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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上海戏曲学会会长、松江区文联主席陆军
张 裕

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

张裕（以下简称“张”） 松江打造“戏

剧之乡”，并非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松江

历来人文荟萃、文脉昌盛，文化积淀深厚。

位于松江中山小学的唐经幢刻有以歌舞

形态礼佛的图案，是早期戏曲在松江萌芽

的生动记录。 自唐以降，历史上松江的戏

剧活动是怎样一番活跃景象？

陆军（以下简称“陆”） 松江作为“上

海之根”， 历史文化底蕴深厚。 它不仅是

“书香之域、书画之城、文博之府、影视之

都”，而且是名副其实的“戏剧之乡”。中国

戏曲成熟于宋代，其时松江的戏曲活动虽

无记载，但流行于本地的“说话”“鼓子词”

“诸宫调”“唱道情” 等形式， 已有了以说

唱、歌舞演故事的戏曲艺术要素。 到了元

代，松江演出兴盛、名伶辈出，更出现了以

陶宗仪、夏庭芝为代表的戏剧理论家。 明

代， 松江剧坛在江南文化的影响之下，不

论是传奇创作、 戏曲评点还是蓄养家班、

园林演剧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热闹景象。

《绣襦记》《焚香记》和“博山堂三种曲”等

由松江剧作家创作的传奇流传久远，享誉

剧坛。进入清代之后，《长生殿》盛大排演，

洪昇亲临松江指导，历三昼夜始毕。 在戏

曲理论的著录上，晚清以降，则有“江南曲

圣”俞粟庐的《度曲刍言》面世。 民国的松

江剧坛热闹纷呈， 松江成为远近闻名的

“滩簧码头”，为 1941 年本地滩簧“申曲”

发展成沪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新中国成立以来，松江戏剧更是

人才辈出，作品丰硕，很多中国戏剧之“第

一部”均出自松江人之手？

陆：是的。松江是沪剧的发源地，这里

走出了文牧、 徐林祥等一批优秀剧作家；

塑造了阿庆嫂、胡传魁、刁德一等艺术形

象的经典沪剧《芦荡火种》就由松江人文

牧创作，后来被改编成京剧《沙家浜》。 进

入新时期以来，中国第一部反映农村联产

承包责任制的戏曲《定心丸》、中国第一部

反映拨乱反正举措的沪剧打唱《一张电影

票》、中国第一部反映抗疫主题的话剧《护

士日记》，都出自松江人的手笔。这些作品

中，流淌着松江人的血液，蕴含着松江人

的情怀，也体现着松江人在传承优秀传统

文化、融入现代先进文化过程中的思考。

张：松江早就有“小戏之乡”的美誉，

先前的“小戏之乡”与如今的“戏剧之乡”

