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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热点

5月8日-9日，由

北京国资公司、北京市

演出有限责任公司联合

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出品

的大运河题材话剧《运

河1935》在国家大剧院

上演，该剧上半年在京

津冀地区的演出顺利收

官。话剧《运河1935》以

“大运河乡土文学”作家

刘绍棠系列作品为依

托，选取了容易引起关

注共鸣的 1935年为时

间起点，讲述了当时身

处“三不管”地带的通州

运河儿女，在面临中华

民族危难、华北危急的

特殊时刻，凭着朴素的

爱国情怀、天然的正义

感和正统的道德价值

观,选择抗日的故事。

作为首部京津冀协

同发展三地共同编创、

排演推出的原创话剧，

《运河1935》聚集了京津

冀三地优质文化创作演

艺资源，由著名编剧王

培公、陈建忠编创，金牌

导演王延松担任文学策

划并执导，天津人艺

“老中青”三代艺术家

组成强大演出阵容。

2021年适逢建党一百

周年，话剧《运河1935》

荣幸入选由中共中央

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共同举办的“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

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

将与140部展演剧目一

起共同献礼百年。为

此，记者专程采访了《运

河1935》的主创人员，请

他们聊一聊运河上发生

的故事。

本报记者 徐雪霏

一船、一桥、一长篙
彰显运河儿女家国情怀

“运河天上来哟，船行在水中央。
夜黑去撒网，归来迎天光！迎天光
哟！”在优美的歌声中，大幕徐徐拉开，
壮阔的运河景象呈现在观众面前……
舞台上，一船、一桥、一长篙，是运河的
重要意象。在潺潺水声中，观众被引
领至运河河畔，置身于一段惊心动魄
又慷慨激昂的运河往事。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华北
事变，国民党政府继续坚持不抵抗政
策，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生死攸关时
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八一
宣言》，并于10月在法国巴黎出版的
《救国报》上正式发表，号召立即停止
内战、一致抗日，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得到全国各界人士热烈响应，推动
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剧中故事发生地——大运河通州
河段——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被日军、
国民党、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等势力割
据，面临艰苦卓绝的困境。而同样也是
在这里，运河风土孕育了朴实勇敢的运
河儿女，艰难时势召集了舍身抗争的共
产党人，他们会聚在大运河边，共同谱
写惊心动魄又慷慨激昂的峥嵘岁月。

戏里的主人公周勤和周瑞两兄
弟，一个为“大家”而心怀执念，一个
为“小家”而八面玲珑。兄弟情与家
国义，在舞台上碰撞出一台好戏，同
时也淋漓尽致地呈现出当时的运河
儿女在民族危难中觉醒、革命精神萌
芽的艰辛历程。

该剧导演王延松曾在创作阐述中
提道：“主旋律叙事与呈现，话剧《运河
1935》，既彰显家国情怀，也展现人性
挣扎！”《运河1935》为观众讲述了身
份不同的两人——哥哥周勤是坚定的
共产党人，弟弟周瑞是运河岸边的朴
实群众——在民族危难面前殊途同
归，用各自的方式捍卫祖国的动人故
事。正如周瑞对他的哥哥、共产党人
周勤所说的：“哥，你是大运河上的太
阳，我周瑞也可以是运河边的一盏渔
火！”所有抗战人民，在共同目标下用
各自的方式捍卫祖国。

该剧出品人、北演公司董事长张
海君表示：“截取1935年这个时间节

点，这和我们想给观众呈现一种创作
态度和艺术表达有关。运河在一千多
年的历史长河中，各个时期都有贡献，
而我们把表达的焦点对准在二十世纪
三十年代运河人的精神层面。通州的
运河儿女在特殊时期面临危难，最终
所迸发出来的民族大义和家国情怀，
是大运河吸引我们的内核，也是我们
解读大运河精神的方式，更是我们创
制这部戏的最大动力。”

据悉《运河1935》历时近三年创作
而成，人物设计取材于“大运河之子”
乡土文学作家刘绍棠的小说《渔火》和
《蒲柳人家》。生于通州运河边、长于
抗日战争时期的刘绍棠，对祖国与家
乡大运河有热烈的感情，他笔下的人
物有血有肉、勇敢善良、极具运河特
色，赋予了《运河1935》真实的时代背
景，也使得剧中传达出的运河精神与
民族气节愈加动人。“最初打动我们
的一个原因就是乡土文学对于家国
情怀的热爱，它是一种最原始、最质
朴、最能打动人的东西。”天津人艺副
院长、同时也是剧中周勤的扮演者张
文明如是说。

