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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苏 剧

内容提要:苏剧的消衰,有其内在和外在、先天和后天等多种原因。

弄清这些, 对于现代苏剧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就此发表看法, 并

予以针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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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 9 月, 民锋苏剧团(江苏省苏昆

剧团前身)以一出 花魁记 醉归 在华东区戏

曲观摩演出大会上捧回了表演奖以后, 1957

年江苏省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 1981 年苏州

专业剧团会演, 1986年江苏省青年戏曲大奖

赛, 1992年全国 天下第一团"优秀剧目展演

(南方片) , 江苏省苏昆剧团又以 醉归 参演

获奖。1989 年 醉归 参加中国艺术节, 1994

年,王芳复以 醉归 (尚有昆剧折子戏 寻梦

思凡 )荣获了中国戏剧第 12届梅花奖。在

江苏省苏昆剧团 40余年的历史中,每次参加

重大会演,都是 醉归 。苏剧的四代演员

元老辈、继字辈、承字辈和 小"字辈,通过苏

剧 醉归 ,一次又一次搬回了奖状奖杯,这固

然荣誉莫大,然而,有识之士对这个剧种在重

大会演中 亮相"的创作剧目的贫乏, 流露了

一次更比一次的担忧。现在人们认识的苏剧、

无非就是会、调演场上的 醉归 以及另外少

数几个剧目肢解以后的片断。今天我们无法

回避这样一个事实, 苏剧正面临着严重的生

存危机。

苏剧今天的危机,除了大气候使然,同样

还包括了历史的劣根和今天的失力这两个方

面的原因。本文旨在对苏剧艺术的那些与生

俱来的先天不足,对它数十年运行轨道上的

基本失误作一些初步探讨, 并在这个基础上

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苏剧能在较短的时间内

遏止消衰势头。

(一)苏剧艺术的先天不足

对昆剧剧目的依附

苏剧,从 1941年 8月朱国梁创建的苏滩

班社国风社演变为第一个苏剧团 国风

苏剧团"算起, 至今不过 50余年历史,然而苏

剧的史前阶段却要长得多, 大约已有 300余

年。苏剧的前身是苏州滩簧(即 对白南词") ,

是由 5至 7 人组成的一种坐唱。苏滩(前滩)

的常演剧目几乎无一不是昆剧传奇。苏滩崛

起伊始,正是昆剧的鼎盛时期,昆剧虽然剧目

如林, 名家辈出, 由于它文学的相对典雅, 使

它无法克服与平民阶层之间横亘着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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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在昆剧的故乡,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市民队伍正在膨胀, 他们同样渴求着适合他

们这一阶层的文化消费。把昆剧通俗化、平民

化就成了苏剧萌发的最初动因。在它那里,典

雅的长短句变成了整齐的以七言为主的浅俗

唱句; 比较干净地摒弃了昆剧使事用典的陋

习;曲牌音乐为滩簧小调取而代之;舞台表演

虽然退化成一种坐唱形式, 然而它并不是单

纯的曲艺,它的脚本沿用了昆剧的代言体例;