有着怎样的血脉渊源？

陆：1949 年，松江本土剧作家徐林祥

将连环画《瞎月工伸冤记》改编成大型方

言话剧并搬上舞台，为松江群众戏剧的自

编自演开创了先例。徐林祥毕生从事反映

农民和农村题材的戏剧、曲艺创作，创作

过《红烧鸡》《新嫂嫂》《篱笆边上》等百多

个戏剧、曲艺作品。 他带领松江新五乡文

工团，创作了一批优秀的小戏作品，每年

都在各类赛市上获奖， 松江逐渐被誉为

“小戏之乡”。 上世纪 80 年代，我从上海

戏剧学院毕业后，在松江有过长达 13 年

的戏剧创作与辅导的经历， 除了 《瓜园

曲》等 7 部大戏之外，还创作了以《定心

丸》为标志的一大批小戏，松江“小戏之

乡”声誉日隆。

机制灵活
让戏剧创作人才近悦远来

张：松江运用灵活的机制，创造性地

成立了由您担任院长的人文松江创作

研究院。 在这一平台上，孵化推出了哪

些戏剧作品？

陆： 在创作方面， 人文松江创作研

究院共设置了两个平台，一是松江历史

名人题材系列戏剧。 话剧《徐阶》（《大明

四臣相》）业已上演，2018 年至今又完成

了话剧《董其昌》《陆机》《陶宗仪》以及

戏曲《春申君》等 4 部剧本；二是松江现

代人文题材系列戏剧。 已完成话剧《护

士日记 》 《侯绍裘 》 《渔阳里的 “大人

物”》、儿童音乐剧《公鸡下蛋》《寻找耳

朵的小棕熊》等 5 部剧本。 前后 10 部剧

本中， 有 8 部获得包括国家艺术基金、

上海市重大文艺创作项目、上海文化发

展基金会项目在内的多种项目资助。 这

10 部剧本中，《大明四臣相》《护士日记》

《董其昌》《公鸡下蛋》《陶宗仪》《渔阳里

的“大人物”》《寻找耳朵的小浣熊》等作

品已上演，《侯绍裘》已预演，并都获得

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张： 为了吸引更多青年戏剧人落户

松江，松江如何“筑巢引凤”，打造年轻

人创新创业与戏剧创作的“梦工厂”？

陆： 前些年成立了上海戏剧学院编

剧学松江基地，今年又成立了上海戏剧

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松江孵化基地。 在

这一基地上，上戏毕业生姜睁峥成为人

文松江创作研究院的在编员工，由这位

年轻人担任制作人，一系列松江人创作

的戏剧剧本被搬上舞台。 同时，上戏编

剧学博士推出了《明清时期松江昆剧演

出研究》等学术研究成果，编剧学博士

生陶倩妮的话剧《渔阳里的“大人物》孵

化成功，今年 6 月在九棵树（上海）未来

艺术中心大剧场首演。 更可喜的是，我

们还成功引进了上戏高编班校友、山东

省青年拔尖艺术人才常勇来担任人文

松江创作研究院副院长、松江文学艺术

研究所所长，这位在戏剧创作与历史文

化研究方面都有较多成就的年轻人正

在人文松江建设事业中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

张： 为了培养年轻的文艺创作者，

您还倡导成立全国首家“区儿童青少年

戏剧家协会”。

陆：戏剧要繁荣，要发展，必须从娃

娃抓起。 而娃娃是由学校的老师们培养

的，老师们要对戏剧有兴趣，才能带动

娃娃喜欢戏剧。 在我的倡议下， 今年 6

月 1 日，松江区儿童青少年戏剧家协会

成立。 这一全国首家区县级儿童青少年

戏剧家协会得到了区教育局的全力支

持。 领导亲自发动，以学校为理事单位，

由全区 245 个各级各类教育机构推荐会

员，通过各个学校的老师在自己学校建

立戏剧社团，全面推进戏剧教育。 同时，

松江民间的青年剧社也正蓬勃兴起，柒

加青年剧社是老牌戏剧团队，演出经验

