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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梦见》是文艺评论家汪守德所
著的关于军旅作家周振天的创作艺
术论。读完这部三十八万字的专著，
对这两位久已熟悉的艺术家和评论
家又增添了一份敬佩之意！周振天
是以长篇小说为起始步入创作生涯
的著名剧作家，他在文学、话剧、电
影、电视剧等诸多创作领域，不断攀
越艺术高峰，其精品力作迭出，而且
“门类广、数量多、质量高、份量重、影
响大”（见李准的《梦见 ·序一》），成为
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故业界有
“周振天现象”之说。汪守德自上世
纪八十年代初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毕
业后，长期在解放军总政治部从事文
艺创作的组织管理服务工作，是一位
专家型的领导，在文艺评论领域又颇
有声誉。他熟悉了解周振天，以多年
关注和评论周振天创作的积累，倾情
倾力完成了这部论著。
《梦见》让人们更深入全面地了解

周振天的创作成就，了解周振天的人
品文品，感知他的文化立场和艺术良
知。《梦见》绝非仅仅是为周振天而著，
其意义也不只是在于仅为文艺研究奉
献了一本厚重的艺术家作品论。这是
评论家汪守德抓住周振天这难得的典
型，通过分析研究他诸多的创作范例，
探究他不断攀越高峰奉献佳作的成功
因由。这对文艺界如何以提高作品质

量为生命线，进一步繁荣文艺创作，以催
生更多的精品力作，具有寻梦创作范式
的意义和价值！这是《梦见》最主要的
贡献！这也昭示了一位军队的资深文
艺工作者、一位著名文艺评论家的初心
和担当！

创作轨迹的探究——
详实又发人启迪

《梦见》对周振天创作历程的追寻和
梳理，从追溯他的青少年时光开始。
“青少年时光的文化之旅”“蔚蓝色

的从军行”，书中这些追忆的章节不乏诗
意的笔触。而引人关注和发人深思的是
周振天的那些常人难以经历的生活境遇
和人生故事。这是生活在周振天年轻的
心田里赐予播下的种子！

周振天十八岁那年，分配进了天津
市公安局属下的一个劳改农场工作。
领导不忍心让一个涉世不深的小年轻
直接面对那些背景复杂的劳教人员，便
安排他去档案室整理这些人的档案。
档案堆积如山。整整两年多，周振天在
那里逐页仔细阅读，一边整理，再一边
装订成册。这些审讯笔录、坦白交代、
证词等案卷，是一份份罪恶人生的实
录，也是一份份活生生的人心人性的病

理报告。这给周振天打开了一扇了解
社会、认识人生、洞察人性的特殊窗
户。这经历对于之后将终身从事编剧
生涯的周振天而言，犹如高尔基童年就
读的“人间大学”。

1978年周振天被特招进入海政话
剧团担任创作员，在经历了南海艇队驱
逐艇和北海艇队扫雷艇的生活体验之
后，又为创作潜艇题材的作品被任命为
东海艇队的276号潜艇代职副政委。这
段经历，更刻骨铭心。他与战士们一起
生活战斗在这个由钢板、钢梁、电缆和管
道构成的逼仄空间里。他与战士们一起
随潜艇深潜海下，不时忍受艇壳因受深
海高压挤压而变形发出的恐怖响声，不
断经受潜艇受压后渗油、漏水、艇门变形
等种种令人心惊肉跳的考验。当然，他
也体会到了在那人世间最狭窄的空间里
战友之间最亲密的人际关系，那是一辈
子都难忘的生死关爱！凡看过话剧《深
海》的观众，无不被这部以“深潜海下三
百米极限”为“戏核”、着力刻画潜艇总设
计师崇高精神境界的话剧所感动所震
撼！这灵感的火花，就来自周振天和战
士们在那像沙丁鱼罐头那样上下相叠的
铺位中骈肩累足的日日夜夜！
《梦见》对周振天创作轨迹的勾勒和

表述是细密详实而又发人启迪的。
周振天多专多能，他的创作涉及文

学、舞台剧、电影、电视剧、电视专题和电

视综艺策划等六个门类，涉猎各种题材
和多种审美表现样式。《梦见》对六个门
类的创作逐个予以论述。考虑到周振天
是我国第一个运用电视连续剧的样式，
将海军题材搬上荧屏的艺术家；他又堪
称整个电视剧编创队伍中一棵枝繁叶茂
的常青树，颇具影响力和代表性，因而对
他的电视剧创作这一门类，又根据题材
的不同分列四章进行专门论述。对这九
章六个门类，汪守德收集了五十三部作
品作为个案进行深入细致的评析，大都
围绕思想内容、艺术呈现和人物塑造这
三个方面展开，但对不同的作品又选择
不同的视角和维度。

