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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姜方

■本报记者 范昕

上个世纪50年代以青春和生命谱写的雪
白血红的英雄壮举，60年代巴金创作的小说《团
圆》长影拍摄的电影《英雄儿女》、21世纪新时代
的上海话剧《英雄儿女》，一脉相承，不断深入，
历史庄严悲壮时刻的动人故事，在不同的时空
建构了我们不灭的文化艺术记忆。

几个月前，得到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创排话
剧《英雄儿女》的消息，心中有些忐忑——小说
与电影在先，话剧该如何翻越横亘在面前很难
逾越的两座高山？看完首演，我和所有观众步
出剧场，在星光下，还在回味着，舞台上滚滚烽
烟中屹立着的英雄儿女的群像。尽管首演，难
免有生疏之处，我还是非常兴奋地发了一条微
信“首战告捷”。

话剧《英雄儿女》的首战告捷在于，小说和
电影原作提供了扎实的生活体验和艺术基础，
但告捷的更重要原因在于，全剧的舞台呈现有
气质有激情有人情。作品努力站在新的时代高
度，对小说和电影精神内涵再度深入开掘。在
巴老的小说中，王成、王芳的英雄主义为浓郁厚
重的兄妹、父辈和两代人情感所包裹，同名电影
选择突出了英雄气概带动人间温情，话剧则将
这两个部分糅合在一起，进一步丰富了人物的
精神世界和理想情操。“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
雄的鲜血染红了它。”话剧以自己独特的方式，
歌颂了志愿军战士为了保家卫国，不惜牺牲的
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精心保留并且强化了
电影中王成一人孤守无名高地，在敌人四面包
围的绝境中，高呼“向我开炮”，端着爆破筒冲向
敌人，与敌同归于尽的高扬着英雄主义精神的
经典瞬间；而且加入了大战前夕，在弥漫的硝烟
和隆隆的炮声中，王成小四川在狭隘的坑道里
宣誓，火线入党的庄严场景，一面简易的红旗映
红了他们青春的脸庞；王成和王芳、小四川和文
工团队长凌光华、战士们和文工团员们，一字一
句签订、朗读生死协议视死如归的庄严时刻。
话剧以一曲酣畅淋漓的英雄主义之歌，唤起了
观众内心的英雄主义激情。英雄主义是人类战
胜一切困难的精神力量。英雄主题，是人类最
早的神话、史诗的不朽主角，也是古今中外文学
艺术生生不息的母题，更是中华民族历经苦难，
“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
生生不息的精神伟力。

由此延伸，话剧给予英雄主义一种更日常
更生活的解读。王芳为了抢救战友受伤，对照
牺牲的哥哥王成，苦恼自己不是一个“惊天动
地”的英雄。政委王文清开导她，说，“那你爸爸
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可是他
对工作忠心耿耿，贡献出一切，难道不是英雄
吗？我们每个人在最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兢兢
业业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就是给祖国作贡
献，那他就是个英雄。”可见，英雄主义不仅是战
争年代危急时刻“舍生忘死保和平”的壮举，和
平建设年代的平凡奉献同样是一种朴素的英雄
主义。轰轰烈烈名标青史是英雄，默默无闻埋
头苦干也是英雄。这也成就王芳创作出了那首

“晴天响雷敲金鼓，大海扬波作和声”的《英雄赞
歌》。话剧非常突出地在全剧尾声完整保留、反
复咏唱着那首响彻了整整60年的不朽歌曲《英
雄赞歌》。

话剧《英雄儿女》有光彩照人的英雄群像的
饱满精神辐射，也有人间温情的细腻描写。英
雄不是拒绝人间烟火，冷若冰霜的抽象的符号，
也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活
生生的可敬可亲的“人”。英雄不但以他们超凡
的意志和壮举震撼着我们的心灵，而且以他们
最平凡的人性温暖着我们，感动着我们。诚如
编剧喻荣军说的，“舞台上，王成既是奋不顾身、

保家卫国的英雄，也是对家人有着深重情感的
儿子和哥哥。而王芳不仅仅是活泼可爱的文工
团员，她身上的英雄气质也被激活了。”王芳亲
父、师政委王文清与女儿失散20年后，尊重养
父王复标的感情，克制着内心涌动的亲情，不认
亲生女儿。王复标赴朝慰问，强忍儿子牺牲的
悲痛。极大地丰富了“团圆”伦理情感的内涵。
话剧把英雄人化，特别充分地开掘年轻战士热
爱、向往美好生活的感情世界。从开始王成南
下又北上赴朝给妹妹写信到朝鲜战场的不期而
遇，王成王芳兄妹在战场上的深深牵挂，妹妹的
撒娇，哥哥的大度关爱；王成和小四川、王芳和

