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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蚕黧而黑，像个小小的黑蚂蚁一般，小时
候，我叫她丑丫头。虽然她后来渐长渐白，然而
却白得单调。
可是人们却喜欢蚕，尤其喜欢春天的幼蚕。
春天来了，实际是酥酥的春雨才送了一个
春的消息，春蚕就应春而生了。
在我的家乡，
早春的家蚕只吃一点点
“扑棱哥
儿”
，
就是蒲公英，
就是也有叫黄花地丁的那种草。
实际上，
也唯有蒲公英肯伴着春蚕一起应春而生。
每当看着那小小的黧黑的蚁蚕，我总觉得
我看到的是一点一点的生命。是生命的精灵。
早春的世界是清洁的。好像只有早春才是
属于蚕的。
“早春宜蚕”
，我奶奶总是这么说。
岂止是奶奶，国人不是早就把三月唤作
“蚕
月”
了吗？
“蚕月条桑，
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
女桑。”我们的《诗经》上就是这样说的：三月开
始修剪桑枝，用斧子砍去那些远扬的枝条，而后
缘着树枝采摘柔嫩的桑叶。
春天来了，天气和暖了，
黄莺儿在桑林间啼
啭，燕子也在衔泥筑窝，
妇女们挎着筐子沿着桑
间小路，去采摘鲜嫩的桑叶。那场景，那情状，
与留在我儿时的记忆太相似了。
不同的是，
我们的蚕不是三月生的，
是二月。
早春二月，天气还冷，
奶奶就把蚕籽从炕头
上的灶爷板儿上拿下来，用棉花包了，
放在砂锅
里，煨在火边。蚕生出来了，
在附了蚕籽的白纸
上边，黑黑的，
一点小黑头似的，要不是会动，会
以为是剪碎了一头发丝呢。拿鸡毛把幼蚕扫下

来，扫到一个事先做好的薄薄的小褥子上，再用
一块新布盖住，说是怕蚕儿得了感冒。之后，再
往门上挂一个红布条，是忌生人的。可是，挂红
布条是婴儿新生时才要的，怎么生了小蚕儿时
也要红布条呢？奶奶说要的，也与生了婴儿一
样，是不要生人来的。
二月是没有桑叶的，喂蚕用的是“朴棱哥
儿”
，就是蒲公英的叶子。春天，
先见墙根绿绿的

耐心，那么细心。是在寻找能够铸造生命的文
字吗？还是在查找能够美化心灵的诗？
沙沙沙，沙沙沙……
在月光下听，那是美妙的天籁，
是生命的交
响，是世界上最能打动人心的小夜曲。
奶奶说，只要耳边能常常听到蚕儿的声音，
心肠再狠的人也能被软化了，性格最暴躁的人
也能变得温婉些，再肮脏的灵魂也会得到净化，

春 蚕
卓然

一点，无疑便是
“朴棱哥儿”
了，把那鲜嫩的叶子
掐了回来，用剪刀剪得细细的，撒给小蚕儿吃。
采蒲公英不能采带露水的，
奶奶说，
蚕儿太小，
吃
了带露水的叶子会闹肚子，
一闹肚子就会死。
蚕儿吃过几回蒲公英，就进三月了。三月
的春风暖暖的，催着桑树生出一片片的细叶
来。等大片大片的桑叶铺开时，蚕已三龄。白
生生晶润润的蚕就像一头扎进高等学府中的莘
莘学子，就像渴望知识的人扑在书本上。一个
个埋头在那绿色的书页里，一页一页地翻，那么

最刻薄的人也会变得很宽容，最卑贱的人也能
渐渐变得高贵起来。
烦了，累了，
闷了，你就去看看蚕，守在蚕房
里听听蚕的声音，你的身心立刻会感到轻松，感
到安宁，感到一种含有无限幸福的恬静与闲适。
即使是最容易失眠的人，只要听到蚕的声
音，也会不知不觉地就安然入睡，
煦煦而眠……
不信吗？你就去养蚕的地方作个实地考察
吧。养蚕的乡村必定有清淳的乡俗；养蚕的家
庭必定有良好的家风；饲蚕的老奶奶总是那么