坐唱演员也有生、旦、净、末、丑的简单的行当

分工。这种奇特形态乃是苏滩的一大创造,它

不同于常规的曲艺而界于戏剧和曲艺之间,

可叫作 第二种曲艺"或称 雏形戏曲"。从深

层背景上看, 可以理解成昆剧内容为吸引平

民观众,在寻求合适的形式载体的过程中,撑

破和瓦解了原有的构架, 也可以理解成作为

原始的民间曲艺形式的苏州滩簧,通过依傍

昆剧 大款"来获取自身壮大发展的一种竞争

抉择。由于它的母体昆剧正处在鼎盛时期,在

她身上吮吸奶汁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

以苏滩虽然是平民艺术, 它却借坐着贵族的

銮舆前进。饭来张口, 衣来伸手" ,形成了它

与生俱来的一种创作惰性。清中叶以后昆剧

渐趋衰落,而苏滩凭借着雄厚的昆剧老本,依

然保持着发展的势头,我们在本世纪 20年代

的报刊上常能查到 滩迷"们簇拥围观苏滩艺

人的报道, 当时盛况亦可见一斑。30年代末,

昆剧式微,昆剧艺人开始跻身苏滩,苏滩便有

如鱼得水之感。清末民初出现的 化妆苏滩",

表明了苏滩愿向戏剧演化的意向。昆剧艺人

的搭班显然加速了这一进程, 朱国梁创建的

国风苏剧社就拥有了像周传瑛、王传淞这样

一流的昆剧 传"字辈表演艺术家。在他的苏

剧团中,是不排斥演出昆剧的。然而, 苏滩闯

入剧坛而为苏剧后, 曾几何时,国风苏剧团就

改名为 国风苏昆剧团", 继而改为 国风昆苏

剧团" , 1964年演化为 浙江昆剧团", 不过二

十余年,苏剧在浙的一支,就为昆剧所兼并而

消亡了。苏剧在江苏的一支即苏州民锋苏剧

团,创建于 1951年。民锋苏剧团自然也无法

摆脱母体的诱惑,大力利用昆剧人才教戏、排

戏、辅导, 1956年终于也改称为 江苏省苏昆

剧团"它的分团驻于省会南京。无独有偶, 这

个分团几经周折后演化成了 江苏省昆剧

院", 蹈的正是浙江苏剧的复辙。

苏剧在浙江和在宁分支的消亡,一个极

其深刻的内因就是,它过分依傍昆剧,长期缺

乏成熟的、具有苏剧个性特色的创作剧目的

支撑。

(二)苏剧创作的后天失误

对传统积淀的忽视

任何剧种都有自己的传统,而剧种的传

统积淀必须依赖传统剧目的积累。传统剧目

须兼备票房价值和继承价值, 传统剧目的传

统积淀最后形成了剧种传统。传统与时代精

神并不矛盾, 因为时代对于一切传统都要进

行严格的筛选,无论哪个时代形成的剧目只

有在符合当代的时代精神时, 才有可能继续

流传或留传,否则仍将淘汰。

苏滩作为苏剧的前身,有着悠久的历史,

然而苏滩排斥创作, 只以昆剧的文字通俗化

为己任。对于昆剧的绝对依赖从而弱化了自

身的个性。苏滩的剧目传统貌似浓厚,其实不

过是一种寄生的、派生的传统。因而苏剧形成

以后,一个繁重的任务,就是必须尽快建立富

于自己剧种特色的剧目传统。建国以后诞生

的苏州民锋苏剧团以及稍后由它演化而成的

江苏省苏昆剧团都注意到了上演新剧目的迫

切性,因而在培养苏剧 继"字辈、承"字辈艺

人的同时,开始注意到培养自己剧种的编剧,

也切实地组织上演了一批改编、创作的新剧

目。据苏州市戏曲艺术研究室所作的统计,江

苏省苏昆剧团自建团开始到 80年代初期,上

演的苏剧剧目总数约为 140个,大致可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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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几种类型。( 1)搬演自昆剧; ( 2)移植改编

其他兄弟剧种; ( 3)创作。正是通过这些剧目

的演出,苏剧在一定范围内赢得了观众,年青

的演员并得以成长, 如张继青、柳继雁等一批

继"字辈演员在 50年代末已开始崭露头角。

这是苏剧在剧坛上千锤百炼、以期冶炼出自

身个性特点、厚积自己的剧目传统的一个千

载难逢的机会。然而,我们在回顾新时期以前

的这一段苏剧创作历史的时候,不能不带着

深深的遗憾。这显然是一种战略决策的失误:

剧种在求得立足与发展的同时,始终不能高

瞻远瞩地冶铸精品, 自觉地营建起苏剧的剧

目传统,从而不免坐失良机,以致最终仍无法

抵御苏剧与生俱来的那些先天不足所造成的

潜在危机的迸发。

苏剧曾经搬演过越剧、沪剧、豫剧、京剧、

锡剧、歌剧、话剧等剧种在五、六十年代的成

名戏,然而搬演过程中显然未能消化,没有下

苦功把它们细微地永久 嫁接"到苏剧的本枝

上来,如在搬演话剧 霓虹灯下的哨兵 时,在

原剧本结构未作更动的基础上,只加了若干

段苏剧唱篇就推上了舞台。搬移"痕迹过重,

就很难在苏剧的艺术库中有所保留。移植搬

演以外,苏剧自己创作改编的剧目比例不是

很大, 约占 15% 左右。但也涌现了如 钗头

凤 、快嘴李翠莲 等一批基础尚好,加工潜

力较大,也有一定影响的作品。但这些作品有

的演过就扔了, 有的虽经反复加工,却仍然滞

留在一个台阶上, 无力冲出苏州、江苏, 乃至

推向全国。

30年上演 140个剧目, 凝结了广大苏剧

工作者的心血和汗水,这并不是一个小数字,

其中不乏现代戏,有一部分剧目也创造了一

定的票房价值。这当然是苏剧的一笔财富。然

而苏剧在历次重大会演中却只拿得出一个

醉归 。醉归 在音乐方面确实达到了一定

的高度,但它的文学结构成就,尚没有超越昆

剧的 受吐 。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正因为未

能从积淀剧种传统的高度去把握和引导剧种

运行的轨迹,缺乏营建剧目传统的意识,故苏

剧在半个世纪中,未能培养出一个名传海内

的明星或角儿,也未能培养出一支自己的票

友队伍。这是一个十分痛苦的事实:苏剧工作

者辛苦经营了几十年, 到头来仍然是家底单

薄的贫困者。还应该特别一提的是,苏剧不久

前的自我 休克"进一步恶化了积淀艺术传统

的外部环境。1984年以后的六、七年中, 苏剧

的全部戏剧活动几乎就是参加了几次会演,

票房收入几乎是零。究其原因,一是创作力量

的流失。80年代初期,苏剧尚有一支可观的

创作队伍, 编导人员最多时达 9人。80年代

中期以后, 亡故、离退、转业、跳槽,至今专业

的创作人员几乎荡然无存;二是 醉归 的屡

次获奖,某种程度上掩盖了苏剧创作的危机;

三是因为昆、苏合班,政府对昆剧的政策倾斜

(例如全额补贴) ,苏剧固然同时得益,而地位

却相对冷落。也许还有更重要的第四种原因,

这就是对苏剧本身的传统认识不足,简单地

认为苏剧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只要有适宜的

环境(例如上级有切实的改革方案出台)便可

以很快卷土重来,再成气候。故对 休克"听之

任之,不急不躁,几乎没有采取有效的遏制举

措。

如果说,对剧目传统(即剧种传统)营建

工程的忽视阻碍了剧种整体质量的提高, 那

么,长期 休克"所引起的内、外伤,也许用几

倍的时间也难以治愈。苏剧的 外伤"表现为

剧种赖以生存、活动的 老根据地"几乎丧失

殆尽。过去每年都能看到苏剧演出的地方,观

众对苏剧的情感经过长时间的冲刷,极度淡

薄了!老的 曲迷"们经过一年又一年的失望

的企盼后,最终会将兴趣转向其他戏曲剧种,

而新生的青年一代则早不知苏剧为何物了

(包括许多苏州城镇的青年)。由于苏剧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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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家"的保留剧目, 剧目传统过于单薄,几乎

还谈不上任何的 明星效应"。苏剧与评弹以

及其它兄弟剧种的竞争本来就很激烈, 而且

处于相对弱势, 经过长期 休克"后,要想光复

沦陷"的根据地,重新培养出一批 苏剧迷"