最终，《运河1935》通过浪漫生动
的戏剧语言和极具本土化的行为风
格，精心描摹以周勤、周瑞两兄弟为
代表的运河儿女群像，致敬在民族危
难中奋起救国的中国共产党人，传承
不屈不挠、历经磨难而自强不息的民
族精神。

讲好运河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与运河文化

“一部运河史，即是半部中华文明
史。”长城与大运河以“人”之形状展现
在神州大地，如果长城象征中华民族
不屈的脊梁和筋骨，大运河就象征血
脉和经络。如果说长城担负着守卫家
园、保全性命的大任，那么大运河就承
担着养育子女、协调内部、耕织持家、
保障供给的责任。京杭大运河流淌千
年，将大地南北融会贯通，在华夏文明
的历史篇章中，一直是值得浓墨重彩
书写的一笔。

为了讲好运河故事，传递运河精
神，出品及制作方北京市演出有限责
任公司会聚了国家一级导演王延松、
国家一级编剧王培公及陈建忠、国家

一级舞美设计师高树康及梁松、国家一
级化妆设计师任小秋、灯光视觉艺术家
王琦等众多京津冀三地资深创作者，为
《运河1935》保驾护航。艺术家们发挥
各自所长，合力将运河生动鲜活的风土
人情与扣人心弦的时代故事一一呈现。
为还原运河风貌，创作者们选取了

代表运河传统特色的渔船、拱桥、芦苇荡
等元素组成舞台图景。同时，利用灯光
与特殊地板材质的配合，加之“独家秘
制”的流水声，在舞台上创造出一条盈盈
流淌的大运河。服装化妆方面，创作者
翻阅了大量当时文字及影像资料，并依
据演员本身特点量身定制造型，帮助他
们贴近角色特点，无障碍入戏。音乐的
选取也是匠心独运，最终呈现的是让观
众似曾相识又与众不同的激昂旋律。
提及该剧创作亮点，张文明坦言：“我

们在创作过程中融入了很多元素，比方说
舞美、演员的介入，音响音效的设计。其
中一个特别的亮点是音乐方面的匠心独
运。在剧中出现了天津时调，还专程邀请
了名家王佩臣的高徒姚雪芬献声演唱铁
皮大鼓，把曲艺的元素加到这个戏里面
来。我们还有一些原创的音乐元素，专门
请了一位音乐设计，把剧中的《义勇军进
行曲》进行了变奏，你听着好像似乎很熟
悉，但又不是我们所熟悉的国歌旋律，最
终呈现的是让观众似曾相识又与众不同
的激昂旋律。我觉得《运河1935》是所有
参与创作者的集体智慧结晶，我相信呈
现在舞台上的会是一个非常饱满、非常
有气质，能够凸显家国情怀的戏。”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剧评论家孙红

侠对这部剧做出了高度评价：“《运河
1935》的选材体现了制作方的文化担
当，体现出对舞台作品社会效益的重
视。创作者驰骋艺术的想象，在无物的
舞台上流淌出千年的运河。运河的水温
静舒缓，‘1935’那时代里的人心却波澜
壮阔。人们在此生息、劳作、热恋、分离、
抗争侵略、追寻光明。舞台形式为此竭
诚服务，以所有的技术、形式、视觉，促发
着观者的精神震荡。死者，虽死犹生；生
者，走向光明。运河的船载着满船明月，
还有那少年归家的灵魂，驶向那声光与
影像贯穿始终的舞台的深处。而我，当
离开剧场，耳边还有那美不胜收的铁片
大鼓，还有筱老板的评剧，她那丹田撞出
的老落子调，历史感在听觉里扑面而来。”
潺潺运河水，滚滚爱国情。在充满

艺术感的舞台图景下，大运河作为连接

南北的动脉，象征着中华民族的不屈脊
梁，蕴藏着百折不挠、勇于抗争的运河文
化，而被运河水滋养的两岸儿女，在血液
中世代流淌着不屈不挠、历经磨难而自
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该剧的顾问、中国
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宋官林观看演出后
表示：“我认为作品中最重要的形象，就
出现在结尾处主人公手执长篙撑船离开
时，让我不禁想，就这样撑吧，撑吧，撑到
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彼岸！”