慈祥，那么善良；伺蚕的姑娘都是那么水灵，那么
漂亮，那么心灵手巧，
那么温柔贤淑。
所以，我的乡邻们年年总要养些儿蚕。哪怕
只有十条八条呢，他们总是那么精心，那么在意。
在蚕房门上缀块红布，在蚕房里插几枝新艾，点一
炷沉香。他们管蚕不叫蚕，总是满怀虔敬之心满
怀爱意地唤：
蚕姑姑，
蚕姑姑……
因为实惠吗？我想不仅仅是。就像要种三株两
株茉莉，
或是几杆竹，
几枝梅，
几丛芍药，
几丛月季。
可自慰，可自律，可陶冶子孙，可让源远流长
的淳朴家风与乡俗得以代代流传，生生不息。
啊！养蚕原来是为了养德！养蚕居然可以养德！
遗憾的是，
凡我读过的名篇，竟然很少有诗人
或文学家专门下笔写蚕，
写出关于蚕的名著。
不会是因为蚕默默无语不善辞令的缘故吧？从
出生到寿终，
谁见过蚕用好听的歌声去打动过人呢？
不论是庄周梦蝶还是幻化为蝶，她都是那么
朴实无华，她从不炫耀自己，不会带着斑斓的色
彩翩翩起舞逗得人眼花缭乱心旌摇荡魂不守舍。
眼前有景道不得。是因为蚕的身前身后本身
就是一部名著的缘故吗？
也许是的。她气质高贵，仪态端庄，举止娴
雅；
冰清玉洁的体魄，
澄思静观的神姿；
柔而不弱，
不怯不懦。
三眠三思。蚕在想什么呢？蚕想干什么呢？
食几茎绿叶，吐一片锦绣。是吗？
所以我说，蚕是太神圣，
太崇高，太伟大了！
“春蚕到死丝方尽”
，仅此一句，
足以为千古绝
唱。何其悲壮啊！

