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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是怎样走入
音乐剧的？

———音乐剧《袁隆平》的台前幕后

编剧洪靖惠：
前后3年， 投入了相当于写40集电视剧的心血

王跃文：
话剧中陈廷敬舍情取法让人眼眶湿润

当
小
说
遇
上
话
剧

︱
︱︱
专
访
︽
大
清
相
国
︾
原
著
作
者
王
跃
文、

话
剧
版
编
剧
洪
靖
惠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吴名慧

6月中旬，湖南省歌舞剧院建院64年来首
部音乐剧《袁隆平》在长沙精彩首演。 记者随
即在湖南大剧院采访了剧组主创人员， 听他
们说台前幕后的故事。

“袁隆平”题材与音乐剧是绝配

18日晚的湖南大剧院， 随着音乐响起，
“袁隆平”又唱又跳地进入观众视野。剧中，他
和学生们随和相处，拆了自己的床单搭“月光
蔬菜棚”，甚至在稻田里跳踢踏舞，浪漫主义
与现实主义有机结合的表演形式， 让“袁隆
平”的形象丰满、生动，令观众耳目一新。

“袁隆平对科学严谨执着的态度，对梦想
锲而不舍的追求，心怀天下的伟大情怀，为当
今追求中国梦的人们树立了学习榜样。 我们
要用观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现这个人物，传
播正能量。 ”音乐剧《袁隆平》总导演李雄辉介
绍说。在此初衷下确立题材后，剧组对舞台表
现形式多次进行前期探讨，最终排除了歌剧、
舞剧等形式，定下排音乐剧。

在湖南省歌舞剧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杨霞看来，袁隆平的题材和音乐剧是“绝配”，
因为袁老深受湖湘文化的熏陶， 具有湖南人
幽默风趣、豁达浪漫、“敢为天下先”的人物性
格特征，很适合音乐剧创作。“他酷爱音乐，能
歌善舞，我们去海南三亚采风拜访袁老时，他
现场就跳起了踢踏舞，还唱歌、拉小提琴，这
为音乐剧的歌舞呈现提供了创作的契机。 ”

挑战舞台剧的最高表现形式

作为省歌舞剧院建院64年来首次排演的
音乐剧，全剧组十分兴奋、期待，但横亘在眼
前的挑战也是巨大的。

参演音乐剧《袁隆平》的大部分演员是歌
剧团的声乐演员，平时表演以歌唱为主，而音
乐剧则集合了音乐、歌唱、舞蹈、台词表演等，
是歌剧、舞剧、话剧等艺术形式的有机整合，
可以说是舞台剧的最高形式。“舞台上都是真
唱、真跳、真喊、真跪，容不得半点虚假和马
虎。 ”为此，导演李雄辉从中央戏剧学院请来
了自己的老师赵之成，为演员培训话剧表演，
随后又请来舞蹈老师教形体表演。

2016年11月至2017年2月， 全剧组展开
前期训练。今年3月，音乐剧正式开排后，更是
进入了没有周末、 没有节假日休息的魔鬼节
奏。

为排戏，熬夜、受伤、睡剧场
是家常便饭

18日首演前一周， 剧组进驻湖南大剧院
进行最后的“合成”，熬夜排戏、装台、调试和
睡剧场都成了家常便饭。

“凌晨两点还在联排，我们很强大!”这句

话出自省歌舞剧院演员刘洋真理6月17日发
的朋友圈，这个“90后”在剧中扮演袁隆平的
夫人董婕。 18日晚，记者在后台见到了正在为
登台做最后准备的她，她身上满是药酒味。 看
到记者疑惑的眼神，她稍稍掀起演出服，腿上
青一块紫一块，全是排戏时留下的伤。“音乐
剧要唱也要跳，舞台上动作多、幅度大，排戏
的时候不知不觉就碰出了这些伤。 ”

“印象中最长的一次，整整排练了16个小
时，每个人都汗流浃背，但大家依然以最饱满
的热情坚持排练。 结束时，包括我在内，很多
人都哭了， 为我们剧组的凝聚力和对这部音
乐剧的热爱而感动。 ”刘洋真理说。 苦了累了
就看剧本，看袁隆平对科学的执着追求，看袁
隆平夫人善良、质朴、坚强的人物性格，以及
她对丈夫真挚无私的爱与支持。“他们在那么
艰难的条件下都能挺下来继续奋斗， 我们这
点苦这点痛又算什么?”

