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童书展现场，亲子阅读，爱意满满。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海棠依旧与乡愁四韵”
———《海棠依旧》剧本创作的点滴杂记（节选）

王戈

主人公在病重中握着老友的手感慨
“东西能留下， 人留不下”， 这是用了启功
先生临终前的话。 对于研究和保护文物一
辈子的老人 ， 这样的话真实 、 平常又辛

酸。 但是剧中老友却纠正道 “人能留下”。

那么人能留下的是什么？ 答案只有精神。

精神是留给后人最大的财富。

年轻时的主人公给年幼的儿子讲了一

个故事：当佛祖的儿子向佛祖索要遗产的时
候，佛祖剃度了他的儿子。 这个故事起初让
人费解，但是仔细思考后能给人带来心灵的
触动。 佛祖毕生没有财宝，所能给予儿子的
全部遗产就是他的思想和精神，只有让儿子
也剃度出家走上他的道路，才能得到这样的
遗产。 话剧以此提出故宫人精神传承的话
题，激励一代又一代走在这条同样道路上的
故宫人思考：我们接收到了前辈怎样的精神
财富，而我们又将给后来人留下什么。 今天
我们所有的创作人员是以心换心，但求日后
我们所有的故宫人能一道以心传心。

■本报记者 童薇菁

《红海行动》成最大赢家
获最佳影片等五项大奖

第 4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

本报讯 （记者张祯希） 第 27 届金鸡

百花电影节闭幕式昨晚举行， 现场， 第 34

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 。 电影 《红海行

动》 成为最大赢家， 一举拿下最佳影片 、

最佳男配角、 最佳女配角、 最佳导演、 最

佳新人演员等五项大奖。 祖希娟、 郑国恩

以及张勇手三位老一辈电影艺术家获得终

身成就奖。

演员吴京凭借 《战狼 2》 中的冷锋一

角， 摘得最佳男主角奖。 评委会认为吴京

在 《战狼 2》 中塑造了一个拥有坚定顽强

意志的中国式英雄。 最佳女主角奖则花落

女演员陈瑾。 她凭借在电影 《十八洞村 》

中真挚自然的表现， 战胜了马思纯、 周冬

雨、 李沁及海清等高人气演员， 在自己从

影的第 30 个年头获得了这份殊荣 。 最佳

男配角奖由 《红海行动》 中饰演 “蛟龙突

击队” 副队长徐宏的杜江获得。 第一轮评

选中杜江与 《战狼 2》 中的张翰得票相同，

第二轮投票后杜江胜出。 最佳女配角同样

被 “蛟龙突击队” 队员摘下———演员蒋璐

霞凭借佟莉一角获奖 。 佟莉是 “蛟龙小

队” 中唯一的女兵， 在身手与体能上却不

输任何男队员， 获得观众的好评。

昨晚颁奖典礼的高光时刻属于老一辈

电影艺术家。 1962 年凭借电影 《红色娘子

军》 获得首届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的

祖希娟、 桃李满天下的摄影大师郑国恩以

及 《林海雪原》 中的 “少剑波” 张勇手三

位老一辈艺术家获颁终身成就奖。 祖希娟

在获奖感言中说 ： “今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 我是建国后第一批电影的开拓者 。

感谢艺术家赵丹老师， 把我带入了电影的

殿堂。 感谢恩师胡伟民老师， 让我懂得了

什么是表演体系。 感谢表演的泰斗谢晋老

师， 他让我主演 《红色娘子军》， 改变了

我的命运。 如今他们都在天堂， 他们一定

会为我高兴。” 老一辈艺术家真挚的情感

流露， 将现场的气氛推至高潮。

中国电影金鸡奖是专业评审制奖项 ，

创办于 1981 年， 因当年正值鸡年 ， 因而

得名。 创办于 1962 年的大众电影百花奖

则由观众投票产生 。 自 1992 起 ， 中国电

影金鸡奖和大众电影百花奖合称为中国电

影金鸡百花奖， 第一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

节也于当年举办。 2005 年起， 专业评审制

的金鸡奖与观众投票制的百花奖轮流举

办， 前者在单数年举办， 后者为双数年。

■本报记者 许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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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童书市场进入第二个黄金十