文工团员战友之间亲密无间的友爱；小四川一
直珍藏着孤儿院一起长大，自己暗恋着，谎称
“妹妹”的女孩照片，上战场前，把她的照片托付
给“结对子”的文工团队长凌光华：如果自己在
战斗中“光荣了”，要亲手把“妹妹”的照片和自
己埋在一起……青春像一团火经久不息地在舞
台上燃烧着。

舞台艺术不同于以文学语言展开想象的小
说，也不同于声光电银幕画面蒙太奇叙事的电
影，舞台艺术的审美力量，在于现场演出中演员
表演、音响、舞美综合起来的饱和度，然后达到
台上台下、演员观众彼此共情的“场效应”。话

剧《英雄儿女》导演调动21世纪舞台艺术的手
段和能量，全力以赴再现了上世纪50年代那场
可歌可泣的历史面容，在有限的舞台空间借助
舞美、灯光、音响、多媒体，复原、强化了中国人
民志愿军鏖战的冰天雪地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
朝鲜战场。从而，给观众带来了完全不同于小
说和电影的审美体验。譬如第七场，舞台左上
角一束红色的追光投射到王成身上，震撼人心
地再现了王成“双手紧握爆破筒/怒目喷火热血
涌/敌人腐烂变泥土/勇士辉煌化金星”壮烈的
画面。舞台左下角是简易的前线指挥部，师政
委王文清和团长在大声紧急地呼叫王成。舞台
艺术，一旦在剧场与观众见面，演员就是所有审
美聚焦的焦点。在话剧《英雄儿女》中，志愿军
英雄的激情燃烧着演员，同时通过演员激情燃
烧的表演点燃了我们内心的激情。我特别喜欢
饰演王芳、王成的年轻演员贺梦洁和刘炫锐。
他们将共和国青春年代年轻人所特有的朝气、
理想、清纯、可爱的形象，演绎得那么真诚、自
然。隔着70年的历史长河，我看到了当下的青
春和历史的青春的热烈拥抱，看到了不同时代
年轻人灵魂的真诚对话。“他们的眼睛里有光，
并且是那么的清澈”。包括在舞台上穿梭的每
个群众演员都在进入角色，每个战士都眼里有
光。有光，就有感染的力量。“为了胜利，向我开
炮！”王成竭尽生命全力嘶哑的叫喊，王芳在哥
哥牺牲后回忆兄妹一起的点点滴滴，坐在舞台
前端长时间的埋头抽泣，令人为之动容。这是
一群令人可敬可信的“最可爱的人”。以上就是
我看话剧《英雄儿女》的充足理由。

抗美援朝战争中，英雄的城市上海和英雄
的上海人民倾尽全力，与前线的战士共同捍卫
祖国的和平，成千上万的普通市民闪耀着英雄
的光辉。话剧《英雄儿女》诞生在上海，恰逢其
时，也是理所必然，它是历史厚重的印证。上
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是一座为现代中国
每一步前进作出奉献和牺牲的伟大城市。作为
共和国长子，它总是在国家遭遇困难的历史时
刻，挺身而出，勇挑重担。这是上海城市精神中
最为华彩的英雄主义篇章，也是对时代的深沉
回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上海发出了时代的
强音，“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物资有物资，要
什么有什么”，1.8万多上海青年参加志愿军，
其中1683人牺牲在朝鲜。与志愿军战士一道
奔赴朝鲜战场的还有来自上海的800多名医护
人员，1200多名司机，4300多名铁路工人。英
雄主义始终是上海，是共和国最宝贵的精神财
富，从王成身上、从王芳身上，从英雄儿女们身
上，我们感受到了在理想光芒照耀下的大无畏
的英雄气质，这种气质，正是我们民族我们国家
走向未来取之不竭的精神源泉。

首战告捷不是大功告成，作为一部首演剧
目，仍有不少可以修改的地方。我期待，话剧
《英雄儿女》发扬英雄精神，不断修改、打磨，努
力使话剧《英雄儿女》成为一部新时代的优秀
剧目。

