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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先锋的实验
——观小剧场淮剧《画的画》 ■胡晓军

参观巨港郑和清真寺
——《丝路碧海情》印尼采风记（五） ■于 强

秋秋
郗文博郗文博

秋秋

似酒似酒

味醇厚味醇厚

岁月悠悠岁月悠悠

转身又回首转身又回首

再抚喜乐哀愁再抚喜乐哀愁

往事如烟花依旧往事如烟花依旧

唯友谊绵长如水流唯友谊绵长如水流

只缘一路有你陪着走只缘一路有你陪着走

沐晨曦撷彩霞雨中漫游沐晨曦撷彩霞雨中漫游

待到红叶浓时再聚首待到红叶浓时再聚首

品茶论酒赏石叙旧品茶论酒赏石叙旧

落英满地云舒袖落英满地云舒袖

欢声笑语不休欢声笑语不休

夕阳挂枝头夕阳挂枝头

红尘看透红尘看透

别无求别无求

静候静候

秋秋

告别了小岛，我又乘机动舢舨返回，夕阳
西沉，晚霞的余辉映在江面，右岸码头上的巨
轮、塔吊的影子倒映在水中，形成了一幅亮丽
的风景线。左侧的岸边一排排的高脚楼伫立
在河畔，渔民在岸边、船上撒网，一番渔歌唱晚
的景象。

机动舢舨在水面飞驰着，河面溅起浪花，留
下长长的水印。行驶了近一个小时抵达安佩拉
大桥，此时夜幕已降临，红色的桥经灯光反射，
加之车辆的灯光融合，大桥真如一道横跨穆西
河的彩虹，美极了。

机动舢舨靠上码头，我们上了岸，我对出租
汽车司机说：“能不能再带我们到别处看看有关
郑和下西洋的遗踪？”

“我带你们去郑和清净寺如何？”司机说。
“太好了，赶快去！”我喜出望外说道。
“不过，这样要耽误你们用晚餐了。”司

机说。
“不要紧，只要能去那儿，用晚餐再迟也无

妨。”我说。
出租车行驶了约四十分钟抵达郑和清真

寺，灯光照射着一个牌坊式的门楼，屋顶镶着琉
璃瓦，几根支撑的红色圆柱特别醒目，门楼的上
方刻着中文和印尼文“郑和清真寺”。

大门半开着，我们进入寺内，司机赶忙找来
一位三十多岁头戴一顶穆斯林圆帽的管理人员
与我们见面，司机向他介绍说：“他们是专程从
中国来巨港考察郑和下西洋踪迹的。”管理人员
听后很惊讶、钦佩。他向我们介绍说：“郑和曾
经来过巨港，此地人人都知道，人们都敬仰他，
将他作为神一样看待。为了纪念郑和，2005年
港头捐资建成这个郑和清净寺，建筑面积半公

顷多。”在市中心占用这么多土地建造郑和清净
寺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他带我们参观清净寺，一进大门是一幢二
层的教堂，里面亮着灯，干净、简朴，地面上铺设
着绿色的地毯，几个伊斯兰教的信徒坐地虔诚
地诵经祈祷，他说：“你们可以在门外拍照。”我
们拍摄了几张照片。

教堂左侧是一座中国式的五层塔，塔里亮
着灯，辉煌雅致，他告诉我：“此塔有十七米高。”
他又带我们来到教堂后面，指着几间平房说：

“那是练经堂，人们正式来到教堂前颂经祈祷，
必须先在此练习颂经。”教堂的后面有个中国式
的亭子，里面放着一个大鼓。晨钟暮鼓，也是中
国传统的文化。

我不由想起，印尼乃至东南亚人民对郑和
如此敬仰和崇拜，除了他被授命为下西洋大明
巡洋正使兼船队总兵官，开通海上丝绸之路，给
沿途各国带去友好和交流外，还与他出生于伊