年， 究竟怎样的故事才能打动人心？

“儿童文学不是小儿科， 光 ‘蹲下来’

迎合并不一定能赢得小读者的心 。”

昨天第六届中国上海国际童书展迎来

了周末大客流， 多场阅读推广活动和

论坛现场， 都被父母和孩子围得满满

当当。 儿童文学作家薛涛、 彭学军在

对话中谈到， 高品质的 “文学课” 并

不回避纷繁世间百态， 在和孩子分享

生活甜美果实的同时， 不妨引导读者

尊重生命个体差异 ， 直面生死 、 苦

难、 不公等现实话题。

作家曹文轩发现， 有一些作家在

承认了儿童自有儿童的天性、 他们是

还未长高的人之后， 提出 “蹲下来写

作” 的概念， 可是大量被公认为一流

的儿童文学作家则对这种姿态不屑一

顾， 嗤之以鼻。 比如， 风靡全球的经

典 《夏洛的网 》 作者 E.B.怀特曾说

过： “任何专门蹲下来为孩子写作的

人都是浪费时间……任何东西， 孩子

都可以拿来玩， 如果他们正处在一个

能够抓住他们注意力的语境中， 他们

会喜欢那些让他们费劲的文字的。”

换句话说 ， 一味蹲下 ， 没有必

要。 “青少年甚至厌恶蹲下来与他们

说话的人， 他们更喜欢平视或仰视比

他们高大的大人的面孔。 这体现在阅

读语境中， 就意味着小读者可以尝试

踮起脚 ， 往更高处探索 ， 甚至去冒

险 。 ” 昨天童书展上首届中文原创

YA 文学奖揭晓现场， 曹文轩与英国

麦克米伦童书出版社执行出版人贝琳

达·拉斯穆森、 英国绘本作家、 凯特·

格林纳威大奖得主埃米莉·格雷维特

在交流中谈到， 儿童文学这一 “浅语

的艺术” 背后， 隐含着更多更深层的

思考———它即使表现童年和青春期的

天真无知， 也需要具备超越天真无知

的理解力才能发现和欣赏这种天真。

而欧美文学界之所以提出 YA 文学概

念， 正源自西方出版商梳理出的图书

产品分类 “Young Adult Literature”，

直译过来就是 “年轻的成年人所看的

文学作品”， 这需要作家敏锐捕捉初

高中生这一年龄层次群体的心理， 创

作出符合青少年心智与审美发展的文

学， 以艺术的方式去表现生命的深度

与厚度， 与他们分享大美、 大爱， 也

不避讳青春期的困境和挑战。

但书写现实并不容易。 有评论家

观察到， 这一题材的童书作品中， 相

当一部分是将文学聚光灯投向作家自

己的童年， “显然有的作家写童年回

忆， 并不是为了给孩子看， 只是以一

颗历尽沧桑的成人之心回溯童年时

光 ， 传达的依旧是成人的看法和感

情， 即便是虚构作品也是如此。 这类

文字， 或许适合同时代的成人看， 但

却很难引起当代小读者的共鸣。” 昨

天上海童书展 “让阳光照亮童年———

接力杯双奖 ” 获奖作品读者见面会

上， 高洪波、 郑春华、 李学斌等儿童

文学作家、 评论家谈到一个备受业内

诟病的话题， 有些青少年读物陷入了

封闭的话语空间， 部分作家对儿童心

态的把握， 显现出时代的落差， 局囿停留在怀旧的、 成人视

角的童年回忆， 产生了很多雷同的童年 “把玩”。 比如， 这

些作品里的童年故事发生在天南海北的不同故乡， 但一旦抽

离了具体的风景差异， 书中情节、 人物对话、 精神内核却面

临着单薄、 失真以及同质化现象， 因此塑造出的概念化角色

和 “伪童真”， 都大大削弱了儿童文学的艺术魅力。

在 90 后青年作家代表王璐琪看来， 成人文学作家抒写

追忆童年， 无可厚非， 但必须处理好代际记忆、 代际文化的

川流交错， 写出能为当下儿童体察的生活， 调动起作家与小

读者之间更隐秘的情感联结。 她尝试在新作 《给我一个太

阳》 里， 触碰当下孩子内心的苦闷， 以文学手法处理人性的

灰色地带， 为此她赴多所学校采风， 积累一手素材等。 高洪

波援引博尔赫斯的话 “一切伟大的文学最终都将变成儿童文