笔者与天津的宁宗一先生素不相识，
但只要他 深入研究《红楼梦》，必然涉及
梅兰芳先生乃一代京剧大师，
今生从未
沽上
的文章发表，都会认真阅读收藏。最近通读了《走 曹雪芹及其家世研究，这也是
奢求过能与梅先生有听戏之外的任何交集，
进心灵深处的〈红楼梦〉
》，
受益匪浅。此书所收
“天 研究任何文学作品的应有之
更何况是登门
“拜访”
，
简直如梦境一般。
丛话
才伟构《红楼梦》”
一组文章，
其中《心灵的绝唱：
〈红 义。考证曹雪芹家世，目的是
但当我暂住进北京群力胡同之后，清
楼梦〉论痕》，开宗明义强调“读者面对小说中人生 为了更好地研究《红楼梦》，这
晨遛弯儿，拐过护仓胡同，走到护国寺街
的乖戾和悖论，承受着由人及己的震动。这种心灵 就是中华人文传统中的
“知人
东 头 9 号 ，竟 听 说 这 里 便 是 梅 先 生的府
的颤栗和震动，无疑是《红楼梦》所追求的最佳效 论世”
，
与西方以研究作者为学术特色的
“传记批评
上。一时成了“街坊”，着实让我惊喜。一
应”。同组文章《追寻心灵文本——解读〈红楼梦〉 型”
有异曲同工之妙。从 1921 年胡适发表《红楼梦
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青砖院墙、朱红大
的一种策略》具体指出
“《红楼梦》心灵文本的追寻， 考证》至今，红学已经走过了整整百年的研究道
门，清静幽居，朴素典雅。虽有意冒昧登
使这部旷世杰作的多义性成了它艺术文化内涵的 路。考证派使《红楼梦》研究纳入了科学的轨道，
在
门，却数次碍于时间过早或过晚，拜访不
常态，而对《红楼梦》任何单一的解
《红楼梦》研究史上自有其功绩。但
得，甚感遗憾。
读都成了它艺术内涵的非常态”。
文学毕竟又不能简单等同于科学，
去年清明前一个上午，春和景明，
繁花
天
宁宗一的红学观几十年如一日，他
心灵感悟的东西单靠所谓“科学意
满枝，暖意融融。又行至梅先生门前，
门竟
津
曾谦虚地表示: 对《红楼梦》并没有
识”是难以得到圆满解释的。如果
然开着。终于有机会拜访。
红
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只是在学习红
强调过了头，有时这种“科学意识”
一入大门，迎面青砖灰瓦的影壁前，有
学
学专家诸多研究该书的论著后，确
反而还会成为窒息
“创造精神”
的劲
一尊梅兰芳的汉白玉半身塑像。西装革
丛
实觉得对《红楼梦》的解读，
“回归文
敌。考证派的研究内容虽然切近了
履，发型精致，眼神清澈温润，面容笑意盈
谈
本”并非是一个过时或不必再絮叨
《红楼梦》的具体历史语境，但毕竟
（
十
的策略。 也许，鉴于多年来不着边
还是一种背景的廓清。经过百年的
四
际的各种“ 戏说”充满红坛，遮蔽了
演变，考证派红学建构过程中呈现
）
《红楼梦》的审美视线，宁先生才选
出的“经学化倾向”变得日益严重，
择了回归文本的策略。
宁先生曾在不同文章中多次指出，
《走进心灵深处的〈红楼梦〉
》说
无关宏旨的一字一考、一字之辨确
张金刚
岀了读《红楼梦》的审美内涵与追寻
实遮蔽了《红楼梦》的审美视线。考
梦魂的心灵体验，作者进一步阐述
证派红学的集大成者周汝昌先生
道：
“ 对《红楼梦》心灵文本的追寻，
晚年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在《北
许
极大地调动了读者思考的积极性。
京大学学报》1995 年第 4 期发表的
映
每一位读者都有可能根据自己的生
《还“红学”以学》文章中曾清醒地
明
活经验和审美体验，思考《红楼梦》
指出：
“
‘胡适考证派’
‘新红学’
的最
盈，顿生优雅亲和之感。两侧植了两丛修
文本提出的问题并且得出完全属于
大不足之处就是仅仅陷（限）于历
竹，竹叶青翠，体态曼妙。轻风中，沙沙作
自己的结论。
”
诚哉斯言！读者阅读
史考据，而未能向文化高层次的研
响，摇曳生姿，
投影墙上，虚实呼应，相映成
《红楼梦》，始终是根据自己的心灵
索方向迈往直前”，这是老一辈红
趣，
颇有
“来风韵晚迳，
集凤动春枝”
的雅韵。
感悟而融入于故事情节之中。一旦
学家总结前贤同时也是反思自己
前院有两株大树，院外便可见树冠。
读者的心被融进文本，或谓之感情移入，自然产生 研究道路上沉痛经验的思维亮点。今日的红学研
因还未发芽，一时不好辨识。细瞅，
东面一
作者、故事主人翁、读者之间的心灵碰撞而共振，
这 究者应走出胡适单维度“史料还原”模式。文献
株为椿树，树皮龟裂透着沧桑，
高挑过墙直
便是作为经典《红楼梦》的伟大魅力所在。事实上， 史料是研究一个问题时需要的资源，但不能忘掉
插蓝天。喜的是，恰有一只喜鹊暂栖树梢，
对《红楼梦》心灵文本的追寻，极大地调动了读者思 研究史料的出发点是为服务于解读作品本身。只 “喳喳”
地迎我这位仰慕梅先生的后生。西
面一株为楸树，繁枝上悬挂有串串种荚，风
考的积极性。每一位读者都有可能根据自己的生 有“史料还原”与“思辨索原”相结合，才能消除
活经验和审美体验，思考《红楼梦》文本提出的问题 “曹学”与“红学”的分野，实现文献、文本乃至文化
过飘摇，如是凤冠上的珠玉流苏一般，
似闻
并且得出完全属于自己的结论。面对《红楼梦》
“死 在《红楼梦》研究中的融通与创新。追求有思想的
铃铃声响。一椿一楸，寓意
“健康长寿”
“紫
活读不下去”的尴尬与困窘，宁宗一先生提出应努 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的辩证统一，这应是新时代红
气东来”，静静地与梅先生一道，看尽也演
力进入心灵世界去解读曹雪芹的这部文学经典，
为 学的期待视野。
尽人世春秋。
读者构建一条心灵通道。在他看来，
《红楼梦》首先
《走进心灵深处的〈红楼梦〉
》结尾篇《为新时代
楸树下是一道橱窗长廊，展示着
“梅兰
是文学作品，因此《走进心灵深处的〈红楼梦〉
》中的 天津〈红楼梦〉研究进言》，系宁宗一先生在近年举
芳访美艺术图谱（部分）”
。这些纷繁精美、
系列文章，贯穿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提倡“红 办的京津冀红学高端论坛上所提三点建议，即：第
底蕴深厚的图谱，系 1930 年梅先生访美演
学”
的建构中
“回归文本”
的必要性。
一，珍重、维护和强化《红楼梦》研究共同体，使《红
出的发起者齐如山先生组织画家设计制
宁宗一无意排斥学术研究中占有文献史料和 楼梦》研究群体得以健康发展。第二，
“红学”永远
作。画轴共 183 卷，1987 幅，涵盖京剧的
必要的考证，而是期望将红学的主次关系摆正位 在进行时，为此，
反思旧模式，挑战新模式是必然的
服装、脸谱、砌末（布景道具）、乐器、舞蹈造
置。诚然，没有任何理由将《红楼梦》简单看作是曹 前进过程。第三，为了拓展《红楼梦》的研究空间， 型及剧场等元素，堪称京剧百科画卷，
皆是
雪芹家谱牒或者康雍乾三朝的历史记录，
但倘若对 我们亟需创造性思维。此文最后仍满怀深情地呼
国画风格、中英文对照，
形象生动地将国粹
曹雪芹的成长环境、对清朝历史茫然不知，那么对 唤“曹雪芹以他的心灵智慧创造了他的小说，我们
京剧特别是
“梅派”
艺术展现在美国观众面
前，轰动一时。观之，不由眼花缭乱，叹为
《红楼梦》的把握程度就可想而知了。曹雪芹身世 同样需要智慧的心灵去解读《红楼梦》”，足见与作
的扑朔迷离为《红楼梦》的解读带来了很多障碍，
若 者倡导的回归
“心灵文本”
一脉相承。
观止。