他的探究分析有一个非常明显的
特点：既注意横向的比较，往往将其个
案放在同一时期同类作品的创作态势
中进行长短得失的衡量褒贬；又注意纵
向的贯通，尤其注重主题立意的开拓深
化和艺术呈现的探索创新，指出其对同
类题材创作的提升和业态发展的推进
所作出的贡献，进而揭示提高创作质量
的某些规律。这显示了他深湛的美学
素养、宽阔的艺术视野和对艺术发展的
识见！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梦见》注重汲
取了各方对周振天作品的研究成果，博
采诸多评论家的高见和哲论。话剧《深
海》2020年6月在广州首演，这是一部
以健在的共和国功勋人物、被誉为“中国
核潜艇之父”的黄旭华作为主人公，把一
个真名实姓的伟大科学家搬上舞台，艺
术地展现其精神风貌、智慧才华和人格
魅力的话剧力作。《深海》的成功是对当
时某些英模题材创作同质化的一个有力
反拨！它跳出了新闻报道的思路，不因
袭老套路的事迹罗列和概念苍白的颂
扬，也不回避历史的暗影和命运的痛点，
更不是那种给观众递上一杯不冷不热不
咸不淡的“温吞水”就“应付交差”的敷衍
之作！《深海》首演后，在业界和观众中引
起了强烈的反响，先后被邀请在上海、北
京巡演，并举行了深入的研讨。在这个
创作个案中，汪守德先后汇录了两地研
讨会十多位专家学者的评点作为互证和
参照，深刻阐述了《深海》为在舞台上塑
造新时代性格丰满的英模人物、尤其是
新中国一代优秀知识分子光辉形象所作
出的可贵的示范！

成功原由的核心——
心志胸襟和情怀

“时代镜像、民族良心”，“经典风
范、大家气派”。这是汪守德对周振天
作品的思想艺术特征及其创作成就和
贡献所作的高度概括。汪守德参加过
一系列国家级重大奖项的评审，在文艺
创作有“高原”少“高峰”的现状有待继
续改观、人民群众期盼更多精品力作的
愿望更亟待满足这样的情势面前，他深
知周振天这样的剧作家之难得和可贵，

这样的艺术家是繁荣文艺创作的重要
支撑和希望！而作为一个评论家，他自
然更明白，周振天之所以成为卓有成就
众所瞩目的艺术家，是为多种因素所决
定的，破译解读这些“密码”，探究明了
他成功的因由，可为培养造就更多这样
的艺术家提供范式和借鉴，这便是汪守
德撰著《梦见》的初衷，是他不忘评论家
言责的初心所在！

汪守德认为，造就周振天成功的重
要因素，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

重视和践行深入生活，是周振天数
十年一以贯之的坚守他将深入生活视为
创作最重要的前置，是他创作每部作品
前必做的“功课”。他用发现的眼睛和倾
听的耳朵，去进行全身心的观察、捕捉和
感受，了解生活中蕴藏的大量宝贵的真
相、细节、趣味和意蕴，感受作品所要展
现的时代精神与人物的生活底色。周振
天自己深有感慨：“生活的丰富积累，是
我创作成功的根本保证，如果没有亲身
的体会和感悟，又何来与众不同的灵感
和思路呢？”

勤奋刻苦的好学精神，博采众长的
谦逊态度和坚持不懈的艺术追求，加之
日积月累、博观约取的兼收并蓄，积聚夯
实了其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坚实的编剧功
底。他广泛阅读经典名著，留意关注国
内外的文艺思潮、创作动向和各类代表
作品，始终是一名好学的求知者，如饥似
渴地汲取有益的思想文化艺术素养融入
其创作之中，使他的创作不断与时俱进，
呈现出时代的青春态和当下感，使艺术
之树充满常青的活力。

勤于又善于思考，关注对历史的洞
察和对现实的观照，又十分讲究叙事的
策略和角度。这使他的作品既有深邃的
思辨性，又具备很高的艺术性和很强的
吸引力。周振天的作品常常表达或蕴含
宏大的时代主题，却又往往都是以小见
大，以小切口来展示大视野，以小人物来
折射大历史，让观众从舞台展示的这个
小小的窗口，领略激荡的时代风云，感
察时代的肌理和民族的悲欢，从而思
考历史脉络和现实的走向！

