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家郝岩的长篇小说《高大霞

的火红年代》近日由上海远东出版

社出版。与小说同步创作的幽默谍

战剧《霞光》也正在央视电视剧频道

黄金档播出。

这部幽默谍战小说，可以说处

处欢乐，步步惊心。主人公高大霞

遭遇各种艰险，一路哭笑闹骂，巧冲

妙撞，也一直坚守信仰，过关立功。

她泼辣难缠，与潜伏在大连警察局

的老牌国民党特务方若愚斗得难解

难分；她呆萌搞笑，错把特务当姐

妹，误把自己的同志当坏人；她坚强

真挚，被冤枉被怀疑也不放弃革命

信仰；她敢爱敢恨，连谈恋爱都是脆

生生直勾勾……故事情节环环紧

扣，扑朔迷离，呈现出一个个有血有

肉、有情有义的人物。这部作品也

透过高大霞的故事，阐释了高远的

立意格局，讴歌了革命者的理想主

义和大无畏精神。

《霞光》导演毛卫宁评价这部小

说时说：“我作为导演，非常负责任

地说，小说中有更多细节韵味我没

能拍出来，这一切都留给读者去体

味细品吧！”出演高大霞的佟丽娅认

为这个角色在自己的演艺生涯中十

分特别，“她很生动，很有生命力，让

我有很多表演空间，演起来很过

瘾。忠于祖国，忠于信仰是一个共

性的主题，《霞光》并不是简单地将

小人物置于大时代，而是塑造出了

一个个丰满立体的艺术形象，与时

代同呼吸共命运，让人感动。”

除了这部《霞光》，郝岩近期还

与毛卫宁导演合作了《百炼成钢》。

作为建党百年献礼剧，剧情跨越一

百年，经历实地采访，全景呈现了党

的发展历程。

郝岩最著名的电视剧是《王大

花的革命生涯》，当年曾创下央视年

度收视率第一的佳绩，如今他仍是

大连一家报纸的编辑，笑称自己只

是“业余编剧”。他的创作题材跳跃

性很大，谍战、悬疑、动作、年代、现

代、生活喜剧均有涉猎，且个个有模

有样，令同行感到惊讶，他说：“成功

的编剧不光要考虑故事的发展和人

物的命运，还要想到画面、场景，甚

至场景制作费，这些任务开始都集

中在编剧身上，一定要把剧本做扎

实，开拍前把方方面面都考虑到。

这很难，但又必须得做好。编剧要

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尽力做到完

美，不留或者少留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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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流茶馆新掌门：保证逗乐的同时内容也要健康积极

茶馆相声让观众觉得在和演员聊天

讲述

口述 朱涛 采写 赵群策

名流茶馆成立于1991年，是改革

开放以来天津首家相声茶馆，至今已

是一家有三十年历史的“老字号”。如

今名流茶馆每年在天津本地演出两千

多场，只有大年三十休息一天，演出场

次在全国名列前茅，给观众带来了许

多笑声。名流茶馆艺术团成立后，演

员们走出天津，到上海、安徽、江苏、山

东等地演出，为全国观众带去了正宗

的天津茶馆相声。同时“名流”也承担

起社会责任，常年捐助弱势群体，进行

公益惠民演出。

近几年，年轻的朱涛接替妈妈于

承艳，在名流茶馆的日常管理融入了

许多新思路，无论如何变化，名流茶馆

都将一如既往地为观众服务，朱涛说：

“天津作为曲艺之乡，很多外地来的游

客都想听到原汁原味的相声，我们也

将继续将‘名流’打造成可以代表天津

曲艺的名片。”

骆玉笙先生曾说

名流茶馆为天津曲艺争了光

我妈妈给我讲过很多名流茶馆早
期的故事。名流茶馆创办于1991年，
当时在新华路和平文化宫里面，因为
天津是戏曲、曲艺之乡，很多戏曲、曲

艺名家都是在天津成名的，所以就为
这家茶馆取名为“名流茶馆”。马三
立先生亲笔题写“名流茶馆”牌匾，老
舍先生的夫人胡絜青题写“茶馆”二
字条幅。骆玉笙、马三立、尚长荣、苏
文茂、王毓宝、关学曾等名家都曾在
这个小舞台上献艺。到1998年，名流
茶馆经营不善，经营者登报拍卖。我
妈妈于承艳是下乡知青，毛纺厂下岗
女工，正好在名流茶馆打工，她把家
里唯一的独单卖了9万元，花5.6万元
买断了名流茶馆的经营权。
一开始我妈妈延续了过去的经营