走
进 红《
心楼
灵梦
深》
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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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人民公仆”

张钦礼生于 1927 年，个头与焦
裕禄相仿，面容清癯，眉秀目长，身
上透着一股精明潇洒劲儿。抗日战
争时期，张钦礼跟随父母在考城、曹
县打游击，1943 年开始做党的地下
工作。1945 年，张钦礼年未弱冠即
入党，二十六岁任考城县第一副县
长，代理过县长。1954 年，兰阳、考城
两县合并，年仅二十七岁的张钦礼出
任兰考县第一任县长，可谓少年得志，
一帆风顺。
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兰考县委组
织部部长孙跃堂，看上一名兰考籍现
役军人的未婚妻，几番眉来眼去，甩掉
老婆同她结了婚。那位军人退伍回乡
后，孙跃堂怕他惹事，捏造罪名将他打
入了监狱。
1957 年 5 月全党开始整风，号召
党外人士给党提意见。孙跃堂前妻在
县委贴出大字报《韩氏女告状》，上口
调侃的行文，掩不住心中血泪：我本是
孙跃堂离婚前房，俺俩结婚十余年载，
互敬互爱孝顺爹娘，他开始参加革命
工作，我也给他帮了大忙，自从他当官
有了地位，就和那张某某勾勾搭搭，该
女原是军人未婚妻，孙跃堂离婚夺新
娘，县委出了个陈世美，咋不见包公来
升堂……
韩氏女哭诉，触动了公众道德中
的痛点——肚饱眼馋，吃着碗里的，瞅
着锅里的。县委组织部部长成了陈世
美，机关顿时炸了锅。两位干部贴出
大字报，二百多人争相签名。一批乡
镇党委书记和乡镇长，联名上书县委、