演员轻伤不下火线， 导演希
望剧目多演、观众多看

18日晚10点，音乐剧《袁隆平》首演正式
落下帷幕，活力四射的青春阵容再现了“杂交
水稻之父”袁隆平的科学求索之路，赢得满堂
喝彩。

首演大幕落下还不到12小时，19日上午，
湖南大剧院三楼大厅再次热闹起来。 全剧组
集合，台词、灯光、音乐、舞美配合，对照着省
歌舞剧院董事长杨霞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
记录着的首演修改意见，大家一条一条修改，
一遍一遍对戏，午饭时间过了都毫不知觉，只
为让接下来的演出更加圆满。

为了保护嗓子完成连续三天的演出，男
主演夏振凯甚至只能用气音演唱走台，他说：

“身体的疲惫一时可能解决不了，但是我们能
用袁隆平精神激励自己，不断调整状态，一定
要向观众展示最棒的表演。 ”

当记者问及如何评价自己的演出， 高标
准、 严要求的李雄辉导演只给首演打了个及
格分，认为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但是说起首
演当晚有演员意外受伤的细节， 李导的神色
瞬间温柔了许多，显露出铁汉柔情的一面。

演出时， 每一幕之间的换景时间只有短
短几十秒， 而且是在台上没有灯光照明的昏
暗状态下进行。 演员邹振宇就是在这忙碌换
景时撞到了舞美装置，但他丝毫没有声张，自
己简单处理后带伤继续演出， 没有告诉任何
人，直到演出结束才去就医，脚上的伤口整整
缝了五针。

“19日、20日在湖南大剧院继续连演两
场，之后将赴湘潭、株洲、衡阳、永州等地巡演
近30场，还预计在9月晋京演出。”谈及随后的
演出计划，李雄辉导演的疲惫仿佛一扫而空，
他说：“我们的愿望很简单，希望剧目能多演，
观众多来看，这就是我们的最大动力。 ”

目前，音乐剧《袁隆平》正在进行全省多
地巡演，在湖湘大地掀起一波波袁隆平热！

� � � � 问： 看了话剧 《大清相国》 后， 您有什
么感想和评价？

答：《大清相国》 话剧的改编总体来讲是
成功的。 首先观众反响很好。 在上海演出的
时候， 可谓是场场爆满， 一票难求。 我记得
邀请我去上海看话剧 《大清相国》 时， 上海
话剧艺术中心的领导请我吃饭， 把另外两位
文化官员请来， 结果吃饭完了以后， 非常抱
歉地跟他们说事先没有安排， 所以没票。

另一个感觉就是演员很棒， 由上海话剧
艺术中心老中青三代演员共同演绎。 上话的
实力很强， 演员们的表演功底好， 每个细节
都处理得很到位。 我看的那一场， 有一点遗
憾， 因为连续演出， 演员连轴转太辛苦了，
饰演高士奇的那个演员说着说着就没声音
了， 后来只能做动作， 最后没办法， 那一场
把他的戏全部删掉了。 这也说明 《大清相
国》 在上海的反响是非常好的。

话剧是在有限的结构场景里表现， 那么
在人物的嫁接、 故事的浓缩等方面肯定会和
小说有区别， 要不然就没法去呈现。 话剧
《大清相国》 浓缩了小说的精华， 情节更有
张力。

问：您对话剧《大清相国 》的编剧有什么
评价？

答：我去上海看话剧之后，跟这位女编剧
见过面，一起聊过改编的相关效果，也对改编
提了一些我的建议。 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位编