方式，主要演戏曲，5元钱一张票，还
包括赠送的茶水，每场演出四个小时，
但是没有人气，天天赔钱，还要交房
租、水费、电费、暖气费、管理费，员工
还得发工资，只能苦苦支撑。我妈妈
意识到，咱们天津无论男女老少都能
听懂相声，相声比戏曲、鼓曲的受众面
更广，能吸引更多的观众。恰好在这
个时候，天津陆续成立了众友、哈哈笑
等相声团队，加上天津市曲艺团，天津
的相声可谓人才济济，我妈妈就把他
们请进名流茶馆，观众在茶馆里听相
声可以放肆地大笑，叫好起哄接下茬
刨活，边和朋友聊天边听也无妨，花钱
不多，能乐呵一个晚上，名流茶馆渐渐
兴旺起来。
我妈妈跟我说过，有一天下大雨，

和平文化宫门前积水过膝，结果竟来
了四十多名观众，但演员只来了几个
人，我妈妈就对观众说，特别感谢大家
冒着雨过来，今天可以退票，谁想上台
练练都行。这些位多是常年听相声的
资深观众，能有机会上台票一回，都挺
高兴。那天的演出效果特别好。

那时候名流茶馆常常人满为患，
来得晚又没提前订票的观众只能在后
排或两旁通道加座，甚至连舞台上面
两侧都坐满了观众。茶馆里只有两行
留给服务员斟茶倒水穿行的小道。有
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大爷，每天吃完早
点就上茶馆来等着，来这听相声的年
轻白领也越来越多。

骆玉笙先生在生前对我妈妈说：
“你一个外行，把名流茶馆做起来了，
真是为咱天津的曲艺争了光。”马三立
先生去世后，央视要拍一部关于他的

纪录片，马志明老师说：“我哪也不去，
就到名流茶馆。第一，这个园子的招
牌是老爷子写的；第二，在名流茶馆的
舞台演出，我们演员不掉价儿。”

茶馆相声要接地气

在不知不觉中逗笑观众

我出生在 1981 年，最早学的医
护，又改学电子专业，毕业后在邮局工
作。妈妈的年龄大了，精力也不如以
前，需要一个帮手，我便辞职正式来帮
忙。说实话，我其实不太懂相声，性格
还有点内向，但既然决定干，就要把这
个事干好。我也在慢慢改变自己的性
格，提高自己的能力。

我的工作主要是管理团队，给演
员们安排演出，审核他们的演出内
容。演员要表演一个新段子时，我先
听一遍，有些内容不适合在舞台上表
演，就提醒他们。除了演出质量的要
求，还要倡导“绿色相声”，在保证逗乐
的同时，内容也要健康积极，我们送出
的是快乐，不应该让观众感到不舒服。

每天我都坐在台下看演出，自己
虽然不够专业，但可以从观众角度给
演员们提些意见。哪个包袱好，哪里
需要改进，给他们一些点评。平时生
活中发现了笑料或热门话题，我也建
议演员加在相声段子里，用相声独特
的方式表现出来。如果我觉得这个包
袱可乐，那观众也肯定会笑。
干相声的人比听相声的人笑点要

高，我天天听相声，一般的笑话已经逗
不笑我了。好的相声应该能和观众产
生共鸣，茶馆相声要接地气，让观众有
一种在和演员聊天的感觉，在不知不
觉中将观众逗笑，这才能吸引人。

名流茶馆艺术团成立于2000年，

先后成立过越剧团、鼓曲团、京剧团，并
于2009年成立了名流茶馆相声艺术团，
除了每天在茶馆演出，也会承接一些商
演，走穴、晚会、年会之类。去外地走穴
一般都是由我带队，安排演员的行程。
年轻演员出门贪玩，我得看着他们，保证
他们的安全。我们对外出时要求很严，
因为这些演员代表了“名流”，甚至也代
表了天津相声的形象。

去全国各地演出，也是学习和积累
的过程。南北方观众差异很大，很多南
方观众听不懂相声。记得有一次我们去
浙江诸暨，慕名来的观众挺多，但懂相声
的人很少。演员站在台上都说得出汗
了，台下就是没反应。谢红利和李建峰
两位演员使了个段子，自嘲特别惨，结果
却给台下观众说哭了，让我们哭笑不
得。但南方人做事的态度特别认真，也
让我们获益匪浅。因为南方空气潮湿，
有一次谢红利演出时穿的水裤子洗完第
二天没干，可他只带了这么一条水裤子，
于是就近买了一条黑色牛仔裤。演出主
办方的人看到了，对我们提出批评，说如
果着装都不统一，那就像个草台班子，一
点儿都不专业。我觉得人家说得很对，
这都是我们应该注意的细节。