斯兰教家庭，信仰伊斯兰教有着密切关系。郑
和原名马和，因朱棣发动“靖难之变”起兵南下
夺位，郑和随军有功，朱棣登位后封他为宫内监
太监（侍奉皇族的室内机构首领）并亲书一“郑”
字赐给了马和为姓，从此马和改为郑和。郑和
第五次下西洋在泉州后渚港候风，传说他曾到
泉州清净寺做礼拜，祈祷诵经。到泉州东郊灵
山，在伊斯兰教先祖三贤四贤的石棺墓前跪
拜。郑和不忘自己是个伊斯兰教的信徒。郑和
得到印尼乃至东南亚伊斯兰教的信徒爱戴和敬
仰是顺理成章的。

管理人员告诉我，中国的伊斯兰教信徒曾
组团来此清净寺进行过访问。如今的郑和清净
寺也促进了中国和印尼伊斯兰教信徒的交流，
真是可喜。

我们告别时，清净寺工作人员将我们带到
一个藏经室，他将贴在墙上的一幅郑和像摘下
来与我合影，然后赠给我，并且说明，此郑和画
像是寺内唯一的一幅，我被他的诚挚和友好感
动，再三表示感谢！

我也十分感谢这位出租车司机为我们带路
当向导，还起着一个保镖的作用，使我们顺利完
成了巨港采风。

从郑和清净寺出来已经是晚九时多了，大
家饥肠辘辘，我对司机说，你带我们去一家规格
较高的饭店，我们请你用晚餐以表示谢意。结
果他将车开到一家肯德基店，他要了一份鸡块
饭和薯条，用左手抓着鸡块和饭吃得很香，也很
开心，我们倒感到有些过意不去。

用完餐后他送我们至下榻的旅馆，叮嘱我
们第二天用车去机场要用他们公司的绿色出租
车，并告知订车电话。

小剧场戏曲从舶来的小剧场话剧衍生而
来，拥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成为西方小剧场
戏剧所无、中国小剧场戏剧所不可缺的重要成
员。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中国小剧场话剧渐趋
商业化和商品化，小剧场戏曲的先锋性和实验
性相对抬升，呈后来居上之势，在故事的编织、
主题的提炼和艺术的创新上，均出现了一批颇
为可观的景象。

由上海淮剧团演出，管燕草编剧，吴佳斯导
演的小剧场淮剧《画的画》，原名《逐鹿中原》，演
绎在不知名的古代，朝廷悬巨赏征求一幅名为

《逐鹿中原》的古画，据说此画之中，暗藏治世良
方、安邦妙策，皇帝得之，等于拥有太平盛世。
七品县官陈海山闻听，认为是飞黄腾达的良机，
因他知晓自己的亲嫂家传此画，于是一面上表
朝廷立下生死状，一面先后用苦求、偷盗、抢夺
等恶行胁迫兄嫂，直至将兄长入狱，以迫嫂子交
出古画。正当陈海山如愿以偿时，却先被嫂子
告知原画已轶，此件只是前朝画家的摹品；又被
钦差告知，皇上真意其实不在寻画，而是藉此考
察大小官员，对欺上瞒下、投机逢迎、鱼肉百姓、
作恶枉法之徒加以惩戒。原来最初圣旨颁布
后，上至名门贵族，下至大小官吏，都急忙忙、乱
纷纷地现出寻画、偷画、抢画、造假之类众生相，
其中廉耻丧尽丑态百出者，岂止陈海山一人。
最后，陈海山在排浪般的道德谴责声中惊恐愧
悔交加，一命呜呼。

作为原创小剧场戏曲作品，《画的画》文学
观念成熟，戏剧结构精巧，情节突转有力，舞美
简约写意，唱做表现细腻，风格生动谐趣。虽有
故事矛盾多于性格矛盾、情感波澜大于理性思

辨的不足，尤其以众人“大批判”、狗官“挺僵尸”
来形成戏剧高潮，反而削弱了作品的思辨力和
普遍性，但在短短 80分钟内，《画的画》假托古
代人事，隐喻当代现象，仍值得称赏。最可称道
的是，《画的画》从开初揭示官场腐败、社会陋
习，到尾声标举治国理政从无捷径可寻，唯有爱
民一途，表达了政治社会的终极理想是道德底
线的维护和人文关怀的养成——这都是没有捷
径的，正如古画中寻不到“盛世秘方”一样。戏
剧主题的横向分层和纵向演进，在传统淮剧中
是很难见到的，应视为在思想性上对传统的突
破。自然，从小剧场戏剧的惯用眼光看，《画的
画》也可视为一场对“人之异化”的展示，其既来
自人性阴暗的一面，又来自外部环境诱惑的一
面。但这也是二十多年前“当代都市新淮剧”所
出现的情形，其现代色彩同样浓郁。总之，至少
在淮剧的范畴内，《画的画》实现了一定的思想
先锋性。