丰富； 松江西外学校的西外戏剧中心、

松江青年律师协会的青律剧社，都有戏

剧作品问世。

张：今年 10 月，中国剧协小剧场戏

剧创演人才培训班在松江举办，这一全

国性的戏剧培训活动为何能落地松江？

陆： 近年来， 小剧场戏剧以其大胆

的探索精神、新颖的表达形式，受到业

界广泛关注。 上海作为中国戏剧的重

镇，在小剧场戏剧方面进行了大胆尝试

与探索，成功举办了多届中国小剧场戏

曲展演。 此次培训班落地松江，既是对

松江作为“戏剧之乡”建设的肯定，也为

更好地建设“戏剧之乡”培养了人才，指

明了方向。 来自全国近 50 名小剧场相

关编、导、演、管理人才参加了此次中国

剧协小剧场戏剧创演人才培训班，大家

围绕当下戏剧发展状况和前沿理论、戏

剧传统与创新、剧本创作、导演探索、表

演实践、职业道德与权益保护等相关主

题展开研讨培训。 中国剧协名誉主席、

上海剧协名誉主席尚长荣，原空军政治

部电视艺术中心编导室主任、著名剧作

家王俭，中国剧协顾问、著名戏剧导演

王晓鹰，著名戏剧家伊天夫、著名导演

徐俊等行业内重量级专家学者，带来既

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的“戏剧精神

大餐”。

“百 ·千 ·万字剧”编剧工作坊
让松江农民学会写剧本

张：最近，松江一群从未写过剧本的

“泥腿子”，经过短短 8 天的学习，竟自编

自导自演了 34 部小型戏剧， 其中 7 部登

台展演，我在现场观摩了演出，很多作品

的艺术质量出乎我的意外。您和您率领的

教学团队给这 55 位松江农民施了怎样的

“魔法”？

陆：哈哈！哪有什么“魔法”，是我们运

用了一种比较科学的编剧教学法———

“百·千·万字剧”编剧法。 2016 年，我们正

式推出 “百·千·万字剧” 编剧工作坊后，

先后在上戏、北京大学、蒙古国立艺术文

化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等国内外高校

开展编剧专业研究生教学与研究，工作坊

先后获得上海市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国

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如今，“百·千·

万字剧”编剧工作坊，光在上海教育系统

就举办了 5 届，很多学员之前从未写过剧

本，但他们“倚杖攀援”，从简短的百字剧

开始写作，逐渐掌握剧本写作技巧，进而

能独立创作完整的大戏。 就最近的成果

而言，学员中的课堂作业有入选“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

作工程”和向建党 100 周年献礼重点影片

等，收获颇丰。 “编剧荒”已困扰中国戏剧

界多年，或许“百·千·万字剧”编剧工作

坊的推行， 能为发掘更多有才华的年轻

编剧尽绵薄之力。

张：“百·千·万字剧”编剧法因其科学

性、速成性，在戏剧界已享有盛名，您最初

是如何“发明”这种编剧法？

陆：“百·千·万字剧”编剧工作坊作为

一种编剧训练方法是以上海戏剧学院 70

多年编剧教学传统为基础，结合我数十年

创作、教学与研究成果提炼出来的。 说起

“百·千·万字剧”编剧法，最初源于我读大

学二年级时在上戏学报《戏剧艺术》上发

表的第一篇分析“重场戏”写作技巧的的

小论文《怎样写好一场戏》，以及参加工作

后撰写的第一篇探讨剧作构思要领的创

作札记《小戏要有“绝招”》，这两篇小文章

成了我三十多年后创立 “百·千·万字剧”