相声大家说，曲艺大家唱

体验式演出让票友走上舞台

不断有新的相声演员加入我们的团
队，其中很多人不是科班出身，但有天
赋、有热情，我们提供了历练的平台，让
老演员们为他们进行指点，也在舞台上
不断磨炼自己。我有时挺羡慕相声演员
的，他们热爱相声，还能以此为职业，真
的是一种幸运。
我们的演员队伍“中年为主、老年为

辅、培养青年”，逐步做到“老有所养、中

有所为、少有所成”。我们有“老少乐”组
合，老先生给年轻人捧哏，年轻人学习老
先生的技巧。老先生让观众看到真正的
传统相声是什么样；中年演员经验丰富，
知道的东西多，可以承前启后；年轻演员
可以呈现更新潮的东西，他们更了解年
轻观众的喜好，表演的内容使观众更有
代入感。我们希望观众来了能听到传统
相声，也能听到新潮相声，无论您喜欢什
么样风格的相声，都能在名流茶馆听到。

名流茶馆的舞台天天有演出，演出
内容与时俱进，传统与现代并重，雅俗共
赏、老少皆宜。现在我们推出“相声大家
说”“曲艺大家唱”，都可以说是一种传承
和延续。这种创新的体验式演出，既增
加了演员与观众之间的互动，也间接地
为相声培养了新人，许多票友因此走上
了舞台。
在相声茶馆的模式上我们也有所创

新。我从小是个动漫爱好者，上小学时
特别迷《圣斗士》，一本漫画1.95元，每天
省下早点钱去买书。我想将“名流”打造
成更多元化的相声团队，做成不同的风
格，让不同年龄段的观众都能感受到相
声文化。多伦道店就是一次大胆的尝
试，将相声与动漫结合。采用二次元为
设计风格，也是为了将它打造成网红打
卡地，让更多的年轻人走进茶馆听相
声。好多人感觉这两样不搭，但我希望
可以追寻一种更新潮的文化。我觉得相
声不应该和潮流脱钩，传统相声也应该
加入新的元素，推陈出新。

这几年短视频平台捧出了很多“网
红”，名流茶馆也请人来拍摄、制作短视
频，在网上做推广。但我发现一个问题，
相声演员在舞台上的表演很专业，可是
将相声表演的身段、表情放在短视频中，
看着却有些违和，所以在网上的效果不
是很理想，我们还在不断地摸索中。

印 象

塑造高大霞
讴歌革命理想

郝岩 平凡的生活更能打动人心
本报记者 何玉新

郝岩自述
我其实是个业余编剧
反而更能守得住底线

我一直排斥“文学青年”这个称谓，现
在这个称谓更像一种嘲讽，但我能走到今
天，确实得益于文学的滋养。在大连十六
中读高中时我给《海燕》杂志投稿，编辑王
传珍老师对我帮助很大。那个年代的编辑
都特别认真，为了一篇文章会把作者约到
杂志社面谈，提出修改意见。

王传珍老师调到大连电视台电视剧
部，又引领我走上了电视剧创作，给予了我
太多的帮助和鼓励。我在王老师制作的几
部电视剧中担任过策划，写过歌词。2009
年10月，我们合作的《冷箭》在央视一套、
八套和多家卫视热播，获得当年央视的优
秀剧目奖。

我在报社做记者时，有一次到长海县
一个海岛采访，发表了通讯《多罗姆的旗
帜》，说的是一名坚守在海岛上的年轻女教
师与海岛上仅有的五六个学生的故事。我
把这个故事创作成电视剧《红帆》，曾在央
视一套黄金档播出。很多影视公司听说我
的正业是记者，觉得不理解，希望我做全职
编剧，可我还是有点儿舍不得记者这个职
业。所以说，我其实是个业余编剧。这挺
好，写好了，人家说业余的能干成这样不容
易，写不好，人家说他就是一个业余的，这
样我没什么压力，反而守得住底线。写新
闻也是一种创作，不是说新闻可以胡编乱
造，而是同一件新闻，每一个记者写出来的
稿子都有所不同，文笔也有很大差异，这其
实是对新闻的一种再创作。
我的剧作显得很杂，有谍战剧，有家庭

伦理剧，还有年代戏。我觉得没有本质区
别，都是编故事、塑造人物，只是题材不
同。即使我没有体验过，但是我把看书、看
影视剧的过程都看成是一种体验，只要把
生活嚼烂了，就没有题材的局限。