剧是很棒的，功夫做得很细，尤其是对话剧艺
术性的把握，有她的成功之处。

问： 您是湖南人， 有没有提过来湖南演
出？

答：我当然希望家乡人民能看到这部好戏。
当时讨论过到长沙演出的问题，他们说协商后
再说，因为全国各地邀请他们去演出的很多。我
对他们说，希望能在长沙看到他们的演出。这次
金鹰955把它引进到长沙，我很高兴。

问： 话剧中， 您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在哪
儿？

答： 最深刻的是陈廷敬在情与法的抉择
上，他只能舍弃了个人的情选择了法，情让位
于法。 当时我看的时候还有一点眼眶湿润的
感觉。

问：您最喜欢话剧中塑造的哪个人物？
答： 我印象最深刻的当然是陈廷敬。 此

外，就是反面人物高士奇。 高士奇在我小说里
也是写得活灵活现的一个人。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孔帅 李立伟

前不久， 首届湖南创新奖揭晓， 湖南省作协主席
王跃文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 《大清相国》 成为唯一获
此殊荣的出版类作品。 而在上海， 素有“北人艺、 南
上话” 美誉的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编排的大型历史话剧
《大清相国》 刚刚结束第二轮演出。 这部根据王跃文同
名小说改编的话剧在上海引发观剧热潮， 第一轮公演
原计划连演两周， 场场爆满，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不得
不加演一周， 第二轮公演也连演15场， 依旧一票难求。

早在2014年，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就与王跃文签订
版权合同， 获得小说 《大清相国》 的话剧改编版权。
与此同时， 这部销量300万的小说也受到了中国国家
话剧院的关注， 也想拿下这部戏的改编版权， 但错失
良机， 中国国家话剧院常务副院长王晓鹰曾对此感到
十分遗憾， 后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邀请王晓鹰执导， 才
了却他这桩心愿。

一部48万字的小说， 如何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内，
在话剧舞台上为观众讲述大清相国陈廷敬50年的跌宕
起伏的一生？ 如何让原著的读者认可， 让话剧迷接受，
也让普通观众接受？

这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拿到 《大清相国》 这部畅
销小说的“超级IP” 后， 遇到的最大问题。

为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破开这个难题的， 是话剧
《大清相国》 的编剧洪靖惠。 这位毕业于复旦和上戏的
才女，不仅是《兄弟》《大哥》《沉浮》等话剧的编剧， 更是
2016年卫视收视冠军 《亲爱的翻译官》 等大热电视剧
的编剧。

这部汇集了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老中青三代戏骨超
强制作班底的话剧 《大清相国》， 不仅在上海引发热
潮， 也被各地争相邀请。 金鹰955电台凭借2012年和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合作“长沙戏剧谷” 的前缘， 成功
在 《大清相国》 赴北京人艺演出前， 邀请上海话剧艺
术中心专程赴长沙演出， 将于7月21日、 22日晚在湖
南大剧院连演两场。

当话剧 《大清相国》 与小说 《大清相国》 在“原
产地” 长沙相遇， 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我们就此采
访了小说 《大清相国》 的作者王跃文和话剧 《大清相
国》 的编剧洪靖惠。

� � � �问： 话剧 《大清相国》 的剧本准备了多
久？

答： 我写了3年。 对我来说， 不仅仅是
花费时间， 而是投入心血。 我觉得自己是不
计成本代价在创作这部戏。 为什么这么说
呢？ 因为我写的是一部舞台剧， 但我用了相
当于一部40集电视剧的方法来做。 每句台词
都经过精心雕琢， 以希望达到一种韵律美。