访梅先生纪念馆

大河初心
高建国
作家出版社

县人委，要求张钦礼站出来当新包公；红
庙等乡的干部写大字报表示，愿做新包公
张钦礼的
“王朝马汉”
……
张钦礼批评他们说：
“你们要我做包公，
你们知道包公是做啥的？包公是封建王朝
的官吏，
我是共产党员、
人民公仆……”
恰好开封地委组织部部长王向明来
兰考指导运动，听说张钦礼批评了写大字
报的机关和乡镇干部，便说张钦礼压制鸣
放，给运动泼冷水，应作检查。张钦礼遂
贴出大字报，公然申明：
“ 新包公我愿当，
汴京来了王部长，谁有冤枉谁去诉，包公
与你作主张。
”
不久，反右运动开始，兰考县委机关
和乡镇写大字报及签名者悉数落网。全
县九百多名脱产干部，三百六十六人被划
为右派，大都为韩氏女冤屈打抱不平所
累。孙跃堂“引蛇出洞”有功，先是平调东
明县，旋即升任县委副书记。张钦礼却因
写大字报和为受处理者鸣冤，受到“撤销
县委副书记职务，内部控制使用”处分，保
留了县长一职。
1958 年秋，河南夏粮征购工作会议
刮起高指标、高产量、高征购歪风。一连
三天，各地、县报的粮食产量和征购数量，
像热水中的水银柱噌噌往上蹿，省委第一
书记仍不满意。

23

“鬼节”之夜

容龄在《清宫琐记》中记述了她
于中元节晚上在中南海岸边遇见光绪
的情形。当时她年纪太小，
还不懂得
那个夜晚有着多么凄凉的悲剧意味。
按照传统风俗，
这一天晚上人们
要放河灯，敬奉祖先、祭祀亡魂。对
于这样一个令人悲喜交加的节日，
14
岁的容龄只是把它看作一场游戏。她
写了七月十五那天在中南海的情景：

慈禧和大家吃素一天，晚间七
点多钟，慈禧带着我们乘无篷船游
湖……另外有三条船，坐着皇后、瑾妃
和王府福晋、格格们，跟在慈禧的船的
后面。船上带着许多荷花灯，随走随
把荷花灯放在水面上，漂浮着很多荷
花灯，看起来非常好看。这天上船的
时候，光绪也在码头上，我问他：
“万岁
爷，您为什么不来游湖？”他向我笑一
下说：
“你是小孩子，不懂事，我不喜欢
逛，我喜欢一个人清净。”

恐怕连容龄自己也未曾料想，她
的这番近乎白描的简洁记述，却有着
很深的感染力。慈禧太后及其爪牙在
宫廷杀人如麻，
“ 鬼节”夜里会有多少
冤魂游荡于紫禁城角角落落哀哀哭
泣？所以，慈禧很重视这个节日，但她
以吃素一天和放荷花灯就为自己开脱
了。她并不想让光绪上船坏了她的游
兴，光绪也不愿意上船，但又
不得不依礼前来送行。等到
前呼后拥的游船驶远了，岸边
只剩下光绪这位孤独的青年
皇帝，他会想些什么，做些什
么呢？这便是文学要完成的