编剧工作坊最原始、最本真、最直接的种

子：“绝招”说，是百字剧的核心基因；“重

场戏”说，则是千字剧的根本依据。在此基

础上，我又强调一部大戏必须要有两三场

重场戏，所谓的“重场戏”其实就是“千字

剧”。有绝招的“百字剧”，使大戏有了好的

“戏核”，它能发芽、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

如果“戏核”不好，便如草籽只能长出小

草。 检验“百字剧”好与否的标准，就看编

剧同行能否根据这“百字剧”创作出一部

好戏；制作人是否愿意为此而投资；外行

人看了是否觉得有意思。到了“千字剧”的

训练环节，编剧则要过三个关：一是将不

可能变成可能，譬如让公鸡下蛋，让一条

流浪狗改变一个人的生死观，等等。 也可

以适用于重大题材创作， 譬如上党梆子

《太行娘亲》，一个山沟沟的女人要从日寇

威逼下保住八路军的孩子。二是简单的事

情复杂化， 譬如问陌生人帮忙点支烟，给

老人让个座，竟惹出天大的麻烦事来。 三

是无事生非，譬如小品《张三其人》。 闯过

这三关之后，编剧要在没有戏的地方写出

戏来，在有戏的地方写出好戏来，在有好

戏的地方写出思想深刻、照应前后、生发

出人意料的剧情的“戏外戏”来。我还常给

学生讲一句话编剧法：一个人为了达到一

个可以理解的有难度的目标（动机），采取

行动（动作），遇到障碍（冲突），抗衡对垒

厮杀（包括与自己的较量）直至高潮（危

机、绝招），在变化与成长中向同时代人贡

献戏剧人独到的识见（意蕴）。

张：今年 7 月公映的重大革命历史题

材影片《三湾改编》，在影片的片头和片尾

字幕中，特别鸣谢了“上海戏剧学院编剧

学研究中心”，而您担任了该影片的顾问，

听说该影片的编剧王玮正是“百·千·万字

剧”编剧工作坊的学员？

陆：王玮旁听过一次、又正式参加过

一次“百·千·万字剧”编剧工作坊，影片

《三湾改编》 剧本是她与合作者共同完成

的心血之作。影片中的一个人物应该是她

的工作坊课程作业《山伢子》中生发出来

的。 戏里的山伢子在战争打响之前，偷了

老百姓的一只鸭子，面临被军法处决的绝

境。 山伢子的父亲被地主打死，死前唯一

的愿望是吃上一口鸭肉。 毛泽东了解山

伢子的悲惨往事，因此，把银元放在老百

姓的鸭棚上， 救下了山伢子， 也呼应了

“支部建在连上”这一创举。 “好剧本是庙

堂的经，是渡河的船，是生命的光，是戏

剧与影视人的柴米油盐”。 这是我给井冈

山西江月电影文化馆写的一段序言。 好

的戏剧影视剧本，要凸显人性的张力和信

仰的光芒。

张：“百·千·万字剧”工作坊能使专业

编剧、戏文系学生获益匪浅，但短短两个

月时间，能让“泥腿子”也能当编剧，非亲

见而难以置信。

陆： 今年 11 月 14 日，“戏剧之乡”松

江首届“百·千·万字剧”编剧工作坊在松

江区图书馆作结业汇报时，7 部作品轮番

登台，上海市教育学会副会长苏忱教授观

看后感叹：“见证了奇迹。 ”压轴出演的戏

剧小品《内衣》，讲述了松江某小区 4 楼的

一件时尚内衣掉落到 3 楼的君子兰花盆

里，初次进城务工的小保姆妮子为了取回

女主人的内衣，与 3 楼的保安叔叔之间发

生了一连串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颇具戏

剧巧思，又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 有专

家认为，这一戏剧小品有在省市级戏剧比

赛中夺奖的实力。通过“百·千·万字剧”编

剧工作坊，《内衣》的编剧王永军和他的好

多同学都实现了飞跃式的跨越。戏剧传承

发展，人才培养先行。 我希望通过独特的

培训方式， 为松江培养一批扎根基层、热

爱乡土、乐于奉献的戏剧创作人才，构建

戏剧创作人才梯队，创作出一批具有艺术

高度和生活温度的戏剧新作，传承、普及、

发展和壮大“上海之根”的戏剧文化。

连台好戏为历史留痕，
作时代回声

张：今年 6 月，在迎接庆祝建党百年

之际，松江戏剧人接连推出了大型红色原

创话剧《侯绍裘》《渔阳里的“大人物”》和

《共产党员雷经天》，不同题材，不同主题，

不同风格，你作为创作者、组织者，是否有

什么独特的考虑？

陆：推出三部红色题材戏剧，其实我

想要说三句话。 第一句话，通过《侯绍裘》

来实现。 侯绍裘是松江第一名共产党员，

写侯绍裘，有三种考虑：第一种，是文献

剧。 可以写侯绍裘短暂的一生，从松江二

中写起也好，从南洋公学写起也好，一直

写到他壮烈牺牲。 原原本本，娓娓道来。

第二种，截取侯绍裘生命中的高光时期，

挑出几件事，写他为革命做出的贡献。 第

三种，将侯绍裘短暂、热烈、绚丽的一生

放到历史的大背景中去考察， 寻找这一

个伟大生命中最有思想力、 对今天的共

产党人最有启示意义的部分来组织戏剧

构架。 应该说，这三种方式都可以写。 但

我们选择了第三种。 写 1920 年侯绍裘在

南洋公学时投身革命、探索真理、追求光

明的一段铭心刻骨的历程。 这样写的目

的是为了传递一个主题， 或者是我们对

党的一个浅显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成为

执政党，而且走过了 100 年的辉煌历程，

并愈发显示出她的生命力，那是因为，这

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也是中国社

会发展规律的选择。

通过《渔阳里的“大人物”》说的第二

句话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辉煌，离不开

广大人民群众这个最坚实基础的支持。而

通过《共产党员雷经天》想说的第三句话