问： 小说有48万字， 但是舞台剧只有两
个多小时的时间， 如何用两个多小时装下这
48万字， 包括男主角50年的官场生涯？

答 ： 小说 《大清相国》 我看过很多遍，
王跃文老师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他把那么博
大的历史事件、 那么多人物， 像一幅画卷一
样展现在我们面前。 但是舞台剧一共就只有
两个多小时， 必须做一些减法， 必须找出自
己的主线来， 这是从小说的文学样式到舞台
剧的样式必须要做的工作。 小说里的故事主
要是说陈廷敬如何反贪， 是查一个一个的案
子， 而这并不适合舞台剧的表现形式， 因为
在舞台上很难展现过多的人物， 所以我就没
有采取这条线索， 而是采取人物关系上的转
变。 舞台剧中， 反贪是外围的手段， 是主人
公为之奋斗的事业， 我更多表达的则是知识
分子的异化。 这也得到了王晓鹰导演的肯
定。

我认为， 任何戏剧都是有两层主题的，
包括莎士比亚的戏剧也是如此， 可能第一层

主题是一个非常动人精彩的故事， 但是第二
层其实是作者更想表达的， 在 《大清相国》
这个舞台剧中， 我更想表达的是知识分子的
异化，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选择。 陈廷敬这个
人物， 在那么复杂的、 波诡云谲的官场中如
何坚持他的理想， 其实就是“不忘初心”。
我在第一场戏中就写了陈廷敬自己做了一首
诗： 惟愿方寸无诸恶， 虎狼丛中也立身。 这
是我设计的主人公在全剧中的价值观， 是我
赋予话剧版的一些东西。

问： 原著作者王跃文有没有对话剧 《大
清相国》 的改编提出什么要求或者意见？

答： 我创作这个剧本的时候， 和王跃文
老师没有接触， 但出品方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给我的信息是王跃文老师相信我们的诚意，

让我们大胆放手去改编。
我很喜欢这部小说， 所以决定改编时不

影响小说中传递的某种精神， 不违背小说的
主旨。 去年首轮演出的时候， 王跃文老师到
上海， 我们进行过愉快的交流。 他和我说了
3个小的细节， 希望再商榷， 比如他指出了
去年一个版本中， 朝堂上有些不符合清朝宫
廷礼仪的地方； 还有就是对一些台词， 他觉
得可以更古风一点。 除了这些细节的调整，
其余大部分他完全接受。

在话剧版本里， 我新增了赫舍里月媛的
一条感情线， 也新增了一些像戏曲四进这样
的舞台剧的结构， 这些是原著没有的。 王老
师放手让我把这些元素加进去。 他能理解舞
台剧剧本和小说的不同。

话剧《大清相国》剧照。

《袁隆平》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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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跃文。

话剧 《大清相国》 剧照。

� � � �五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个小小的
刻度，但在百姓的生活与心灵刻度上，却是
一次提升。

“中国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把改善人民生活、 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出发
点和落脚点， 在人民中寻找发展动力、 依
靠人民推动发展、 使发展造福人民。” 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开幕式上的演讲掷地有声。 五年来， 学有
所教、 劳有所得、 病有所医、 老有所养、
住有所居的生活， 对中国人民来说， 正在
从美好愿景加速变为现实生活， 改善民生
的步伐持续加速。

五年的生活，有酸甜苦辣，更有梦想
与奋进，让我们一起回顾五年来生活的变
化与跃升、对梦想的追求与获得。 湖南日
报社特组织“我家这五年”征文大赛。

征文要求：体裁为散文随笔，通过一个
家庭真实、具体的生活细节与生活故事，体
现五年来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可喜变化与内
心感受，力避空洞抒情议论、罗列材料，要
求充满正能量，有真情实感，生动好读。 字
数在1500字以内。 征文必须为原创作品。

征文时间从即日起至10月31日截止。
湖南日报湘江周刊与新湖南湘江频道将开
辟专栏，择优刊发征文作品。

征文结束后， 湖南日报社将组建专家
评审委员会评选优秀作品， 对获奖作品给
予奖励， 将从征文中评选出一等奖3名，奖
金各5000元，二等奖5名，奖金各2000元，
三等奖10名，奖金各1000元。

来稿请注明作者的通联方式（姓名、电
话、 邮箱、 通信地址）。 投稿邮箱 ：xi-
angjiangzhoukan@163.com

征文启事我家这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