前院南面六间房是梅先生生平展。一段
段视频、一件件实物、一帧帧照片、一篇篇文
字，详细记录了梅先生的艺术生涯。缓步观
看，整个身心完全沉浸在梅先生对京剧艺术
的刻苦钻研、创新精进、不懈追求、弘扬传承
之中。特别为梅先生在抗战时期罢歌歇舞、
蓄须明志、卖画谋生的爱国情怀与民族气节
深深感染。那一刻，他就是《抗金兵》中的梁
红玉，就是《生死恨》中的韩玉娘，
就是誓死抗
日、铁骨铮铮的梅兰芳。
迈过中门，进到正院，
便被悠扬婉转的梅
先生的原声《贵妃醉酒》陶醉了：
“海岛冰轮初
转腾，见玉兔，玉兔又早东升……”优美的梅
派唱腔如丝如缕，如纱如雾，萦绕小院，韵味
十足。
迎面立一座木雕影壁，其后放置一高脚
石雕鱼缸，池水澄澈，水草碧绿，几条红金鱼
游来摆去，不知日月。东西厢房原为梅
先生子女的居室和餐厅，檐下画有
“梅兰
竹菊”四君子，现辟为展室，正进行一场
“梅兰迎春画展”
。梅兰本就深受文人墨
客推崇，今又在梅先生府上展出，
堪称相
得益彰。赏梅，赏兰，
更赏梅先生傲雪洁
贞、坚韧高尚的大师风范。
正院北房，便是梅先生的居室。正
中为客厅，里间为起居室，
东西耳房是卧
室和书房。隔着门，透过窗，
看到屋内的
沙发、桌椅、板凳、橱柜、书桌、床铺、茶
几、灯笼、挂画、摆件……古香古色，精巧精
美，洋溢着浓浓的文人雅士气息。客厅西墙
斜竖着当代印度画圣难达婆薮为梅先生绘制
的巨幅油画《洛神》，生动传神，
格外醒目。想
来，梅先生日日夜夜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生
活，研戏，作画，会客，不由感叹：亲近大师的
感觉甚是美妙！
正院靠北有两株柿树，寓意
“事事如意”
，
小叶刚刚萌芽，枝头还挂着旧年风干的柿
子。靠南有两株海棠，花开馥郁，美丽明艳，
如是雍容华贵的杨玉环，又如是飘逸淑雅的
洛神。走廊墙外有两株丁香，清新脱俗，馨香
弥漫。六株树分布南北西东，将小院装扮得
郁郁葱葱，生机勃勃，
依稀可见梅先生每天在
树下吊嗓、练功、授课的优雅身影……
轻声缓步在梅先生府上游走，自觉如沾
染了艺术气息一般，周身舒爽畅然，
竟不禁也
与同样来访的客人一样，小声哼唱起了那曲
经典的《梨花颂》“
：梨花开，春带雨。梨花落，
春入泥……”
不舍地移步门外，转身，回望，邓小平亲
笔题写的
“梅兰芳纪念馆”
五个大字忽地让我
万分怅然：
大师已去，
唯余追思。
我整整衣衫，掸掸灰尘，
恭恭敬敬地鞠了
一躬……

