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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舞台剧关注并表现现实题材，是我们

近一个时期以来反复申说的话题。这不仅是对

“三贴近”原则的坚决贯彻，是对“泛娱乐化”的时

尚演艺和“泛遗产化”的传统演艺的理性审视，也

是我们纪念改革开放 30周年和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的现实需要。

应该说，“文以载道”、“寓教于乐”

的文艺观看重的主要不是文艺作品的

构成而是其效果。换言之，舞台剧创作

更应看重“题材的现实性”而不是“现

实题材”。所谓“题材的现实性”，指的

是题材对当下现实的积极影响，而这

通常是通过对题材之主题的开掘和升

华来实现的。大量的舞台剧创作向我

们呈现：许多非现实题材的作品也会

具有强烈的“现实性”，相反，有些现实

题材的作品由于停留在生活的表层或

“主题先行”，反倒呈现出背离“现实

性”的倾向。因此，我们要关注的不仅

是舞台剧创作中的现实题材，更要关

注怎样来进行现实题材的舞台剧创

作。

文艺创作主要不在于“写什么”

而在于“怎么写”。对于舞台剧创作而

言，也包括“怎样导”和“怎样演”。知

道“怎样写”是文艺家之所以为文艺

家的立身之本，是其掌握的创作技能

和洞悉的创作规律之所在。但是实际

上，“怎样写”作为文艺家的表达能力

与其“写什么”的表达欲望是一个双

向互动的建构过程。如果总是从自身

能够“怎样写”的视角去选择“写什

么”，难免形成一种越来越逼仄偏狭

的认知定式。强调对现实题材的关注

与表现，首先是要求我们的文艺家放

下“怎样写”的技能而去感受“写什

么”的大千世界和万象生活，是要求

我们的文艺家从当下生活中开掘的

“写什么”去思考创作技能的“怎样

写”。在这个意义上，创作技能不再限

制我们的题材选择，反倒会因为题材

选择面的拓展而强化技能表现力。也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关注现实是艺术

创新的第一动力。

对于题材的选择和表现来说，有些艺术家

总是较多强调艺术样式特殊性的制约，总愿意

相信对现实题材表现的苍白和窘迫是戏曲艺术

规律性的局限。我总认为，某些艺术表现手段的

运用和表现程式的确立，其实也是一定时期一

些艺术家艺术创新成果的沉淀和物化，是因为

它对对象表现得行之有效而不是它对自我表现

的依恋。手段的更新和程式的创新对于任何艺

术来说都是必然的，这既是艺术家对对象表现

的必然也是艺术家自我诉求的必然。所以我总

愿意说，创新其实不仅是艺术发展的标记，更是

艺术存在的理由。艺术创新是艺术发展的内驱

力，但不是闭锁在艺术存在的“自律

性”之中的；事实上，许多成功的艺术

创新往往取决于艺术发展进程中对

“他律性”的关注和强调。我们强调关

注现实题材其实也是注意到“他律”对

“自律”的冲击与挑战。

当我们从戏曲艺术现代进程的视

角来谈论现实题材时，我们其实已经

注意到戏曲艺术相对于话剧艺术对

现实题材表现的苍白和窘迫。的确，

表现现实题材是困扰戏曲创作的一

大难题。表现现实题材的现代戏在戏

曲艺术现代进程中相对滞后，主要在

于我们把某些历史精神的物化形态，

当成了不可逾越、更不可出走的“精神

家园”。在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

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我们

的民生在除旧布新，民心在革故鼎新，

我们的“精神家园”怎能不推陈出新！

我们要在“家园”的重建中去守望，要

在“精神”的复兴中去传承。切记，现实

生活呼唤并且也只铭记它的表达者，

表现社会的现代进程并开掘现实的民

族精神不仅是艺术家无法推卸的使命

而且是其必然攀登的标高。

对于现实题材的表现和戏曲现代

戏的创作，我们不再停留在一般号

召、倡导的层面。因为我们既往推动

戏曲发展的传统戏、新编历史剧和

现代戏“三并举”方针，现代戏不发

展就能真正实现“三并举”。解决表

达现实题材的戏曲现代戏创作难的

问题，不仅要激发艺术家的使命感

也要营造有利的创作氛围。我们的

艺术家只能在戏曲现代戏的创作

实践中去解决“创作难”的问题；而

对于这种实践，我们一要在精神上

给予鼓励，二要在

资金上提供扶持，三要允

许“试错”宽容“越界”，四

要洞察新意促进新生。让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捕捉时

代精神，让我们汲取生活之

源点燃精神之光。

李庆本

近代以来，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中外文化交流
的过程中，外来文化的输入远远高于中华文化的输
出，文化贸易的逆差现象非常明显。近年来，我们在
国外设立中国文化中心，使之成为中华文化传播的
一个重要窗口。相关高校向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
和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汉语学习者传播优秀的中华
文化，都大大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世界传播。

中华文化世界传播是我们整个民族、整个国家
的事业，需要大家共同去努力。对于我们研究者来
说，主要任务就是从学理方面去研究它的一些基本
问题，包括为什么传播、怎样传播和传播什么的问