积极探求人物形象的典型化塑造，
注重对各种人物的性格刻画，又不断超
越自己对创作的个性化追求，从而塑造
了众多性格独特、富有创意的典型人
物。话剧《天边有群男子汉》的那群兵，
电视剧《潮起潮落》中的鲁明宽、简小荷，
电视剧《神医喜来乐》和《张伯苓》中的主
人公，还有话剧《深海》中的黄旭华，话剧
《危机公关》中的许达年，都来自历史或
当代的生活。周振天凭着他深厚的文化
情愫和不懈的艺术追求，注重描绘他们
所处的历史或现实的典型环境，刻画他
们典型的生活细节与性格表现，呈现了
深刻的艺术真实，使之成为典型形象，给
观众以深刻印象和启迪。

纵观《梦见》全书，汪守德对周振天
成功原由的分析，最为关注的就是对他
的胸襟和情怀的解读。中囯古代文论推
崇“知人论世”。鲁迅对此阐述说：“我总

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
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
这才较为确凿。”《梦见》的写作，遵循的
正是这样的方法论。汪守德对周振天作
品的分析、对其成功原由的探究，始终联
系其作品创作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
而且尤其注重考究“作者的全人”。而这
“全人”，在汪守德看来，最核心的就是要
着眼于“艺术家的襟怀和学识的贯通、道
德和才情的交融、人品与艺术的统一”这
样的维度和深度，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刻
全面地认识其人、认识其作品！

对话剧《危机公关》的个案分析，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是一部直击
心灵的话剧。五年间两次在北京上
演，都场场爆满。《危机公关》被评论家
誉为“一次当代人灵魂深度叩击与价
值观剖白的精神拷问”“是一部深切关
注民生、关注社会，为人民发声的好作
品”。汪守德具体联系并分析了剧目
创作时社会环境和业态状况，指出这
部剧是警示人们：在市场经济中获取
财富的同时不要迷失人的本性！而周
振天面对当时舞台和荧屏上某些以低
俗浅薄换取票房和收视率的现象，深
感焦虑不安，他大声疾呼：要对百姓的
欢乐与疾苦保持应有的敏感和锐度！
《危机公关》就是在周振天这种不吐不
快的心境下奋笔而作的。对艺术家这
样的情怀，汪守德深情实录，并予以高
度的评价和赞扬。一个剧作家心系人
民、念念不忘人民之呼的拳拳之心跃
然纸上！

为了让人们更全面具体地了解和感
受周振天的情怀，了解他的文化立场和
艺术良知，并深入领会这一切与创作成
就的因果关联，汪守德为《梦见》编撰了
压轴之章“镜鉴——作为创作者的艺术
观”。这一章汪守德别具匠心，收录了周
振天在参加各种会议、论坛，或接受采访
时，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直抒心意道出
的许多切中肯綮的真知灼见。这本是周
振天的寸心所得，不轻易示人。但汪守
德费心荟萃集纳，又略加点评，供大家共
享。这样内容的篇章在当下的创作艺术
论专著中还难得一见。这其中有一段周
振天怎么看待编剧这个行当的坦诚心
语：“二十多年前，我写电视剧《李大钊》，
在李大钊长子李葆华家里看到李大钊的
一副对联，至今刻骨铭心：‘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我觉得，这作为从事我们
这个职业的人的座右铭是很合适的。我
们的‘道义’是什么？就是在为千百万电
视观众娱乐服务的同时，传承中华民族
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乃至人类文明的
一切精华。还有真实反映老百姓对社会
公正的迫切追求，对于美好人生的感情
寄托……”这段心灵独白，让人想起在中
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上的讲话
中，习近平总书记引用的那则古人诗话：
“志高则言洁，志大则辞弘，志远则旨
永。”真可谓：“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
也！”诗，如此。剧，不也如此吗？！周振
天的创作历程及其成就，就是明证！