与之相应，《画的画》体现了一定的艺术实
验性。最显见的，是对传统行当的特殊处理。
戏一开场，五名演员就各自道明了“生旦净末
丑”五大行当，一来用于直接演绎人物，其中丑
行应工主角陈海山，生旦两行应工主配，净末两
行应工次配。这种“1、2、2”的行当配置，是传统
淮剧剧目（包括《十五贯》在内）所没有的。二来
用于拓展戏剧张力，五名演员在剧中多次跳出
行当，或扮其他角色，或成歌队龙套，成为官场
生态和社会生相的呈现，甚至在尾声组成“社会
舆论力量”，对陈海山进行“大批判”。暂时抛开
效果如何，此举至少起到了以少胜多的作用，更
作出了全剧的总体价值判断。这更是传统淮剧

剧目所没有的。可见《画的画》对传统淮剧行当
作了“明分暗合”的处理，整个剧场出现了“观众
看来有行当，演员心中没行当”的现象，这是主
创匠心独运之处。另外，《画的画》将着现代服
装的锣鼓手从侧幕改置于舞台中央，看似只是
对演出形制的外部变化，实则含有“今之观古”
的间离和暗示作用。

以观赏《画的画》为由头，回溯上世纪 90年
代以来小剧场戏曲诞生与发展的脉络，简言之，
即思想的先锋性与艺术的实验性相冲突、相匹配
的过程。早期，受西方理念和手段的影响，小剧
场戏曲作品多呈现“前重后轻”的状态，即艺术的
实验性完全从属于思想的先锋性，导致戏曲本体
受压而发生变形、异化；后来，随着传统文化自觉
逐渐上升，许多传统小戏经外部重组和包装后，
纳入了小剧场戏曲的范畴，作品多呈现“前轻后
重”的状态，艺术的实验性因思想先锋性的淡化
而淡化，观众所见只是戏曲在形式上的新异而
已。现在看来，无论小剧场概念利用戏曲艺术，
还是戏曲艺术利用小剧场概念，都是将对方视为
工具的行为，都很可能发生本体变异或思想性与
艺术性脱离的问题。笔者以为，从现代思想和艺
术观念出发，以思想的先锋催动艺术的实验，同
时尊重传统艺术本体，为现代性的戏曲化表达和
传统戏曲的现代性转化同时寻找更多可能性，才
是当代中国小剧场戏曲健康发展的正途。其中，
对传统戏曲符码的解构、变易和改造，须以思想
性的突破为前提，即“为先锋而实验”而非“为实
验而实验”。即便如此，由于牵涉传统“非遗”，这
种实验也应慎之又慎。

《画的画》将两者作了对等的处理，完成了

较好的契合。其唱腔基本沿用传统，自由调、靠
把调、拉调、小悲调、马派自由调除稍作精简外，
几乎原汁原味；念白身段根据人物和情节所需，
作了多处现代语言和动作的改造，效果优劣参
差，某些现代语言的使用，剧场效果不大，甚至
有点别扭。至于音乐配器，除主要唱腔外做了
较大的变化，最明显的是将电声与锣鼓点结合
起来，增强了现代意味且无违和之感，起到了间
离与联系的双重作用；舞美语汇简约，既来自于
一桌二椅的传统，又发自于化繁为简的现代要
求，至于能否呈现得更巧妙一些，有待于演出实
践的磨合。