清宫的门缝儿
航鹰 刘悦
文化艺术出版社

补白了……
他在岸边久久徘徊，
望着远远近近晶晶
莹莹的荷花，花心的烛光在湖面上闪闪烁
烁，
犹如泪珠点点。他朝着近侍孙太监招了
招手，
孙太监又朝着在不远处的太监们招了
招手，
太监们便抬来了一盏盏荷花灯。
光绪犹豫了片刻，他想蹲下身子自己
放河灯，但他很快地就不得不放弃了这一
愿望。身为君王如果自己动手，那样做是
不寻常的，
周围的耳目太多了，
一会儿老太
婆游湖回来就会得到密报……他站在岸边
朝打着灯笼的孙太监使了个眼色。孙太监
心领神会，
从小太监手里接过一盏荷花灯，
用手心护着烛光小心翼翼地放入湖中。
那朵晶莹闪烁的荷花依依漂在湖边久
久不肯离去，光绪眼噙泪花垂首默祷：珍
儿，我对不起你，空担个皇帝之名，连自己
的爱妃都无力搭救……你走吧，
别顾念我，
早早投胎转世吧！去奔个好人家……
瞅着皇上的眼色，
孙太监缓缓地往水里
又放了六盏灯。光绪肃立着在心里默念：
谭
嗣同、
康广仁、
杨深秀、
杨锐、
林旭、
刘光第，
诸位君子，
一路走好……
孙太监又捧起一盏灯瞅着皇
上。光绪迷茫地踌躇不决，这盏
河灯是该放还是不该放呢？康有
为……是死是活，
杳无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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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百年 风华正茂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问世，使中国芭蕾舞剧在依
托民族舞蹈风格样式的基础上，从最初的破土萌芽走上了
芭蕾舞剧民族化的发展之路。
《红色娘子军》也成为中国民
族芭蕾舞剧的经典之作，更让中央芭蕾舞团有了立团之剧、
传承之剧，半个多世纪以来经久不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百年之际，为重温红色经典、传承红色基因，
舞剧《红色娘子
军》以芭蕾舞团、乐团、合唱团最全阵容近日再次来津演出。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仅是当代艺术创作所遵循的
创作思路，更是中国舞剧自发展伊始一直遵循的艺术规
律。上世纪 60 年代，为更好地响应艺术“民族化、革命化、
群众化”
的发展思路，
《红色娘子军》的演员深入海南岛生活
三个月，并军事训练了一段时间。因此，在舞剧身体语言的
使用上，不再局限于外国芭蕾的一般范式和体系，而是将当
地的民族舞蹈以及对生活的体验与军旅训练进行提炼，极
大地丰富了中国芭蕾舞剧的舞台呈现。
该剧充满了中国民族艺术的韵味和风格，
也是它经久不
衰的主要原因。除去人物设计的特点之外，
整个舞剧的成功
与动作语言上的突破有很大关系，
“五寸钢刀舞”
“黎族父女
屈辱表演舞”
“万泉河水舞”
等，都是从中国民间舞里萃取的
民族养分。舞剧语言的凝练与舞台的呈现，既不失芭蕾舞

文化内涵
助力中国舞剧新发展
——观红色经典舞剧《红色娘子军》
张巍
剧原有的样貌，又有外来芭蕾舞剧看不到的
“中国之韵”
。
在艺术手段的编排中，依据我们自己的欣赏习惯，加
入了中国民间舞的素材、富有中国音乐特色的旋律和人
声伴唱，在足尖舞的使用上和在芭蕾舞的丰富腿部动作
之上，采用了中国民间舞的上身动作。在琼花与狗腿子以
及红军和土豪的对打上，运用了中国戏曲武打的动作，编排
引人入胜。
跨艺术形式的改编一直是当代艺术创作不可回避的问
题。获得文华大奖的《永不消逝的电波》和天津歌舞剧院创
作的芭蕾舞国标舞《海河红帆》，都是跨艺术形式改编的优
秀剧目。
舞剧《红色娘子军》改编自同名电影文学剧本。在人物
塑造上，打破了传统西方芭蕾舞剧多以王子、公主、神话人
物为主人公的惯例，而是让普通的中国人、受压迫的人民成
为舞剧的主角，他们的命运变化连同中国革命的发展转变
上升为推进中国舞剧向前发展的艺术因素。
《红色娘子军》中琼花、洪常青、南霸天、狗腿子等人物
形象的塑造，成为舞剧走向成功的关键。每个人物都有各
自的主题造型，如琼花的足尖点地、提襟亮相、回首怒望，表
现了一个底层的奴隶不甘屈服、渴望革命的形象；
洪常青怒
斥南霸天和狗腿子时所表现的大段独舞，将革命领袖无惧
牺牲、气吞山河的气势营造得分外突出；狗腿子老四的动
作，通过精心编排，野蛮中带着压迫人民的狗腿子的厌恶
感，人物风格鲜明，
很抓眼球。这几个典型人物的形象就这
样屹立于半个多世纪的舞台，更存在于观众和人民的心中，
既有真实感又有灵动性。
将《红色娘子军》放在历史发展中去观察，特别是从舞
蹈创作的角度与舞剧人物塑造的角度来看，是很有启迪意
义的。
反观当前新创作的一些芭蕾舞剧，在如何避免动作语
言的
“同质化”
“雷同化”
，在舞剧身体语言的挖掘上，都可以
借鉴《红色娘子军》
“民族化”
的创作思路和
“兼收并蓄”
的艺
术表达。此外，与一般芭蕾舞剧不同的是，
《红色娘子军》的
个人情感因素并没有成为舞剧的支撑点，在结构上只是一
条辅助线，反而是革命情怀与翻身作主的理想追求成为主
线，这也对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有一定启示意义。
近年来，中国舞剧的创作数量和质量正稳步提升，但在
复排、新创、改编之路上，既要有学习外来艺术形式的心态，
更要有崇尚经典、不忘初心的常态，假以时日，必有更多水
到渠成深得民族文化底蕴的中国式芭蕾舞剧的好作品。只
有遵循舞蹈语言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舞剧以
高扬民族精神和传承社会主义道德风尚为价值体现，才能
让中国的舞剧创作更有底气和未来。