题。有人担心中华文化的世界传播会给其他国家带
来恐慌，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我们向世界宣传中
华文化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我们为什么不能理
直气壮地宣传我们自己？中华文化中有许多精华的
价值理念，像“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
完全可以作为人类的普遍价值。对外传播不能只依
靠政府，民间的传播渠道也非常重要。国外有一个
专门的行当，叫议会游说者，就是向议会议员游说，
说明自己的政策，争取他们的支持。我们在这些方
面有大量工作可做。当然，有许多时候，单靠宣传是
不够的。影视、动漫、音乐、戏曲等文化产品可以起
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你请人家来看免费电影，人
家不见得愿意来看，但好的电影就是让他花钱买票
他也会不请自来。我们中华文化有许多可资利用的
资源，可以做成文化产品。

说到学理依据，国外有跨文化传播学，可以给
我们提供许多理论的支持。我们自己也有一门学
问，我称之为“跨文化阐释学”。在这方面，学界许多
朋友都有所关注。我们都熟悉这样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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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周恩来总理率代表团参加日内瓦的五国外
长会议。会后周总理邀请外国客人观看我国第一部
彩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但在如何向外国人解
说这部电影的问题上出现了问题。工作人员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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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的说明书呈总理审阅，总理说这是对牛弹琴，最
后他提议只要标以“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
可以了。我把它看成是“跨文化阐释学”的一个成功
例证。学界担心，用外国文本来阐释中国文本会造
成中国文化的走样和流失，大可不必，特别是在向

外国人讲授中国文化的时候，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
途径。我们在研究接受美学的时候，会讲到“接受视
阈”和“前理解”的问题。任何人在接受外来文化的
时候，都会基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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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本土文化的前理解。实践证
明，总是那些与本土文化相近的外来文化和理论最
容易被本土文化所接受，对中国人是如此，对外国
人也是如此。

在采用跨文化阐释的方法来阐释中国文本方
面，我们的学术前辈像严复、梁启超、王国维、蔡元
培、钱锺书等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们的研究成果
完全可以成为我们向世界解说中国文化的理论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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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严复在《天演论》译序中说：“司马迁
曰：‘《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此天下
至精之言也。始吾以谓本隐之显者，观象系辞以定
吉凶而已；推见至隐者，诛意褒贬而已。及观西人
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
外籀之术焉。内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执
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据公理以断众事
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乃推卷起曰：有是
哉，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迁所谓本隐之显
者，外籀也；所谓推见至隐者，内籀也。其言若诏之
矣。”我们怎么对外国人讲授《周易》、《春秋》？当然
可以按照司马迁的解释，说《周易》是“本隐之显”，
《春秋》是“推见至隐”，但如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
地说明，所谓“本隐之显”，就是“外籀”（即演绎
法），“推见至隐”，就是“内籀”（即归纳法），这样外
国人会更容易懂。而严复的这种理解，我丝毫看不
出它对《周易》和《春秋》的伤害，反而会加深我们
对这两部中国元典的理解，更有益于它们在世界
的传播。