《画的画》剧终后，演员们就地玩起了现代
歌舞，由于不在剧情之内，所以显得可有可无，
自不能算入艺术“实验”的范畴内。不过此举得
到了不少青年观众的追捧，不妨继续下去。笔
者之所以提起这一模仿痕迹颇重的“谢幕”，是
想强调小剧场之“小”，不仅是指空间的小，更是
指演出场景的随意性；小剧场之“剧场”，不仅是
指其为戏剧，更是指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戏
剧，也包括了演出的随意性。由此，小剧场戏曲
明确地指向了抱有对传统戏曲很不相同的审美
期待的观众群体，即那些希望从较特殊的观赏
体验中得到较特别的思辨性的人们——他们显
然有着年龄层次和知识背景的框架。《画的画》
所期待的观众，是否懂得淮剧、懂得多少淮剧，
并不重要。作为观众，可将《画的画》视为不仅
是一部淮剧，甚至不是一出淮剧。笔者这么说
毫无抹消淮剧本体之意，而恰是对淮剧为当代
小剧场戏曲，乃至当代戏曲寻找更多思想和艺
术可能性的一种寄予。

生活真的很美好生活真的很美好
———写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写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

史徐民史徐民

那年我七岁那年我七岁，，农场职工子弟的我农场职工子弟的我，，
最爱的地方就是果园和水田最爱的地方就是果园和水田；；
没有精致的玩具和可口的甜点没有精致的玩具和可口的甜点，，
但放飞在大自然的空间但放飞在大自然的空间，，
自由自在自由自在，，心无所想心无所想，，
夜夜都能无忧无虑地数着繁星夜夜都能无忧无虑地数着繁星

点点点点；；
童年的我童年的我，，生活是多么美好生活是多么美好！！

伴随着伴随着《《让我们荡起双桨让我们荡起双桨》，》，
厚厚的书本让我夜不能眠厚厚的书本让我夜不能眠；；
虽然只能背着家长聆听邓丽君虽然只能背着家长聆听邓丽君

优美的声线优美的声线，，
却让我心头的小鹿和青春会面却让我心头的小鹿和青春会面；；
考入师范考入师范，，踏进二师校园踏进二师校园，，
心中燃起欢乐的炊烟心中燃起欢乐的炊烟；；
听着听着《《青苹果乐园青苹果乐园》，》，
憧憬着未来手执教鞭憧憬着未来手执教鞭；；
少年的我少年的我，，生活是多么美好生活是多么美好！！

踏入社会踏入社会，，已不再是懵懂的少年已不再是懵懂的少年；；
三尺讲台三尺讲台，，仿佛是人生的初恋仿佛是人生的初恋；；
又一个五年又一个五年，，
期许着儿时梦想的实现期许着儿时梦想的实现；；
来到一九九七来到一九九七，，这是一个春天这是一个春天；；

《《走进新时代走进新时代》》的歌曲声中的歌曲声中，，
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的盛夏光年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的盛夏光年；；
见所未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闻所未闻，，
俱在此时争奇斗艳俱在此时争奇斗艳；；
已穿上橄榄绿的我已穿上橄榄绿的我，，

手握达摩克里斯之剑手握达摩克里斯之剑，，
在迷惑中警惕着社会的阴暗面在迷惑中警惕着社会的阴暗面；；
充实充实、、忙碌忙碌，，流汗流汗、、流血流血，，
逐梦青春逐梦青春，，筑梦青春筑梦青春，，
青年的我青年的我，，生活是多么美好生活是多么美好！！

一晃数载一晃数载，，离开警队离开警队，，
投身老干工作者新战线投身老干工作者新战线；；
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陪着老干部们欣陪着老干部们欣

赏着改革开放成果的汇演赏着改革开放成果的汇演；；
与他们一起感同身受与他们一起感同身受，，
心中惊喜连连心中惊喜连连；；
默默无闻默默无闻、、心怀信念心怀信念，，
中年的我中年的我，，生活是多么美好生活是多么美好！！

我们工作在社会的方方面面我们工作在社会的方方面面，，
当一幅幅壮景映入我们的眼帘当一幅幅壮景映入我们的眼帘，，
当一首首赞歌在耳边连绵当一首首赞歌在耳边连绵，，
心中涌起对革命先烈无限怀念心中涌起对革命先烈无限怀念；；
和你们相比和你们相比，，
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美好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美好！！

共和国几代人的努力有目共睹共和国几代人的努力有目共睹，，
不论你身在何处不论你身在何处，，
无论你作为有无无论你作为有无，，
生活终将绘写你的人生之路生活终将绘写你的人生之路；；
追求追求、、执着执着、、奋斗奋斗，，
为了更美好的生活为了更美好的生活；；
我坚信我坚信，，我们每个人的前方必我们每个人的前方必