杨灯罩儿都说了

但保三儿这一问，
杨灯罩儿却听
拧了，
以为保三儿问的是这回王麻秆
儿儿子的事。再说，
那天傍晚在蜡头
儿胡同的胡同口儿，
差一点儿让王麻
秆儿拿菜刀给劈了，心里也就明白，
看来再想搪塞也搪塞不过去，
于是只
好把这事的前前后后都说了。杨灯
罩儿说，他也是偶然发现这件事的。
一天早晨，他从家里出来，一出蜡头儿
胡同，看见两个年轻人从“福临成祥鞋
帽店”里出来，心里有些纳闷儿，鞋帽
店还没开板儿，这俩人这会儿出来，肯
定是住在店里了，可来子怎么会让这
样两个生人住在店里？这么想着，这
事儿也就过去了。
几天以后的晚上，他有事回来得
晚 ，路 过 鞋 帽 店 时 ，又 看 见 这 两 个
人。这一下杨灯罩儿就留意了。杨
灯罩儿这时是哪条道儿上的活儿都
干，也哪条道儿上的钱都挣，用街上
的话说，也就是“打八岔”。这时突然
想起来，在警察局里有一个叫阮三哈
的朋友，是个安南人，当年在洋人的
租界混事儿，后来又跑到华人的警局
当探子。这阮三哈曾跟杨灯罩儿说
过，现在天津的地面儿很复杂，各路
人 都 有 ，可 上 面 最 注 意 的 还 是 革 命
党。阮三哈让杨灯罩儿留意，只要发
现可疑的人，就跟他通报一声，将来
有了好处大家分。
杨灯罩儿已听街上的人说过，王
麻秆儿的儿子小时候让姥姥家领走，
最近好像又回来了。可这儿子回来的
事，王麻秆儿好像挺背人，不太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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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火
王松
作家出版社

说。杨灯罩儿的肚子里弯弯绕儿多，直
觉告诉他，
这应该是个发财的机会。
于是就下了功夫，天天在鞋帽店的
门口蹲着。这一蹲还真没白蹲，终于弄
清了，这两个年轻人一个宽肩膀儿，一个
溜肩膀儿。
王麻秆儿总来看这个宽肩膀儿的，
估计是他的儿子。那个溜肩膀儿的应该
是跟王麻秆儿的儿子一块儿的。又注意
了几天，发现这两个人最常去的是两个
地方，一是裕大纱厂和北洋纱厂，再一个
就是西楼村。西楼村的南面有一片菜
地，这菜地里有个窝棚，这两个人常去这
个窝棚。这时，杨灯罩儿的心里就开始
盘算了。看样子，这俩人八成都是革命
党，倘把这事告诉阮三哈，肯定能赚一
笔。可还有一样，这其中有一个是王麻
秆儿的儿子，要是把他儿子也举报了，真
抓起来，这种罪过儿可是要掉脑袋的。
砍了那个年轻人的脑袋倒无所谓，倘把
王麻秆儿的儿子也砍了，自己以后也就
甭想再在这蜡头儿胡同住了。又想，其
实举报一个人，也就等于举报了两个人，
只要告诉阮三哈，把这个溜肩膀儿的年
轻人抓住，到里边一动刑，他肯定就把王
麻秆儿的儿子招出来，真这样，王麻秆儿
也就怨不得别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