还有，我们怎么对外讲中国的仁、义、恕这样的
文化核心价值？蔡元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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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对于教育方针
之意见》中指出：“孔子曰：匹夫不可夺志，孟子曰：
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由
之谓也。古者盖谓之义。”“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平等之谓也。古者盖谓之恕。”“孔子曰：己
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亲爱之谓也。古者盖谓
之仁。”蔡元培的这种以自由释义、以平等释恕、以
博爱释仁，不见得非常确切，当然也不是唯一正确

的答案，但这种方法无疑会易于外国人的接受。中
国的这些元典之所以称之为元典，就在于它意义的
深厚性。所以我们有两千多年的元典解释史，而不
同时代的不同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进行理解和
阐释。元典的生命就存在于“日日新”的理解和阐释
当中。如果我们试图预设一个固定不变且唯一的答
案来框住元典，就等于扼杀了她的生命力。德里达
曾言：“拒绝翻译就是拒绝生命。”同样，拒绝解释也
是拒绝生命。

我们过去有一种看法，就是把解释看成是通达
真实本体的一个途径，一种手段。但现代阐释学却
认为，阐释本身就是本体。这种看法很值得我们研
究。而所谓跨文化阐释，就是从一种文化向另一种
文化、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从一种文本向另
一种文本、从一种能指向另一种能指的转换；就是
用另一种文化、另一种语言、另一种文本、另一种能
指来解释、补充或替换原来的文化、语言、文本和能
指。这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它需要将词和意义分离，
然后跨越意义进入另一种语言，进行重新组合。在这
个过程中，意义肯定会发生变迁。问题是，任何词语
都是与其他词语发生关联的时候才有意义，这就构
成了意义的不可确定性，也为解释预留了空间。对意
义的解释不仅由作者和文本决定，同时也由读者决
定。所以意义的变迁是解释的内在机制，属于正常现
象。解释当然有解释的范围，不能是无效的解释，也
不能是过度解释。但这不能成为否定跨文化阐释的
理由。我们只能在承认跨文化阐释可能性、可行性的
前提下，认真研究如何进行跨文化阐释的问题。是否
可以跨文化阐释和跨文化阐释是否有效，这是两个
层面的问题，不能因无效的跨文化阐释就否认跨文
化阐释本身。

总之，在我们向世界传播和解释中华文化的时
候，“跨文化阐释学”是一门值得我们好好研究的学
问。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采用“取外
来之观念与中国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的方法，其实
就是一种“跨文化阐释法”，钱钟书的《管锥编》也属于
跨文化阐释。我们还有很多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而所
有这些成果都可以成为我们向世界解释中华文化时
可资借用的重要资源。

报告文学《惊天动地战汶川》出版
由总政治部宣传部组织编写

的第一部全景式再现全军和武警
部队抗震救灾斗争的长篇报告文
学《惊天动地战汶川》在汶川特大
地震发生一个月之际由解放军出
版社出版。该书真实披露了党中
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指挥三军抗
震救灾的高层决策，全景式再现了
陆海空军、二炮和武警部队及医疗
队惊心动魄的救援场面。其中有最
高统帅部运筹帷幄指挥三军大调
兵的真实记录，有以最快速度到达

震中的基层官兵和医疗队的动人
故事，有一批抗震救灾英模身先士
卒抢救群众的感人事迹，有生动反
映一线官兵舍生忘死奋战废墟的
浴血场面。书中还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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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幅
军事记者在一线拍摄的震撼人心
的图片，图文并茂地再现了三军将
士惊天动地战汶川的英雄历程。
《惊天动地战汶川》是根据军

委、总政领导的指示，总政宣传部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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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专业作家和业余作者
跟随部队在第一时间深入汶川、

