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戏比天大，舞台就是战场，不能退缩，唯有向
前。话剧开排前，熊磊和其他演职人员一起奔赴
井冈山，从留存下来的红色遗迹和文物中，感受血
与火之歌，同时，他找来许多资料和纪录片，学习
军容军姿，领悟领袖风范；为了贴近形象，他开始
蓄头发，而每演出一段时间，他就要与编导交流表
演心得……“追求形似，更要从内心去塑造角色，
带给观众神似之感”，渐渐地，熊磊将舞台调度、台词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起初的战战兢兢地“演”变得
自然流露、形神兼备，得到观众和业界的肯定。

才华横溢的主创，熟悉而默契的伙伴，刻苦排
练、孜孜以求，必有回响。“100 场演出，锻造了队
伍，培养了年轻人。全剧有50多个演员，这么多场
演下来，有的演员走了，但总有年轻人顶上去，迅
速拿下角色。”的确，舞台上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
员，哪怕戏份不多，甚至是反派人物，同样需要用
心用劲。

“五皮”排长黄来九，皮带、皮包、皮靴、皮绑
腿，腰上还插一根皮鞭，一派军阀作风。他想捉乡
亲们的鸡吃。舞台上有 8块冰屏，3块可调度的升
降台，最高的一块升至一米多高，他穿插其间，上
蹿下跳、左奔右跑。很难想象，这个极其考验体力
的角色，其扮演者驼排快60岁了；中共茶陵区委书
记、赤卫队长文水秀，是剧中为数不多的女性角
色，扮演者雷欣，剧团中坚力量，百场演出之余，她
还执导了扶贫题材话剧《108个赞》，并饰演该剧主
角……

走出剧场，右侧有个会客厅，一众陈列柜里，
摆满了奖杯、奖状和证书，它们中的新成员是一纸
表扬——《中国话剧协会关于表彰江西省话剧团
的通报》：“在疫情期间克服重重困难，为广大群众
坚持演出达 50场，这种不怕困难的精神彰显了我
们中国话剧人积极向上的优良品德，引领了广大
话剧从业者以崭新的精神状态和饱满的工作热
情，投入到中国话剧的建设和发展中……”在中国
话剧协会公布的全国101家院团排名中，省话剧团
综合实力排名前20。

观看演出后，20余位专家
学者、评论家、媒体代表等与主
创们又马不停蹄，赶往会场，进
行座谈交流，研讨话剧《支部建
在连上》的艺术特色，总结其社
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带来
的启示和意义。

“站在全国角度，今年以
来，除了小剧场演出，正规的大
剧场演出 100 场的戏有几个？
演出 100场的剧团有几个？只
有你们！”中国话剧协会主席蔺
永钧第一个发言，言辞激动。
在他看来，方向问题是文艺院
团发展的大问题，而话剧《支部
建在连上》演出 100 场，“在全
国话剧界树立起一面旗帜，奠
定了院团发展的正方向；在全
国树立起一个榜样，迈开了院
团发展的正步伐；在全国树立
起一个里程碑，呈现了院团发
展的正能量。”

为了看戏，蔺永钧凌晨从
云南赶来，中国社科院文学研
究所研究员刘平则是 4点多起
床，赶往机场。刘平认为，话剧

《支部建在连上》对我党我军发展历史的回顾清
晰、细腻：“这样的戏剧，以前也创作了许多，但真
正创作得好的、能够引起普通观众兴趣的并不多，
该剧做到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统一。它不
喊口号、不讲大道理，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形
象，如逃跑回家的小战士刘安才，最后为革命牺
牲，让观众印象深刻。”

此前专门写了两篇评论，这次座谈，省文艺评
论家协会理事刘飞没有过多地解析剧作，而是把
钦佩的目光投向了主创：“演出100场，按常理说可
能会演皮了，但演员情绪没有掉，一直保持在一个
高度，全身心投入创作，怀抱信仰，表演真实，得到
观众共鸣。从字面理解，红色主题确实是个标签，
但无论什么题材，红色、绿色、古色，进入不同的年
代、不同的时空，要表达的都是人的情感。从话剧