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辉煌，也要归功于

共产党人不断进行自我革命、勇于纠偏纠

错的勇气与智慧。

张：除了《侯绍裘》外，另外两部由松

江人创作的《公鸡搬家》和《寻找耳朵的小

浣熊》原创剧作今年也都刊登在国内唯一

一本登载戏剧文学本的国家级杂志 《剧

本》上，松江的戏剧创作，可谓硕果累累。

陆：是的。如果说，我是从新浜走出来

的第一代戏剧编剧，《公鸡搬家》的作者俞

月娥则是第二代，她先前创作的儿童音乐

剧《公鸡下蛋》获得过第 34 届田汉戏剧奖

剧目奖。 更可喜的是，新浜第三代戏剧工

作者也已崭露头角。杭艳是土生土长的新

浜人，从小就跟着爷爷奶奶去参加一些堂

会，对戏剧耳濡目染，今年她的第一部编

剧作品《分手》亮相舞台，受到肯定。 而编

剧新人陆琲琲的处女作小剧场话剧 《梦

想清单》 也于今年 12 月 26 日在松江新

浜镇首演。

张： 一个小镇， 去年上演 《公鸡下

蛋》， 今年刚刚上演 《寻找耳朵的小棕

熊》，马上又要推出《梦想清单》，下一步

准备推什么？

陆：12 月 12 日，儿童音乐剧《寻找耳

朵的小棕熊》 在松江新浜镇文体中心首

演，编剧是松江新浜镇的媳妇、上海师范

大学副教授杜冬颖，演出班底都是松江本

地的青年艺术骨干。 这部戏讲述一只由

“十全十美”玩具公司出品的小棕熊，由于

工人的失误，它被少缝制了一只耳朵。 遭

到抛弃后，它千方百计寻找可以帮自己修

复耳朵的人，并在结识重情重义的小裁缝

和乐观的玩具伙伴后，重新找到了生存的

价值和意义。 亲子教育是永恒的话题，爱

和善良是世界上最动情的力量，希望更多

的创作者能够关照现实，用戏剧的力量滋

养心灵，弘扬真善美，传递正能量。 《公鸡

下蛋》与《寻找耳朵的小棕熊》都是大型儿

童音乐剧，下一步，我想再组织创作一部

大型儿童音乐剧，由此构成“戏剧之乡”儿

童剧三部曲。

张：松江要将一镇的“戏剧之乡”变为

一区的“戏剧之乡”，区委区政府是否有具

体的举措？

陆：有。 就最近来说，按照区领导的

指示，我们正在做两件事。 第一，利用全

区 17 个街镇的剧场，打造“一镇（街道）

一剧”。 具体实施办法，一是挖掘现有资

源， 将已获得良好口碑的近十个戏剧作

品进行属地化转换； 二是结合街镇的实

际条件与相关需求，量身定制，创作排演

新的剧目。 我们希望经过多年努力，争取

每个街镇都有一台能拿得出手的、 为老

百姓所喜爱的驻场演出剧目。 第二，利用

数字化手段， 将新时期以来松江人创作

并演出过的代表性剧目进行录制与播

出。这两件事做成以后意义十分重大。我

最近与区文联秘书处的同事在搞系列调

研，打算花半个月时间，走访文联所属的

9 个协会以及相关的 35 个文化类的民非

组织， 凡谈到这两个项目， 大家都很兴

奋，都很愿意出力，也充分体会到区委区

政府领导对人文松江建设的坚强决心与

巨大魄力。 我想，只要大家学习好、贯彻

好习近平总书记最近给广大文艺工作者

提出的 5 点希望，齐心协力，荣辱与共，

推出更多更好的“戏剧之乡”建设成果，

为建设“科创、人文、生态”的社会主义松

江新城贡献新的力量， 我们的愿景就一

定能实现。

（本版图片均为俞月娥摄）

2021 年 4 月 28 日， 茅盾文学奖得

主，中国剧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陈彦

调研人文松江创作研究院， 高度肯定松江

“戏剧之乡” 品牌创意与建设成绩；6 月 1

日， 全国首家区县级儿童青少年戏剧家协

会在松江成立；6 月 22 日、23 日、25 日，

松江区联合多家单位推出的大型红色题材

原创话剧 《侯绍裘》《渔阳里的 “大人物”》

《共产党员雷经天》 先后与观众见面；7 月

29日，教育部公示首批新文科研究与改革

实践项目拟立项项目名单， 上海戏剧学院

与松江 “上海根故事工厂” 校地合作项目

《“中国戏剧故事工厂”创新实践与探索》入

选；8 月 25 日，上海市文旅局公布 2021-

2023 年度 “上海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名

单，以“戏剧之乡”建设成果参评的松江区

新浜镇榜上有名；10 月 25 日， 中国剧协

小剧场戏剧创演人才培训班在松江开班，

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近 50 名小剧场相

关编导演和管理人才；12月 12日，大型原

创儿童音乐剧《寻找耳朵的小棕熊》在松江

新浜镇文体中心上演……

一条时间线，一根发展轴。 在建设“科

创、人文、生态”现代化新松江进程中，“上

海之根”松江正倾力打造闻名全国的“戏剧

之乡”，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推进，取得

了令业界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离

不开松江区委、区政府对“人文松江”建设

的全力推进，也离不开一个为“戏剧之乡”

奔走忙碌的身影———上海戏剧学院学术委

员会主任、松江区文联主席、人文松江创作

研究院院长陆军。 27 年前，陆军为家乡松

江起了“上海之根”的别名，已成松江“第一

名片”；三年前，陆军从上海戏剧学院第二

次回乡兼任松江区文联主席，服务于“五大

新城”建设，在区委区政府的全力支持下，

汇聚贤达，频推举措，松江“戏剧之乡”品牌

建设风生水起，引人关注。

引

子

“上海之根”松江倾力打造“戏剧之乡”

话剧 《陆机》 即将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