北川等灾区一线，冒着余震危险
采访写作完成的。解放军出版社
在第一时间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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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编辑深入
抗震救灾一线进行组稿、采访，全
社紧急动员，连续加班半个多月
编辑校对，出版了这部权威可读、
有深度有质量反映抗震救灾斗争
的优秀长篇报告文学。这是一次
人类与自然灾害搏斗和较量的见
证，是英勇善战的人民军队听党
指挥、全心全意服务人民的忠实记
录和伟大颂歌。 （丁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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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谈论文学边缘化，甚至文学死亡
的话题时，以为文学似乎与当代社会进程无
关，这是十分错误的。因为，文学是人类价值
建构和精神生长的过程，是人类生存意义的
自我确证。这就是我们在经济活动主宰世界、
网络语言控制信息的今天，谈论文学的意义
要旨。

首先，人是生存在社会上的动物，这种
生存是以理智和情感为指导的，
具有方向性和目的性的。作为与
万物共生的人，他的最基本的使
命是为自己的存在寻求意义，我
是谁，我为什么而生，我为什么而
活着？而文学最基本最伟大的功
能就是给予意义，是对人类的生
存赋予意义。荷马史诗、希腊悲
剧、《神曲》、《浮士德》、莎士比亚、
托尔斯泰，还有屈原，史记、唐诗
宋词、元代杂剧、清代的民间戏曲
等等，不管它们是什么题材体裁，
实质上都是告诉人们生活的意
义。

文学不是哲学或宗教，它不
提供生存的理论，而是以它对世
界的感悟保障人类的精神永远有
一个支点，这个支点即理想。不管
是在精神迷茫的时候，还是在情
绪晦暗的时候，或者在我们陷入
迷狂的激动时刻，文学总会给予
我们可靠的心灵指引。人们通过
阅读，以至聆听和观看文学，领悟
到人生或世界的某种真相，点燃
起心中生存的信念，寻找到个人
的生存目标……

今天，类似于传统的文学性
阅读已经很少见了。无论学生还
是成年人，都在忙于读实用类书
籍。一些想读文学而又没有耐心
的人，则去读网络文学作品，或是
读那些所谓“新锐作家”的私人写
作、肉体写作。但是，现实中还有
大量给人以温暖的作品。比如，严
歌苓《第九个寡妇》和铁凝《笨
花》，都是在大的社会背景中的小
人物的人性挖掘；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
《定西孤儿院纪事》以一种近乎冷漠的笔调
回叙历史，显示出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喷薄
欲出的人道主义激情，具有罕见的震撼力。
还有像《英格力士》、《藏獒》、《兄弟》、《等等
灵魂》、《城的灯》等都是既有可读性又有文
学性。而像张洁的《知在》、张炜的《刺猬歌》
等虽然读起来比较累，但却可以证明确实
有作家从未忘记理想和责任。在这里，文学
最可贵之处在于它不管在什么环境中，总
会让人懂得生活并不是茫无头绪的存在，
而是充满着可能性与选择性的生机勃勃的
过程。

其次，在人的文明演进过程中，文学全
面而无微不至地帮助人类建立了自己的价
值系统。人的价值观的形成，一方面来自社
会的规范，比如政府的诱导之类，一方面来
自生活中环境的影响，比如家人亲戚邻居的
榜样作用。而在官方律令和家人的言行之
间，可能文学对人的影响更广泛一些。比如

《史记》甚至就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重要源
头。中国文化的现实精神，中国文学的现实
主义传统，都与《史记》以来的精神脉络相
通。《史记》提供了面对现实的批判态度，提
供了不以成败论英雄的道德判断标尺，提供
了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样板，提供了知识分
子参与社会改造的理想，最重要的是它提供
了文学参与文化价值建设的鲜明范例。而