传递的是人性
着墨于“小人物”的大担当

2019年年底，由北京市演出有限责
任公司、天津人民艺术剧院联合出品，反
映大运河文化和精神的原创话剧《运河
1935》，作为首部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地
共同编创、排演推出的原创话剧于12
月 20日及 21日在首都剧场完成了首
演。这部聚集了京津冀三地优质文化
创作演艺资源，由著名编剧王培公、陈
建忠编创，金牌导演王延松担任文学策
划并执导，天津人艺“老中青”三代艺术
家组成强大演出阵容的原创话剧原计
划在首演之后还将在大运河沿线的多
个城市进行全国巡演，然而一场突如其
来的疫情打乱了剧组原本的计划，演出
只得被迫终止。
2021年适逢建党一百周年，话剧《运

河1935》荣幸入选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文
化和旅游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

举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
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将与140部展演
剧目一起共同献礼百年。时隔15个月，
当再次接到排演话剧《运河1935》的命令
时，张文明激动不已，这部彰显运河儿女
家国情怀的好剧又可以与观众见面了。
然而，留给剧组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从4月1日进组排练，到最终站上舞台，只
有短短十四天的时间，演员们没日没夜、
加班加点地排练，只为将最好的运河故事
呈现在观众面前。据了解，《运河1935》
的主要演员全部来自历史悠久、底蕴深厚
的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天津人艺国家一
级演员刘景范、朱逸萱、王世文饰演剧中
父辈，也是舞台上令人踏实的主心骨。
而张文明、李智、崔文静等优秀青年

演员则挑起该剧的大梁，担纲主角，台上
看到的不仅是一代运河儿女对民族的坚
守，也看得到人艺新一代“大梁”正在拔
节、蹿高。这部由青年演员挑大梁的历
史剧以崭新的叙述方式和舞台呈现，在
沉稳大气的同时，也将战乱年代他们内
心坚定的爱国情怀展现得淋漓尽致。也
让更多优秀的演员到舞台上接受考验和
历练，施展各自的才华，脱颖而出。这些
富有活力和激情的青年演员，为《运河
1935》带来了蓬勃朝气。
今年66岁的王世文在剧中饰演富

有爱国心的姚将军，为了饰演好这个角
色，王世文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对
1935年在运河上发生的故事有了深入
的了解。排练过程中，有一场戏令他印
象最为深刻，姚将军曾是吉鸿昌的部下，
因看不惯时局，辞职回到家乡通州，在这
里遇到了共产党员周勤，周勤有意发展
姚将军加入共产党，当周勤将《义勇军进
行曲》交给姚将军时，姚将军读后才明白
共产党的深意，最终在共产党的感召之
下，选择和人民站在一起，走向抗击日本
侵略者的道路。
排练时，王世文起初用十分慷慨激

昂的语气朗诵出了这段歌词，但导演随
即纠正了他，《义勇军进行曲》对于每个
中国人来说都有着十分特殊的意义，但
在1935年时，《义勇军进行曲》还不是国
歌，姚将军也是第一次见到这首歌词，因
此在读的过程中应该带着一份探究与迟
疑，在读的过程，语气逐渐坚定，表现出
姚将军的情绪变化。导演的提醒一下子
点醒了王世文，他在演绎的过程中及时
做出了调整，这场戏在剧中也成为感动
了无数观众的极为精彩的一场戏。
王世文将《运河1935》比做一堂十分

生动的党课：“我们用一段历史，向观众们
讲述了一个十分动人的爱国故事，使当代
的人们认识到革命先烈是如何创造历史，
谱写壮烈篇章，我们希望看过这部话剧的
人们可以更加热爱祖国，这是我们作为文
艺工作者身上肩负的责任和使命。”
张文明告诉记者：“我们没有空洞的

说教元素，这部剧讲的是人，说的是事
儿，我们传递的是人性，观众看到的不是
一些刻意要去塑造或者营造的假定性的
东西，而是一个从角色内心当中自然流
露出来的热血，一种牺牲与大无畏的奉
献精神，这是我个人对于《运河1935》剧
中角色的理解。”
如今，新版本的《运河1935》与观众

正式见面。相较于首演版，新版本精进
了舞台设计，将运河边的群众生活画面
更加细节化，赋予舞台更具当时运河特
色的烟火气，让观众愈加身临其境，在真
实时代背景下感受作品传达出的运河精
神和民族气节。另外，新版本对剧情进
行微调，让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立体、有血
有肉，着更多笔墨于“小人物”的大担当，
淋漓呈现中华儿女的血性。
据悉，话剧《运河1935》继在天津亮

相后，此后又赴山东、河北各地进行巡
演，并于5月回到北京，在国家大剧院完
成上半年巡演收官。下半年，作品将再
度出发，于9月至11月沿着祖国动脉大
运河一路南下，讲述动人的运河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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