以前我是因为喜欢和有了灵感才去
写，那种状态下写作过程是快乐的。现在
因为有合同，在一定的时间内必须完成，一
个剧接到手，就意味着剧本创作进入倒计
时，在规定时间内拿不出剧本，就没办法开
始下一步工作，压力会很大。我还是喜欢
自由一些，随性一些，但往往身不由己。
我平常工作和生活在大连，比较远离

影视圈里的人和事，这可能也和我的性格
有关，这样让我觉得自在舒服。我比较较
真儿的事，可能都在创作本身了，这个行业
虽然光鲜亮丽，但对编剧来说，要简单许
多，把每一个活儿做好，应该饿不着。

《高大霞的火红年代》

共同回忆那段革命历史

记者：能否介绍一下《高大霞的火红年代》这

部小说？

郝岩：这是我在《王大花的革命生涯》之
后积累五年创作的又一部谍战作品。以
1945年到1949年间解放战争时期的大连为
背景，我党女英雄高大霞受组织委派回大
连执行任务，在对抗国民党反动派一连串破
坏革命的阴谋活动中，她被潜伏的国民党特
务陷害蒙冤，却斗志不减，挫败了敌特方若愚
和麻苏苏等人的多次行动。高大霞和曾留苏
的傅家庄脾气秉性大相径庭，在一次次危机中逐
渐成为可靠的战友，也生发了感情，最终取得了
“夺城之战”的胜利。这部作品见证了共产党与人
民群众的血肉相连，展现了共产党员坚定不移的
革命信仰和坚毅勇敢的光辉形象。

记者：您是大连人，包括《高大霞的火红年代》

在内，您的很多作品都以大连为故事背景，推广了

大连的城市历史形象，请您谈谈这方面的经验和

体会。

郝岩：这部小说把当年大连的“搬家运动”、大
连建新公司（523厂前身）为解放战争制造和输送
军火、印制《毛泽东选集》和《共产党宣言》等真实
的历史事件作为故事背景写了进来。我从最平常
的生活着墨，比如书中提及的老青泥洼桥，是大连
知名的商业中心，是几代大连人的记忆。逐一呈
现了大连的海麻线包子、油煎焖子、海鲜等特色美
食，以及有轨电车、铁路医院、宏济大舞台等历史
信息，都能让全国观众感悟大连，品味大连。我想
每一个作家都会在作品中满怀热情地描摹和讴歌
自己的家乡。

记者：您写了抗疫题材的《笑着对你说》，这类

作品其实不太容易把握，如何更好地选择素材达

到升华？

郝岩：武汉疫情时有一则新闻，一位大连小伙
儿阴差阳错在武汉下车，为了找个“包吃包住”的
地方，报名去医院做志愿者，在抗击疫情最前线上
演了一幕守望相助的温暖故事。这段故事在网上
迅速走红，央视等各大媒体追踪报道，我还发了一
条朋友圈，为小老乡感到自豪，很多朋友留言说可
以写成电影，还说与汤姆·汉克斯主演的《幸福终
点站》有神似之处。正巧，刘威老师推荐我给一家
影视公司写一部抗疫题材的电影，单位也想让我
就这个故事写一部广播剧。我觉得比较难，因为
各种报道铺天盖地，没有新鲜度了，如果照实写，
不如去看新闻。但新闻不是文艺作品，一部剧作
必须要有丰富的情节、别致的人物关系，还有思
想、结构、语言、角度、情绪等。我重新编织故事，
加入了很多医护工作者、其他志愿者，以及患者的
影子。男女主人公都是“90后”，他们在医护人员
和志愿者的影响下，在残酷的疫情面前，找到了自
己对小家、对国家应该扛起的一份责任。

导演、演员是团体作战

编剧的创作更像孤军奋战

记者：您的作品多是小说和剧本同步，现在影

视剧市场上改编作品比较多，您如何看待原创和

改编？

郝岩：这些年影视行业关于原创的讨论从没

有间断过，尽管影视剧市场越来越红火，关注度越
来越高，但是原创作品的生存空间并没有太大改
变，原创的重要性也没有得到更多的尊重。我常
常听制片商说，原创不如IP，IP有现成的受众群、
影响力很大，起步就不一样。投拍原创剧，意味着
从零开始开发市场，风险太大、回报太慢，费事费
力。但是我始终认为，原创力才是创作的生命力
所在。不得不承认，大量大制作、大投入的IP改
编作品都失败了，既没有市场效应，也没有口碑。
其实这是一个必然结果。改编IP是捷径，但IP质
量参差不齐，真正适合改编的不多，而且特别需要
优秀的编剧来改编。但是，制片商把大量的资金
拿去购买IP、找“流量明星”，却不肯在剧本上下
功夫，为了省钱，甚至只找生手来改编，结果就是
拿出了一些经不起考验、漏洞百出的作品。这是
IP走向枯竭、热潮逐渐降温的根本原因。