民间的说唱和戏曲等等，也始终起
着传播教化的作用。至于外国作
品，我们熟悉的《老人与海》、《鲁滨
逊漂流记》、《堂·吉诃德》、《十日
谈》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
都明确地在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形
成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通过
树立英雄榜样，通过英雄的现身说
法而逐步建立起公众的价值信仰，
再通过榜样的力量和信仰的力量
使公众将公认的价值观融入自己
个人的日常行为即生活细节中，文
学就这样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在我
们成长的过程中帮助我们建立起
了完整的价值系统。它以形象的方
式告诉人们，人是什么样的，人应
该怎么样。而我们在阅读中，就接
受了既定的精神秩序和系统化了
的价值观，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再次是文学承担着文化的自
我修正功能。文学给虚悬着的人类
精神建设起一个支点，即理想，它
使我们觉得活着是一件有意义的
事。文学同时又告诉我们，人是什
么样的，人应该怎么样，使我们有
了具体的生存目标和方向。当人们
为之奋斗的一切在某一天可能会
显得非常不可思议的时刻，文学往
往可以发挥文化自我修正的功能。
比如文艺复兴就是对欧洲中世纪
的宗教专制主义的反叛与修正，而
现代主义文学则又是对资本主义
的高度垄断和机械化生活秩序的
批判。中国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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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的以“新
时期文学”为标志的一段文学历史
和文学思潮，正是对此前的文化禁

锢和思想禁锢的反叛，其中所洋溢的对现实
的参与精神、批判精神，对个性自由和人性
解放的追求，对理想主义、现代化、民主化的
向往等，对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和文化多元
化局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决不是像今天
一些对生活毫无所知的时髦的学者所说的
“伪理想主义”。

文学是人类价值生长的过程，也是人
类文化的镜子，它照耀着人类的灵魂，同时
也照耀着人类的行为，使人成为人。所以，
文学总是与人的生活融为一体的。 所谓
文化的自我修正，就是指这些文学的努力
文学的叙述以其对生活的直观感悟默默地
温暖着读者的心灵，于不知不觉中影响着
读者对生活的判断，使读者能在纷乱嘈杂
的多元化声浪中渐渐找到一条清晰的精神
生长脉络，从而也为自己的生存找一个合
适的方向或目标。已经迷失方向的当代文
学也就在不经意中回到了它的正常发展轨
道中。

梨园正气的历史颂歌
廖 奔 刘彦君

过去看裴艳玲演钟馗嫁妹、哪
吒耍圈、林冲夜奔、武松投山等折
戏，无论是着装便装，一入情境，便
致雄郁。看她虎跳豹跃、悲歌慷慨，
尤其于翻转腾挪之际，歌唱声息不
断，且越发沉雄顿挫、气发丹田，功
力令人咋舌。这种高难度的功夫，恐当今独此一人！有
时偶发冥想：看她演大戏则若何？近看《响九霄》，满座
始终群情激昂、“好”声汹汹崩屋，始知裴艳玲之技于塑
造历史悲剧人物尤具独特效果。
“响九霄”乃清末梨园风云人物、河北梆子名伶田际

云艺名，仅由名号可知其唱技响遏行云，否则不当此称。
其演技又京、梆两下锅，文武生旦不挡，戏路宽广、名震
燕赵。尤其他曾积极参与戊戌变法、失败而流亡，留下梨
园艺人勇赴国难的一页，其行为可歌可泣。裴艳玲早就
想演响九霄。裴艳玲擅演一身正气、侠肝义胆、疾恶如
仇、铁骨铮铮的血性男儿，最适合其风格路数的是悲愤
人物，她又同样京昆梆文武生旦不挡。于是我们看到，以
其雄慨的气度、精绝的技艺，年过花甲的裴艳玲在舞台
上生动鲜亮地敷叙了这位爱国艺人的悲剧人生，给观众
带来饱盈的审美享受、留下深沉的历史感喟。

