村乡土就成了作家书写
现实生活的路径。

当下，乡村振兴和乡村文化发展是一个系
统工程，既需要综合运用器物、人才、制度、阵地
等多种手段，又需要充分发挥文学的濡染、浸润
和引领作用。农村题材创作作为乡村文化的一
个重要维度，应置身乡村振兴的潮头，把握乡村

振兴的脉搏，呼应乡村振兴的节奏。作家们应
书写乡村振兴的故事，审视、提炼和升华乡村振
兴的文化精神、文化气度，在此基础上推出有思
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佳构妙作，反映伟大的新
时代和火热的新农村新面貌。

我认为，新时代乡土文学创作可以从以下
三个方面做出努力和探索。

一是传承接续中国乡土文学优良传统，同
时探索新时代农村题材作品的新特质。开放的
乡土文学，曾容纳美丽田园的淳朴人性和波澜
壮阔的时代斗争，容纳粗犷的阳刚之气与纤细
的阴柔之美。新时代，作家们应该以更开阔的
胸怀关注乡村的变迁，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每
一个村庄的发展，观照乡村振兴的历史进程，描
摹新时代农民的精神风貌，从而精准把握新时
代新农村的本质特征。

二是要站在历史文化和哲学思考的高度，
不是平面的、肤浅的速写、素描或机械照搬，而
是敏锐捕捉和呈现时代变革下农村新的生产方
式、生活方式、生存状态的变化。这种现代化转
型和千百年来的农村究竟有什么不同；中西文
明，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城乡差异，在当代农
村、农民身上到底有着怎样的体现；民俗、民风
正在发生什么样的新变等，这些都需要以历史
的宏阔和哲学的对人的深度思考，才能真正推
出有分量的精品，拓展乡土文学的创作空间。

三是要以深厚的人文情怀，坚守崇德向善
的价值取向。作家要走出书斋，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真正了解农民的追求和诉求，认真观察
生活，提炼素材，塑造鲜活的农民形象。以人文
情怀关注新农民的命运和生存状态，要弘扬真
善美，传播正能量，使乡土文学作品拥有更加深
厚的思想内涵和永恒的人文价值。

期待乡土文学在新时代焕发新风采！3

创造经典 谱写辉煌
——改革开放40年的河南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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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新时代乡土文学

走向世界的中原文学
●当今的中原文学诞生于这样一种深厚的文化历史传统，并且最重要、最醒目的，正是从传统出发才赋予了

包括中原文学在内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生命气质，从新时期到新时代，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中原作

家可以说是起到了引领性的作用。

●中原作家已经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生动符号活跃在世界文学的生态呈现中，离开他们，

你会顿时觉得所谓世界文学中的中国文学形象是残缺的。有了他们，世界文学中的中国文学才是真

实的。

●中原作家群概念蕴含有无边的阐释空间和幽长的抵达深度，显然有助于

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获得有力的拓展可能。

新世纪河南的戏剧已经不是局部的繁荣，

它已经在参与着中国戏剧的大循环，并且在整

体上影响着中国戏剧的创作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