《支部建在连上》，我们很容易体会到这点。”
省党史办宣教处处长万强是带着党史工作者

的责任来剧场挑刺的,演出两个多小时，他“拿着放
大镜，竟无刺可挑”：“江西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
土地，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发掘更多的红色故
事，去感染人、教育人，创作出更多像话剧《支部建
在连上》的优秀作品，向建党百年献礼。”

座谈会一个多小时，大家畅所欲言，碰撞出智
慧的火花，也对话剧《支部建在连上》充满了更大
的期待，“建议联合相关单位，办一个全国性质的
研讨会，推广该剧的创排模式”“希望巡演结束后，
这部剧能以视频的形式固化下来，让那些不能进
剧场的人也能看到”……

“以演出为中心，就是要让演员的生命绽放在
舞台上，让剧目的生命体现在演出中。剧目演得
越长，生命力就越长。”100场，是风雨兼程抵达的
一个节点，也是另一段宏大征程的起点。接下来，
话剧《支部建连上》将继续打磨提升，计划明年赴
各地市巡演，并在井冈山作常态化的驻场演出，同
时赴北京及其他省市巡演。

让演员的生命绽放在
舞台上，让剧目的生命体
现在演出中

专家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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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脉动

纪念义宁陈门五杰暨陈寅恪诞辰 130周年学术研讨会，近
日在修水县召开，兹以《“四觉草堂”“散原精舍”“陈寅恪”义音三
札》，参与会议讨论。

“四觉草堂”，以山名堂
同治元年（1862年）秋天，陈宝箴在江西义宁竹塅老家建了

一座读书楼，取名为“四觉草堂”。而且，陈宝箴晚年也以“四觉
老人”自号。

何谓“四觉”? 武宁人李复在《四觉草堂记》中有个说明：“陈
子又深有惧夫视、听、言、动之四目，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四
端，而或有不能以自觉也，遂以名斯堂。”

李复与陈宝箴谊在师友，这个解释很难让人不信。但揆之
于理，却十分牵强。比如“四目”——视之于眼、听之于耳、味之
于口、触之于身，才是“四觉”，何涉乎言、动呢？所谓“觉”者，一
定是即事而感；而人之言、动，奚必不可先发？故将视、听与言、
动并列于“四目”，是为不伦。

有关资料显示，陈宝箴的“四觉草堂”，建在离他家住地不太
远的一个山洼里。这个地方当地人叫“四角埚”，也有写“四合
埚”的。“合”，《广韵》有两读，一个是现在“会合”的“合”，一个是
现在容量词“升、合”的“合”。读后一音的“合”，在客家话里与

“角”音近，也有“聚拢”的意思。
因此，我的判断是：陈宝箴原意乃以山名堂——“四觉草堂”

者，“四角/合草堂”也。只不过他认为“角”字或“合”字，形俗意
浅，就换了一个雅驯义丰的“觉”字。在客家话里，“觉”与“角/
合”，音同或者音近。同（近）音替代，在地名中是常有的事。

附带一提的是，此次会议安排参观“凤竹堂”，亲见展馆图片
说明中“四角埚”径作“四觉埚”，似可证鄙见不谬。

“散原精舍”，“散”读去声
光绪二十六年（1900）四月，陈三立挈家移居金陵。两个月

后，留在西山的陈宝箴突然“以微疾卒”。陈三立在西山居住的
时间虽然不长，但西山这个地方，一定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隐
痛。所以，当他处理完父亲的丧事后，便在金陵青溪畔筑屋十
楹，建起一栋“散原精舍”，乃至陈三立晚年更以“散原”为号。