戏中裴艳玲的登场出人意料。这位名震遐迩的武
生英豪、巾帼丈夫，首先却是以绰约万态的九天仙女
装束和字正腔圆的青衣歌喉现身的———原来她是在

表现响九霄反串旦角戏《斗牛宫》的演技，一句清丽婉
转的京剧南梆子“驾祥云离却了灵霄宝殿”就赢了个
碰头彩。这一段戏是反串中的反串，裴艳玲以女扮男、
以男演女，实现了角色身份的双重跨越，展现了其表
演阴柔婉约一面。继而响九霄回宅，恢复丈夫之身，裴
艳玲开始演他练功授徒，展示的武功和讲授的戏理，
既是响九霄的，更是裴艳玲的。而当她唱到“戏是我的
天，戏是我的魂，戏是我的命，戏是我的根，梦里魂里
都是戏，我是一个戏中人”时，观众已经分不清楚究竟
是响九霄在唱还是裴艳玲在唱，传达出的是他们形影
交汇、身心交融的共同心声。变法失败，清兵抓捕中，
心爱的晓霞为响九霄挡住枪刺而身亡，之后裴艳玲有
大段的哭坟唱腔，酣畅淋漓，爆若裂帛，声出丹田，情
冲九霄。尤其中间锣鼓丝弦全部停顿而吟唱“无丝弦
呀无音调”一段，曲折尽致，气如游丝，声咽情竭，催人
泪下，是为“绝唱”。紧接着则是谭嗣同被杀后响九霄
悲愤欲绝朗诵祭文的一段喷口念白，裴艳玲念得沉郁
顿挫，苍劲雄浑，字字铿锵，句句咂血。听后让人情绪

为之激荡，心灵为之震颤。
整部戏结构得十分巧妙，把裴艳

玲唱念做打集于一身的功夫、表演跨
行当跨剧种的特点进行了集中展示。
而这一切又都是为塑造响九霄这个
人物服务的、为表现戏曲艺人铁肩担

道义的爱国情怀服务的、为创造剧中的悲剧情境服务
的，因此戏情感人、戏艺动人、戏神化人。剧本截取田际
云参与变法最终失败浪迹天涯一段故事来展现他勇担
国难的人格，虚构他与爱徒晓霞的一段生死离别情来
体现他的儿女情长，结撰出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戏曲
框架。中间写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及谭嗣同的变法斗争
为荡开的一笔，正面表现了田际云所参与的变法斗争
的险恶与残酷，加深了剧作的内涵，又处理得简洁明
了、笔墨经济。而这看似无心的设计，却又为裴艳玲的
中场换装和休息提供了时间，使她能够在前后的重场
戏中大展风采。裴艳玲于是表演出入于戏情戏境里外、
出神入化，情感游走于人物角色之间、情景交融，完整
展现了一个有着悲剧人生的戏曲艺人的精神世界。

此次演出，河北省京剧院的队伍显得格外齐整，
表演的台风严整，充分体现出了“一棵菜”的整体精
神。整台加工精致的布景、解意传神的灯光，尤其行云
流水般的唱腔和音乐设计，都使这台戏具备了较高的
舞台品位。

我国第一套中国传统文化大型电子读物问世

血脉、国脉、文脉……五千年时空穿越，一路
留下无数璀璨文明。近日，人民出版社东方电子音
像出版社出版，北京中联视界文化公司制作的《中
国传统文化经典》大型多媒体电子光盘，将祖先留
给我们的文化珍宝尽收其中。这是我国第一部关
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媒体电子大百科全书。

这套电子读物光盘得到了文化部、新闻出版
总署以及相关部委和相关业内专家学者的指导
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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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位专家、学者、编辑历时两年零三
个月，得以完成了这部鸿篇巨制。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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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多媒
体光盘，文字量过亿，图片

)

万余张，还有大量动
画和史实性的音频、视频，总容量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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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专题全面系统地展示了民族起源、语言文

字、政治经济、宗教法律、国学思想、科学文化、
建筑艺术、音乐书法、绘画体育、民间文化、民
风民俗、养生饮食等内容。每一个专题都采用
了目前最新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每一个专题
均从起源、发展、传承到影响等诸多方面加以
详细描述，内容丰富，信息量大、通俗易懂、可
读性强。每一个专题的信息量都相当于一个大型
网站的容量。
《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可以作为专家、学者

的案头电子资源库，也是机关、企事业单位、图
书馆必备的中国传统文化电子资料库，是中学
以上学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爱国主义教
育的教材，更是一个家庭的藏书馆。（清 丽）入梦（中国画） 陈诗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