记者：为了迎合市场需求而创作的作品，会是

好作品吗？

郝岩：记得以前我参加过一个电影文学学会
举办的原创剧本大赛，总共三百多篇作品参赛，特
别幸运的是，在盲赛中我拿到了第一名，在另外一
个“创投”的评比中，我也拿到了第一名。当时就
有很多公司来找我，要投拍，我接触了其中一家，
过了很长时间，基本原地踏步，其中有一条原因是
人家说要符合年轻人的口味。我对这个说法比较
抵触，我认为好作品不应该仅仅满足年轻人的需
求。我觉得《战狼2》也好，《我不是药神》也好，能
拿到这么高的票房，它还真不是一味地迎合了年
轻人。正因为有中年人、老年人走进影院，才能抬
高票房。

记者：您认为成功的剧本对于影视剧意味着

什么？

郝岩：剧本不好，地动山摇。一部影视剧的完
成过程就像是一场接力比赛，编剧跑第一棒。几
年前我接了一个改编项目，那也是我唯一一次做
改编剧本。那是一部战争题材的网络小说，之前
改编了五六年都没改成，前后换了六任编剧，交到
我手上已是第七任。开始我并不知道制片方找过
那么多编剧，到我改编结束后，项目终于做成了，
对方才告诉我。也就是说，第一棒跑不起来，交不
出去，这场接力赛就得半路夭折，第一棒决定一部
剧作的整体，后面几棒是为这个项目加分或减
分。如果说导演、演员之间的合作是团体作战，那
么编剧的创作过程更像孤军奋战。剧本的好坏，
不仅取决于编剧的才华，也取决于编剧的责任意
识。在项目前期如何拿捏题材，如何设计好大纲，

这些基础性的工作做好了，后面的事情才能顺
利。编剧是决定作品高度的人，很多项目想法很
好，但最后进行不下去，跟编剧的能力与责任心有
很大关系。

剧本不是流水线产品

而是带着温度的情感集合体

记者：您是否更愿意创作现实题材的作品？

郝岩：因为做了多年的记者，我几乎接触了社
会各个层面，我更喜欢写那些平凡质朴的生活，那
样的生活和那样的人才是真实的、有温度的。我
追求人性温暖的一面，追求生命善良、美好的一
面。有些影视剧里的所谓生活是飘在半空的，我
相信平凡的生活里蕴藏着最能打动人心的力量。
我早上起来经常送孩子上学，然后逛逛早市，之后
或写稿子，或谈事情，这是我经历的真实生活。之
前有投资方说我的故事和人物烟火气太重，劝我
写点儿高冷的“白骨精”，要时尚，要酷，要引领潮
流。我说对不起，我见过的精英也都吃人饭说人
话，做作的“精英”不是我心目中的人物。
有一位制片人曾对我说，推荐剧本的时候，千

万不要说这个类型的剧市场上没有，要说这个剧
市场上特别受欢迎，不少热门剧都是这种类型。
这番话让我很无奈。有太多“伪生活剧”，里面的
人物根本不是现实生活里的人物，但很奇怪，市场
又特别欢迎这类剧。我不想跟风，哪怕知道这种
剧有市场。我想尝试写特别写实的生活剧，把自
己对生命的感悟、对人性的理解呈现出来，哪怕遭
遇市场的白眼。

记者：观众常说能看得下去就是好作品，从作

者角度来说如何才能让人看得下去呢？能否谈谈

您的创作经验？

郝岩：有一次我写了一个剧本，片方找了十多
名剧本医生来谈意见，他们说，剧本五分钟要有一
个小高潮，十分钟要有一个爆点，这是规律。我
说，这不是我能做到的，我也不喜欢这么做，因为
剧本不是流水线产品，是带着温度的情感集合
体。任何情节的发生都应该合情合理，而不是刻
意为之。一个故事，一个人物，首先得打动我自
己，我才能写好。如果创作者自己都不能接受，观
众当然更加不能接受。尽管当下影视创作有大量
的流水线模式，并被认为是正常现象，但我仍然愿
意下一些笨功夫。流水线出来的作品是模式化
的，千篇一律，艺术创作不是零件组装，成功的作
品都具有独特性，不是拼接出来的。

早期名流茶馆的老艺人演出

郝岩
编剧、作家。代表作《王

大花的革命生涯》《冷箭》《幸
福生活在招手》《爱情20年》
《百炼成钢》《高大霞的火红年
代》等。曾获全国电视制片
业十佳编剧、金鹰奖优

秀作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