西山有一个文雅的名字，叫“散原山”。“散原山”最早见于北
魏时期的《水经注》，后来又衍生出一些别样的叫法。

最先著录“散原山”的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解释“散原山”
时也有不少文字涉及仙、释：“西行二十里曰散原山——叠嶂四
周，杳邃有趣。晋隆安末，沙门竺昙显建精舍于山南，僧徒自远
而至者相继焉。西北五六里有洪井，飞流悬注，其深无底，旧说
洪崖先生之井也……西有鸾冈，洪崖先生乘鸾所憩泊也。冈西
有鹄岭，云王子乔控鹄所迳过也。有二崖，号曰大萧、小萧，言萧
史所游萃处也。”这里说到的黄帝时代凿井五口汲水炼丹的洪崖
先生；被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修炼的周灵王太子王子乔；秦穆公
以女弄玉妻之，夫妻二人乘凤凰登天的萧史——哪个不是仙道
人物？

丹散、行散、萧散，是道家的寄托、道家的功课、道家的精神
气质。这个“散”字，也是“散原”的“散”。“原”者，地方也；如高
原、平原，即高地方、平地方——“散原山”，就是道家的洞天。这
个“散”字，只能读去声。

陈三立一生以儒立身，但他对道、释亦涵泳极深。他用“散
原精舍”来作斋名，是用心读了郦道元这段文字的——比如道家
的故事，比如沙门竺昙显建的“精舍”。

“恪”读腭化，缘起“师母”
“腭化”是一个语音学名词，这里专指汉语声母辅音 g、k、h

受后面舌位高的前元音影响而变成 j、q、x的语音现象。比如像
“江、讲、绛、觉”这一组字，古代声母是舌根音 g，现代汉语普通
话读 j了，这就叫“腭化”。但现在一些南方话，“江、讲、绛、觉”声
母还是读g，那就是没有“腭化”。

古代人研究汉语音韵，先是发明了用“反切”法来记录字音，
后来又发现了“韵图”，把汉字按声、韵、调的相同和不同装在各
自的方格里。

在“韵图”中有一组字，即“康、慷、抗、恪”——“康”读“苦冈
切”，“慷”读“苦朗切”，“抗”读“苦浪切”，“恪”读“苦各切”。不难
看出，这是一组按平、上、去、入四声不同而排列的同声母字（反
切上字都是“苦”）。

语言学的常识告诉我们：相同的条件下相同的变，不同的条
件下不同的变，这是语音演变的铁律。比如“江、讲、绛、觉”，从
古代到现代，南方话不“腭化”，北方话“腭化”（条件是“江摄二等
字”），但不管“腭化”还是不“腭化”，平、上、去、入的字都是齐步
走的。

现在来看“康、慷、抗、恪”这组字，相同的反切上字“苦”，现
代汉语普通话声母是k，没有“腭化”。古今一致，南北无差。古
代的韵书、字书，没有“恪”字又读的著录。现代规范的字典、词
典，如《王力古汉语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恪”字也都只有一
个读音。“恪”字不“腭化”，乃至于说，“恪”字无两读，已无异议。
1985年 12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三部委联合下发《关
于〈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的通知》，明确规定“恪”统读kè。现在
有些辞书（如《辞海》等）保留“旧读”，是不规范的。

会议的开幕式上，安排了陕西师范大学胡戟教授发言。胡
先生 1959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64年考为隋唐史研究生，
师从汪篯教授，是陈寅恪再传弟子。可能是因为会标的左上角
有“黄庭坚家乡，陈寅恪故里”的说明词，而“陈寅恪”的英文转译
作“Chen Yinke”，胡先生一上台就说：“来修水开会，才知道这
里念Chén Yínkè，但我还只能叫Chén Yínquè。因为汪先生告
诉我们，师母就是这样叫的。”汪先生所称“师母”，当然是陈夫人
唐筼了。