——谈正在上演的大型话剧《英雄儿女》
毛时安

烽烟滚滚唱英雄，在以青春拥抱青春中奋力前行

《我爱你中国》《英雄赞歌》等荡

气回肠的旋律响起，由上海歌剧院特

别策划推出的《“嘹亮的歌声”经典

声乐作品专场音乐会》日前亮相福州

九日台音乐厅，线上直播吸引了超过

160万网友观看。这是今年上海歌剧

院10月红色演出月的首场演出，也是

上海歌剧院“红色”音乐之旅的首

站。在歌声中，表演者与观众一起回

顾历史致敬英雄，迎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

作为一个有着深厚红色基因的文

艺院团，上海歌剧院多年来一直致力

于通过文艺作品弘扬光荣传统、赓续

红色血脉。今年，上歌延续10月红

色演出月的传统，这个月在上海、福

州为观众献上共七场演出，内容涵盖

原创剧目与经典歌曲两大板块。本

次巡演除了唱响“嘹亮的歌声”，上

海歌剧院还携原创歌剧 《晨钟》 来

到福州，歌颂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

共产主义先驱们追求真理、矢志不渝

的勇气，以及求真务实、勇于探索的

精神。

作为庆祝建党百年上海首批重点

文艺创作项目，《晨钟》集结了作曲

许舒亚、编剧姚远、指挥许忠、导演

熊源伟等国内优秀主创团队。多年来

的演出过程中，上海歌剧院院长许忠

与主创们一起打磨修改、精益求精，

随着作品唱词凝练而深邃，旋律蓬勃

而动人，《晨钟》获得国家艺术基金

2020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本

次巡演中，沈佳瑜、马倩、陈朝宾、

董正研、何超、郑瑶、李忻润等上海

歌剧院优秀的青年演员们一同挑大

梁，演绎百年前的风云人物。在一次

次排练和表演中，他们从人物身上汲

取了许多精神动力。

另一部歌剧《江姐》则是上海歌

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之一，自1964

年首演并在全国广为流传，久演不

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是

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自1965

年由第一代“江姐”任桂珍首演后，坚持排演近60年，培

养历练出六代“江姐”，饰演第六代“江姐”的年轻演员何

晓楠、周琛曾多次得到任桂珍老师的亲身示范指导。10月5

日在上海九棵树未来艺术中心举办的《江姐》赏析会，更是

通过曾多次获观众良好反响的“江姐说江姐”形式，由饰演

最新一代“江姐”的年轻演员，以接地气、近民众的互动，

生动介绍江姐其人其事。现场排演体验，让观众亲身感受歌

剧《江姐》的艺术魅力，让红岩精神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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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中国一线近现代艺术名家有过在