将是一条充满希望的坦途将是一条充满希望的坦途！！

驰名世界的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有两句
与阅读有关的名言，一句是“人类发明的种种
工具中，唯书本为大”，另一句是“我一直在暗
暗地想，天堂的模样大概就是图书馆的
样子。”

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中国，早在周
代就出现了图书馆雏形，当时叫“盟府”，
用以保存盟约、图籍、档案等与皇室有关
的资料。《史记》载，老子“姓李氏，名耳，
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所谓“守藏室”，
即藏书处，“史”，即专司管理的官职，据
此，老子堪称中国历史上国家图书馆馆
长之宗师，其学问非高深莫测才怪。不
过，国人正式使用“图书馆”一词，始于

“江南图书馆”。江南图书馆修建于清光
绪三十三年（1907），不仅最先使用“图书
馆”称谓，也首度将藏书面向公众，开我
国现代“图书馆”风气之先。民国初期，
鲁迅先生任职教育部，参与了北京多所
图书馆创建工作，并亲莅京师通俗图书
馆开馆典礼，当时的京师各图书馆被蔡
元培称作“失学者天堂”。

因职业和家风使然，家父藏书数万
册，我童年时便置身书堆，成家立业后
又渐渐“开垦”出自己的小书房，可是，
出于检索资料和扩大阅读面需要，无论
在人生哪个阶段，常常像被磁石吸引着
似的往图书馆跑。记得文革刚结束那
阵子，参加首次高考入学住校，班主任
看我除勤修课业外对去图书馆饶有兴
致，就把彼时很紧俏（每个班级仅一
张）的借书卡郑重其事地交到我手里，
正合吾意，于是，每星期乘车去一次坐
落在陕西南路上的卢湾图书馆，阅书、
借书、抄书、还书，仿佛真的捷足先登
步入了“天堂”，度过欣欣时光。毕业
后最初几年在虹口教书，常去乍浦路上的虹
口图书馆，有时也去毗邻虹口不远的天目东
路老北站对面的闸北图书馆，每次去图书馆，

精神和知识上充实良多。上世纪八十年代后
期，我安家长宁区，工作也随之调到长宁，长
宁图书馆继而成为频繁拜访之处，偶尔也去

上海图书馆。
话喻图书馆为“天堂”，毕竟是人间

“天堂”，现实中的图书馆总是接地气
的。几十年前的图书馆因受种种条件制
约，书籍门类、数量及场馆设施固然无法
与现在比，却在那文化复苏的年代盈盈
赐惠于我，当感恩不尽。如今之图书馆
面貌焕然，何止宽敞明亮藏书宏富，且不
说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这样的“大
咖”，即便是区级图书馆，亦动辄馆舍面
积上万平米，藏书几十万册，报刊杂志逾
千种，设座几百席，拥有不同门类阅览
室、学术报告厅、展览厅、影视播放室十
余间。各图书馆间联网结盟，纸质图书
与数字资源优势互彰，提供借、阅、查、
观、听全方位服务，读者一证办妥诸馆畅
通，尽可浸润于人在书中、书在人间的浓
郁书香氛围里。有的图书馆还辟有 24
小时开放的自助阅览区，以满足超级“书
虫”的需求。

都市芸芸众生周围“天堂”匀布，确
是件大幸事，尤其是读者年龄、职业、学
历涵盖各层次，外来务工者和他们的孩
子也成为这里的常客，只是眼下还稍存
缺憾：一是图书馆某些条例略偏严苛，
把出版廿年以上的书籍统统划归“馆
藏”束之高阁，哪怕很普通，发行量颇大
的文学书、工具书也隔绝于一般读者，

“天堂”似乎被掐断了文脉；二是时见不
文明者将公共文化“天堂”视作个人享
受“包房”，或占位昏睡孵空调，或手游
网娱无节制，个别人甚至歪倚斜躺当众
脱鞋抠痒，尽管是少数，但对标博尔赫

斯理想中的“天堂”，未免不太相称。随着都市
发展和人们素养的提高，期待咱身边的人间

“天堂”更完善，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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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清净寺人员向作者赠送郑和像郑和清净寺人员向作者赠送郑和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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