复旦大学汪少华教授发微信告诉我：“唐筼是广西灌阳人，
母亲难产去世，自幼随苏州人养母潘氏去了苏州，后又随养母到
天津。看来养母方言对她影响大。”这一段历史，感兴趣的读者
可以查验陈寅恪三个女儿合著的《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
恪母亲唐筼》。

是的，唐筼读“恪”字声母腭化，一定与她的语音特色有关。
是苏州话“腭化”，还是天津话“腭化”，我对这两种方言没有了
解。也可能有第三种情况：是她根据其他“腭化”字的类推。

视野

探寻“陈寅恪”
□ 高福生

几个月来，话剧《支
部建在连上》在南昌热
演。抗疫背景下，一个
本土创排剧目，短短 180
天演出100场，观剧人数
近 3 万人，其亮眼“成绩
单”，让中国话剧界感到
惊喜、振奋。那这部献
礼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的大型革命历史题
材话剧，何以造就舞台
奇迹，让观众喜爱、专家
肯定、业界表彰？12 月
18日，该剧演出100场之
际，记者来到了省话剧
团，一探究竟——

场
的
秘
密

场
的
秘
密

100100

□ 本报记者 万芸芸

剧场演出多在晚间，此时下午，
省话剧团经典剧场已是热闹非凡：树
上挂起了饰品，剧场外拉起了“彩虹
门”，墙壁上粘着用黄色气球捆成的

“100”字样，冬日暖阳下，一批批观众
步入剧场……原来，今天是话剧《支
部建在连上》的第 100 场演出。江西
文演集团邀请了扶贫、公安等战线的
优秀党员代表和“学习强国”粉丝团
代表，共计300人观看演出。

话剧《支部建在连上》是省话剧
团2020年的开局之作，讲述了秋收起
义部队从文家市转兵到井冈山会师
那段艰苦卓绝的历史。全剧通过“三
湾改编”“水口建党”“茨坪立足”等历
史事件，确立了从思想上建党和从政
治上建军、实行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
根本原则，艺术地再现了毛泽东同志
早期建党建军的伟大创造。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话剧结尾，演员熊磊饰演的毛泽东临
风而立，气宇轩昂，吟诵声在天地间
回响。他的背后，党旗飘飘，军旗猎
猎，行进的队伍擎起无数火把，似星
星之火，如铁流滚滚。

演出落幕，观众散场，但好戏带
给他们的感动，还萦绕在心间——

“演员演得情真意切，生动展示
了‘支部建在连上’的艰辛历程。来
了就是学习，看了就是洗礼。”这是市
民曾修庆“二刷”话剧《支部建在连
上》的体会。前天晚上，他带着 12岁
的女儿来看戏，一旁坐的是个10来岁
的小男孩。看完戏女儿若有所思：

“爸爸，今天这部戏，有些不同。”曾修
庆颇为好奇：“哪里不同？”女儿一脸
认真：“这部戏让我非常感动。”曾修
庆没有想到，一部话剧能让被电子产
品包围的女儿，产生如此深沉的情
感。

李腾是江西财经大学的一名大
四学生，半个月前，他第一次登上井
冈山，在井冈山青少年培训基地学习
井冈山精神。今天，他第一次走进剧
场。“当我坐在那里，舞台上的一切，
灵巧、丰富，这种现场演绎带来的热
血澎湃，我在其他地方没有体验过。”
剧中有个角色，名叫彭三泰，他从起
初的军阀作风，到后面忠于党、忠于
人民，满腔热血干革命，让李腾印象
深刻。言于心，行于身。李腾也是一
名党员，疫情暴发初期，他和家人立
即投入社区抗疫，分发口罩、宣传防
疫小知识、举报疫情谣言等。“这部剧
给了我们一种信念，支部建在连上，
就是支部建在心上，建在广大人民群
众的心上，建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
团结一致、拧成一股绳，我们就能攻
克千难万险。”