上海的生活经历。他们在这座城市留下的

踪迹，深深影响了美术史走向，亦串联起一

张群星闪耀的“海派美术地图”。意味深长

的是，今天我们以“海派城市考古”之名寻访

这张地图，恰与刘海粟美术馆正以全馆规模

举办的“中国现代美术教育文脉大展”形成

一种呼应。展览中的作品、文献与城市中留

存的踪迹互为对照，告诉人们开启中国绘画

现代化进程的海派绘画何以了不起，又如何

承载并丰满了上海的城市精神。

“这次展览不是简单的历史记忆回顾，

而是学科建设的前沿发现。城市发展需要

调动起城市文化资源，对重要的文化遗物、

遗迹、遗址认真研究。”文脉展学术主持、上

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副院长李超教授告诉

记者，在上海这座城市，究竟有多少人、多少

事、多少物与中国近现代美术史息息相关，

聚沙成塔的数据库初步形成。在他看来，这

些研究成果最终是面向未来，有待转化为智

库的，从象牙塔里的独乐乐，变为社会美育

的众乐乐，不仅赋能当下的创作，更将转化

为文化影响力，由此提升城市文化竞争力。

从救国到强国的现代美育路
径，今天依然具有启示意义

翻看海派美术地图，土山湾画馆与上海

美术专科学校是两个绕不开的核心坐标。

前者有着170年历史，体现中国近现代美术

教育发祥地的历史影响，后者至今走过110

年，形成“新兴艺术策源地”教学集群及文化

生态，海纳百川，承前启后，滋养中国现代美

术教育的发展。今天它们于申城的遗存，分

别以位于徐家汇的土山湾博物馆与地处顺

昌路的上海美专旧址的身份得以延续。至

今在美专的这一旧址，还能寻到许多文化名

流曾驻足留影的那座弧形楼梯。

以往人们对于土山湾画馆与上海美专

的认知，多是对于西洋美术的引入，却未必

知其背后深意。李超向记者坦言：“回望始

自土山湾画馆的170年中国现代美术教育文

脉，可以发现从救国、兴国到强国的清晰路

径。”这样一条路径在文脉展中有迹可循，并

且在李超看来今天依然对我们具有启示意

义——美育最终是为了丰富人们的精神涵

养，为民族想象力贡献智慧。

展出的文献揭示，百余年前的土山湾画

馆已呈现中西并重的教育风格。其中有封法

文信件提及中文书籍的翻译事宜，亦有字帖

教导孩子中文书写。受教于土山湾画馆的周

湘，于1905年编写的《最新袖珍油画诀》《最

新袖珍水彩画诀》现身，呈现对于中国现代

美术教育体系化建设的最初探索之力。刘

海粟美术馆馆长鲍薇华也告诉记者，上海美

专鼎盛时期构建的美术教育体系，不仅接轨

世界绘画发展学术前沿，还在努力融合民族

文化特色。文脉展上即有专门板块呈现如

是尝试。人们看到，中国画作为传统的本土

艺术，在上海美专被第一次纳入现代教育，

成为一门学科，翻开近代艺术教育重要一

页。早自1920年起，上海美专就开始筹建中

国画系，诸闻韵、潘天寿、钱瘦铁、王个簃等这

一系科“掌门人”均出自吴昌硕门下。并且，

上海美专国画系成立之始便开设书法、篆刻

课程，体现诗书画印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

历史之物与艺术之物的复
合，深化着海派绘画的精神力量

从土山湾博物馆到顺昌路上海美专旧

址一线上，汇聚着许多艺术名家的旧居，构

成上海推动中国近现代美术发展的一条重

要干线。不少坐标都与文脉展中的展品有

所关联，形成历史之物与艺术之物的复合。

复兴中路512号，一幢有着红砖外墙的

四层法式花园住宅，刘海粟曾在此居住了近

一甲子。据刘海粟小女儿刘蟾回忆，当年家

中二楼右侧是间大会客室，墙上挂有一幅父

亲年轻旅欧时临摹德拉克洛瓦的《但丁和维

吉尔》。这幅作品钩沉出的刘海粟旅欧往事

在展览中被再度回溯。第一次欧游期间，刘

海粟在博物馆里临摹了一批西方经典名画，

其中临摹的米勒《拾穗》、柯罗《珍珠少女》都

现身文脉展。他也以西方绘画技法活学活用

画下一批欧洲风景油画，如展出的《翡冷

翠》。第二次欧游，刘海粟更是把300余件中

国现代美术作品组团带到欧洲多地巡展。当

年展览会现场的照片，以及刘海粟参展的中

国画《秋江饮马图》《五松图》都现身文脉展。

黄宾虹在自忠路420号有着早期外廊式

风格的联排住宅，一住就是30年。1929年

春，上海美专聘请他为国画理论教授。他也

曾为美专新创办之校刊《葱岭》题署，并撰《六

法感言》刊于第二期。文脉展中不仅有文献

佐证这段经历，还展出了他绘于1932年的一

幅《山水》，让人们直观窥见他雄浑的积墨画

风给当年的国画教育带来怎样的新气象。

丁悚旧居位于黄陂南路847弄9号，这

也是其创办的“漫画会”所在地，张光宇、叶

浅予、张乐平等人都常常往来于此。身为上

海美专首任教务主任的丁悚，提倡写生教学

理念，为美专主张的美术改良作了预备。如

今有不少照片记录下美专学生户外写生课

程，这些照片的拍摄者正是丁悚。而在文脉

展中，写生之于上海美专也正是浓墨重彩的

呈现部分。

最近，上海美术馆（中华艺术宫）、刘海

粟美术馆均推出“海派城市考古”线路，邀请

人们在漫步城市中探访海派绘画脉络，感受

上海的风雅与精神力量。

刘海粟美术馆举办“中国现代美术教育文脉大展”，呈现聚沙成塔、面向未来的学术研究成果

文献与踪迹互为对照，激活丰厚海派美术资源

话剧《英雄儿女》以独特的方式，歌颂了志愿军战士为了保家卫国，不惜牺牲的大无畏英雄主义气概。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刘海粟美术馆“中国现代美术教育文脉大展”展览现场。 （馆方供图）

■抗美援朝战争中，英雄的城市上海和英雄的上海
人民倾尽全力，与前线的战士共同捍卫祖国的和平，成
千上万的普通市民闪耀着英雄的光辉。话剧《英雄儿
女》诞生在上海，恰逢其时，也是理所必然，它是历史厚
重的印证

■英雄主义始终是上海，是共和国最宝贵的精神财
富，从王成身上、从王芳身上，从英雄儿女们身上，我们
感受到了在理想光芒照耀下的大无畏的英雄气质，这种
气质，正是我们民族我们国家走向未来取之不竭的精神
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