学”， 他认为， 儿童文学是人之初的文学， 给生命打底子的，

薄不得， 马虎不得。

舞剧《花木兰》演绎巾帼英雄不同人生
本报讯 （记者吴钰） 中央歌剧院与宁波演艺集团携手打造

的舞剧 《花木兰》 日前在上汽·上海文化广场上演。 舞剧以花木

兰故乡黄陂的文化传统为创作源泉， 编创兼具民族特色与时代新

意， 塑造了花木兰英姿飒爽的舞台形象。

和此前多个版本的 “花木兰” 不同， 舞剧特别以 “铜镜” 串

起剧情———少时的圆圆铜镜， 见证了花木兰在田园山水间无忧无

虑的童年； 替父从军时， 铜镜化为一轮明月， 在梦中又是家乡的

圆窗； 还乡之后， 花木兰再度 “对镜贴花黄”。 铜镜折射的家国

情怀， 一路支持花木兰以坚韧品格身经百战， 克服险阻荣归故

里， 道具细节的设计不仅融入中国古典传统的荆楚文化特色， 也

让人物的形象更为丰满立体。

与此同时 ， 舞剧也对情节中稍作改编 ， 在 “孝 ” “忠 ”

“勇” “节” 之外， 强调了花木兰 “爱” 的精神。 该剧邀请曾获

得 “文华导演奖” 等奖项的青年编导周莉亚、 韩真担当主创。 剧

中新增了一些角色， 重点突出了花木兰父女、 姐弟之间的亲情，

以及与卫将军之间的爱情故事。 从天真可爱的懵懂少女走向巾帼

英雄， 从女扮男装完成使命到回归和平与自由， 舞剧细腻描绘了

花木兰内心世界属于女性的一面。 “明明女儿身， 却开英雄花。”

在战争的危难之中， 花木兰甘冒奇险， 不惜自己的安危救助了一

名战争孤儿， 展现了该剧的现代价值观。

文华殿前海棠树，年年依旧笑春风
重温故宫文物南迁史，故宫博物院出品话剧《海棠依旧》来沪

每年春天，故宫文华殿前的海棠花缀满

枝头，开得热烈。

“九一八”事变后，为防止文物在战火中

损毁，故宫博物院动议将所藏文物精华迁移

出北平， 开启了长达 16 年守护国宝的长征

路……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被今天的故宫

人搬上了舞台，剧中人念念不忘的，就是这

文华殿前的一树树海棠。

海棠花， 见证了 600 年故宫的风雨岁

月，是一代代故宫人精神的归寄。 作为第 20

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邀请剧目，由故宫博

物院出品的话剧 《海棠依旧》 于 10 日至 12

日在上汽·上海文化广场与上海观众首度见

面。 以文物背后的守护者为讲述对象，用话

剧的形式演绎“故宫故事”，在故宫博物院历

史上实属首次。 更为难得的是，作品系故宫

青年工作者自编自演，全情投入创作，是一

次对故宫精神的深情告白。

“只要文物不绝 ，我们的文
明便不会断绝。 ”保护着一万余
箱文物，他们走过大半个中国

“当日抢运文物出京工作，其仓皇急遽，

如救焚拯溺，呼吸之际，间不容发。 ”“九一

八”“一·二八”与“七七”事变相继爆发，国难

当头。 时为押运文物负责人之一的欧阳道达

后来在《故宫文物避寇记》中如是描绘当时

情急，为避日寇之患，19000 余箱文物要分五

批迁运出京。

话剧 《海棠依旧》 便以 1933 年至 1948

年间故宫博物院文物的南迁、西迁、迁台历

程为主线进行讲述。 在这条困难重重的险途

上，一群护宝者向死而生，用生命守护着国

宝和文化的安危。 在当时的运输和存放条件

下，他们带着一箱箱珍贵的文物，需要躲避

的“敌人”不仅有日军、土匪和子弹炮火，还

有雨水、潮湿、白蚁、鼠患以及翻车、落水等

各种始料未及的危急状况。

“但一万多箱文物中，除了个别几件外，

竟都完好无损。 ”跟随父亲、原台北故宫博物

院副院长庄尚严看护文物的庄灵曾表示 ，

“说故宫文物南迁是世界文物保护史上的奇

迹，绝不为过。 ”