一部好戏是一场精神的盛宴，也
是一堂生动的党课，话剧《支部建在
连上》指引青年走好未来路，也激发
另一些人把党建工作渗透到日常生
活中。

殷春华是一家民营企业的党建
工作者，全剧最让她感动的，是陈皓
叛变、想把队伍拉走，刘安才向组织
报信、不幸被捕，党代表一句高喊“共
产党员，都站到这边来”，战士们呼啦
啦离开了陈皓背叛革命的阵营。见
队伍拉不走，陈皓愤然开枪，刘安才
不幸牺牲。“看到这里，眼泪忍不住掉
下来，他们用付出和牺牲诠释了什么
叫共产党人。我要把今天的所看所
感分享给同事，让支部建在项目上，
让党旗在项目上高高飘扬，通过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党组织的战斗堡
垒作用，为客户提供更好服务。”

…………
剧场内外，分别有一面“签名

墙”。三四米长的画布上，密密麻麻，
尽是观众留言，字迹不一，也标识着
签字人的身份各异：学生、企业职员、
军人、医生、文化工作者……截至 12
月18日，共有175家单位观看了演出，
观剧人数近 3万人。话剧《支部建在
连上》成为全省开展党员教育的鲜活
教材和最新阵地，甚至众多民营企业
也包场观看，接受革命精神洗礼。大
家以不同的身份踏入剧场，也带着各
自的思考离开座席，但闭上眼睛诚心
感受，心底依然澎湃。

话剧《支部建在连上》排出了高质量，也跑出了加速度：4月 13
日开排，6月演出，8月在省直机关巡演，9月 28日演出 50场，12月
18日演出100场。“传奇”的缔造，绝非偶然，背后定有一支“梦之队”
在全力以赴：编剧唐栋是菊坛常青树，著有剧作几十部，作品多次
获曹禺剧本奖、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等；导演傅勇
凡执导作品近百部，连续五届荣获文华大奖；舞美设计秦立运是国
家一级舞美设计师，曾获中国戏剧节优秀舞美设计奖、中国话剧金
狮奖舞台美术奖等；作曲石松，活跃在创作一线，是北京奥运会音
乐制作团队成员，曾担任广州亚残会闭幕式音乐总监等……

演出结束，主办方举行了一个简短的庆祝活动，导演傅勇凡第
一个受邀致辞。他个子高挑，脚步轻盈，披了条灰色围巾，一入舞
台便被演员们拥在“C位”。

傅勇凡，一位土生土长的南昌崽俚，毕业于江西艺术职业学院
话剧班，曾在省话剧团演过群众、跑过龙套。每个年轻人的心里或
许都有一个“远方”，他南下闯荡，考入原广州军区政治部战士文工
团。30多年来，傅勇凡演而优则导，作品姹紫嫣红、绽放全国舞台，
却念念不忘“掌握了一技之长后，特别盼望着能回到家乡导戏”。
家有召唤，必倾尽全力。2017年，他回乡执导话剧《遥远的乡土》，
该剧精粹赣地风土人情，绵延家国情怀，不仅走进了北大、清华，还
创造了本土剧目连演几十场一票难求的票房奇迹。此番再度归
来，执导话剧《支部建在连上》，他依然秉持艺术良心，“每一步都要
努力，把作品当作自己的孩子，也把院团当作自己的家，用心、用
情、用劲”。

傅勇凡从容镇定，导戏、说戏幽默风趣，而另一位主创、毛泽东
的扮演者、省话剧团团长熊磊，从事演艺事业20多年，成功塑造了
许多角色，知道要演毛泽东时，却忐忑不安，甚至一度打起了退堂
鼓：“演领袖人物，是许多演员的一个梦想，但真的特别难演。”

影视中的许多中老年毛泽东形象，在观众心中已经形成了审
美定势。而这部剧中的毛泽东戏份重、台词多，恰处“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的青年阶段，可供借鉴的范本很少。

来了就是学习，
看了就是洗礼

观众说：

把作品当孩子，把院团当家
主创谈：

话剧《支部建在连上》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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