郦国义

《梦见》：攀越的轨迹 成功的因由

没想到，一首沪语说唱不是以高亢

激昂的姿态，而是用恰到好处的自嘲以

及平和的自省引起大范围共鸣。“阿拉

养了 （生在） 上海，就要相信上海”，

说唱里的这句词糅杂着得意和惆怅，微

妙的感觉抓挠着听者的心，生出欲说还

休的情绪。

恰好，另有一句歌词可以诠释这种

情绪的来处——“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

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足够直

白，一如歌曲的名字——《喜欢上海的

理由》。2001年，这首力波啤酒的广告

曲风靡全城。曲子用一个上海男同学的

艺术人格，有点不羁、脑筋活络，三五

句串起成长趣事和城市变化，唱出了大

多数沪语民谣的情感支柱。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一个以

唱沪语民谣出名的乐队主唱说，“就像

对一个女孩儿，你有时候会很爱她，

有时候又有点讨厌她……”总结起来

大抵是恋爱的感觉，喜欢是真喜欢，

讨厌不一定是真讨厌。总体上是甜蜜

蜜的，偶尔磕碰，生个闷气，转头又

欢欢喜喜。碰巧的是，这支专耕沪语

民谣的乐队也初成于2001年，在上海

某条石库门的弄堂里，他们给自己取

名为“顶楼的马戏团”。多年以后，一

曲 《上海童年》 勾连起多少上海人心

底的脉脉温情。

民谣多是娓娓道来，沪语民谣因

为同城市暧昧的情感羁绊，多出一分

温润。

《上海童年》描出沪上寻常人家小

时候的画面，“四大金刚当早饭永远吃

勿 （不） 厌粢饭配油条，咸浆里多摆

点虾皮”“ 到 大 光 明 电 影 院 去 孵 冷

气，带好毛巾毯，防止打喷嚏”“来

我印象里，妈妈一直了 （在） 织绒

线，要么就是我陪妈妈拆绒线让伊

开心”……9分多钟的歌曲体量里都

是 类 似 白 描 ， 大 概 是 一 个 长 在 弄

堂、上蹿下跳的男同学，对不算富

足但足够快乐童年的回忆；《喜欢上

海 的 理 由》 散 发 着 青 春 期 的 荷 尔

蒙，“追过港台同胞，迷上过老外”

“自己当明星心情也真的不坏”……

青春期的热情同城市的高速发展碰

撞，激荡出追梦、奋斗的能量；《欢喜

侬》数起上海泛着情趣、文趣、乐趣的

小马路，“欢喜侬，福州路，走勒高头

觉得自家老有文化”“欢喜侬，昌里

路，夜排档等侬有空坐一坐”“陪我兜

兜上海开开11路”，描写出当代文艺、

饮食男女的雅致和闲情……歌曲中的

人和事，是别人也是自己。叙事中有

平和、体察以及轻巧，作为听众，能

够清晰感受到歌曲传递过来的一种温

润感。

歌词中不难洞察创作者对城市的

某种精神呵护，当然，呵护是基于对

城市的深度理解。力波啤酒广告曲的

作词人陶为民对彼时上海的理解是，

“只要你敢想，它就能给你机会让你有

实现的可能；只要你有能力，它就能

提供平台让你找到发挥的场所。这就

是上海的魅力，它一定不会让你失

望”，于是就有了 《喜欢上海的理由》

中的“好日子、好时代，我在上海，

大家都在”，这是个体与时代的相互成

全。我想，有一个场景特别适合描摹

“顶马”主唱的创作：在石库门的亭子

间里，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男同学趴

在窗台上，叼着一支笔，眼前映入一

道倩影，白衣飘飘，回眸嫣然，心中

莫名一动。

是了，这就是对上海的感觉。

当然“恋爱”从来不是一厢情

愿，其中也有城市气质对创作者的反

哺，体现在沪语民谣里是一份不为生

活折腰，不和生活死磕的平衡。歌曲

营造的场景多是体面的，歌词大都令

人会心一笑，但体面和幽默不会折损

沪语民谣的深刻性，歌曲中依然有对

现状的生动描绘，有厚重的人性关

怀、有鞭辟入里的观察，只是它们抵

达听众心里的方式是四两拨千斤。一

如文章开头提到的沪语说唱中那句歌

词“阿拉养了上海，就要相信上海”，

没有强行说教的生硬，也没有传递冒

犯人的优越感，听众能够体悟到创作

者的深意——信任，才能在特殊的时

期过好生活。

苏展

沪语民谣：
一场创作者同城市的恋爱

▲军旅作家周振天执笔的话剧《深海》，是一部以健在的共和国功勋人物、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的黄旭华作为

主人公，把一个真名实姓的伟大科学家搬上舞台，艺术地展现其精神风貌、智慧才华和人格魅力的话剧力作。图为话

剧《深海》剧照

▲有支专耕沪语民谣的乐队初成于2001年，在上海某条石库门的弄堂里，

他们给自己取名为“顶楼的马戏团”。多年以后，一曲《上海童年》勾连起多少上

海人心底的脉脉温情。图为海派画家李守白《弄堂风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