正因为这段历史意义非凡却鲜为人知，

该剧编剧、现故宫博物院展览部副主任王戈

才动了写戏的念头。 他陆续阅读了所有能找

到的南迁史资料， 直到 2009 年动笔写戏 ，

“七年来在不断排演，剧本也一直在修订。 ”

作为一部取材于真实历史的作品，《海

棠依旧》描写了在烽火连天、飘摇动荡的历

史年代下，故宫人顾紫宸一家典守文物的悲

欢离合。 剧中，大国与小家，使命与团圆的主

题贯穿始终，老一代故宫人的抉择、牺牲与

坚守，隔着半个世纪的沧桑光阴，重重叩击

着观众的心灵。

王戈表示，无论是护宝南下、颠沛奔波

的故宫职员顾紫宸，还是值守北平、甘苦与

共的故宫理事龚培衡，都有原型参考，“在他

们身上融合了许多故宫人的故事，浓缩了那

一代故宫人的群像。 ”

“当时民族危亡之际，故宫人只抱着一

个想法：只要文化不绝，中华民族的文脉和

精神便不会断绝，所以誓死也要护得文物周

全。 ”写戏过程中，王戈也曾数度落泪，“那种

扑面而来的真实感， 就像看到一位位老师、

老友出现在面前，“这就是故宫人的使命，让

人真实地为故宫骄傲。 ”

故宫人演故宫事，一代代故
宫人对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许下
坚定诺言

《海棠依旧》开启了年轻一代对故宫精

神更深的认知。 话剧《海棠依旧》出品人、故

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表示：“七年来，这部戏

让人们看到了故宫青年人的成长、坚定与自

信，以及故宫人精神的传承。 ”

2014 年， 故宫博物院内关注院史研究、

热爱舞台表演的青年人，在文华殿前海棠树

下，宣布成立故宫博物院青年戏剧社团———

“海棠社”，对《海棠依旧》2012 年首演版重新

调整、设计和完善。 这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故

宫人演故宫事的作品，除了导演是来自中国

儿童艺术剧院的毛尔南，其余演职人员均来

自故宫展览、文物修复、古建修缮等各个部

门。2015 年，该剧作为故宫博物院 90 周年院

庆剧目，在宝蕴楼进行了实景演出，随后前

往南京、厦门、北京多地巡演，所到之处，均

掀起如潮的掌声和赞誉。

王戈说， “故宫人本身做的就是延续

文脉的工作， 而话剧的主题亦是关于故宫

人保护文化的使命和责任， 这是一次精神

的回望。”

在剧中出演顾紫宸妻子的女一号李贞

子， 就职故宫信息资料部， 负责文物的资

料采集工作， 在岗七年间， 她一共录入图

像资料七万多张， “1944 年， 留守北平的

故宫人清理文物共计 1189058 件 ， 像一个

天文数字 ， 那会儿和现在的时代 、 手段 、

技术都不一样， 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李清照 《如梦令》 云： “昨夜雨疏风

骤， 浓睡不消残酒。 试问卷帘人， 却道海

棠依旧。 知否， 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 文

物南迁是一段沉重悲壮的历史， 但王戈仍

希望用一个温暖隽永的意象来表达它 。 海

棠花每年都会盛开， 在沧桑世事中， 有种

不变的从容与笃定 ， “海棠依旧 ” 四字 ，

表达的就是这份恒久守护的精神。 经过漫

长寒冬等待在春天绽

放的海棠 ， 象征着对

于团圆的期待 ， 以及

一代又一代故宫人对

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

坚定诺言。

《海棠依旧》 2017 年北京保利剧院演出剧照。 （故宫博物院供图）

▲ 《红海行动》 一举拿下最佳影片、 最佳男配角、 最佳女配角、 最佳导演、 最佳新人演员等五项大奖。 图为该片剧照。

荨陈

瑾凭借在

《十 八 洞

村》 中真

挚自然的

表现摘得

最佳女主

角奖。

( 资 料 照
片)

?吴京凭借 《战狼 2》 中的冷锋一角， 摘得最佳男主角奖。 图为该片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