来,从而抚平外伤, 又谈何容易?其 内伤"是

无形的,首先是对自信心的冲击。苏剧对于各

种题材形式有较强的适应性, 无论古装的,还

是时装的,农村的还是城市的,现实的还是怪

诞的,也不论悲剧还是喜剧。这种潜在的优

势,由于创作的停顿而被埋没了,苏剧的新一

代艺人由于缺乏实践, 难以看到本剧种的这

种潜力优势。相反,长年 休克"很容易把苏剧

工作者逼入一个狭窄的思想天地,误认为苏

剧是新时代的必然落伍者, 从而滋生出对本

剧种的蔑视心理。尤其在昆、苏合班的情况

下,传统深厚的昆剧显然更具诱惑力。加上昆

剧的全国性活动较多, 厚昆薄苏的阴影将对

苏剧的发展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当然,由于

苏昆剧团身处它的发祥地苏州,未必会很快

走上浙江、南京苏剧的历史老路,但如果在严

重 休克"之后不作及时的、有效的补偿,其后

果依旧是难以设想的。

(三)苏剧跻身现代化文化行列的方略

苏剧的艺术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吻合, 以

及它能否以体现时代精神为己任,不仅决定

了剧种的青春回归, 也是它跻身于苏州现代

化文化行列的唯一的标志。

苏剧能否跻身现代化的文化行列, 首先

取决于苏剧艺术传统积累的成败。把剧种现

代化和艺术传统积累对立起来的任何想法和

做法都将进一步危害苏剧艺术事业。采取切

实有效的措施积淀苏剧艺术传统,是针对苏

剧艺术的先天不足与后天失误的一种极其必

要的补偿, 而传统积淀的唯一途径就是积累

传统剧目。什么叫传统剧目?传统剧目是经过

时代的锤炼筛选并为不同的时代所共同拥有

的剧目精品。它是艺术继承的结晶体,却包含

着一种能够经受新的时代的冲刷、并从中不

断刷新、发展自己的更替特质;它是艺术发展

的产物,却又绝不盲目脱离原有的剧目母体。

传统剧目总是在留传和流传过程中顽强地表

现了继承与发展的高度融洽性。传统的积淀

过程,决不是一、两个优秀剧目的简单累积,

但也决不能不从扶植一、两个优秀剧目做起。

苏剧工作者的注意力应该集中在剧目精品的

营建上。传统的积淀是一个日积月累,必须由

几代人共同努力去完成的持久过程。正因为

这样,我们才没有理由不重视眼前的每一个

机会。全力以赴抓出一、两个苏剧剧目在全国

打响固然很好,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只

有持久地、不懈地、经常地使苏剧艺术传统有

所积淀,它才有希望。这一战略举措是为苏剧

的历史状态 艺术上的先天不足和后天失

误所决定的, 它维系着这个 天下第一团"的

脆弱的生命线。

有目的、有步骤的积累一批可以传世的

古装精品(即传统保留剧目) , 对苏剧的现状

来说,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戏曲现代戏领域

是苏剧发展的广阔天地, 苏剧的繁荣和发展,

必须立足于现代戏的演出和现代戏保留剧目

的积累上。但是,千万不要以为熟悉了几套古

装戏的程式,就能演好戏曲现代戏了。只有具

有了深厚的古装戏的基础才能在戏曲现代戏

的领海中自由游泳, 不然极容易被话剧加唱

所俘虏。我们知道, 古装戏、清装戏和时装戏

(现代戏) , 标志着中国戏曲的三个重要的发

展阶段。而戏曲优秀的艺术传统之源在于古

装戏。戏曲清装戏和戏曲现代戏直接继承了

古装戏的艺术传统,它们属于同一体系,是一

脉相承的。诚然,苏剧对于古装戏、清装戏、现

代戏均具有较强的适应性, 但营建古装戏保

留剧目却是苏剧同样必须予以足够的考虑和

重视的。这同样针对着苏剧的先天不足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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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失误 苏剧的历史状态和苏剧的现状决

定了苏剧必须切实地补完这一课。否则,苏剧

的现代戏就很难得到恒久而强大的后劲。在

苏剧半个世纪的历史中, 也曾演出过 70余个

现代戏,然而几乎没有一个可以传世的(或有

较大影响的) , 这正是失力于传统积淀的单

薄。苏剧的表演艺术要达到一定的层次,如果

有捷径的话,那就是扎扎实实地补完这一课,

这不仅是剧种传统积淀的需要,更是培育后

代,弥补教学剧目的极端匮乏的需要。

落实并适当增加苏剧的演出指标是苏剧

艺术传统积累成败的关键。如果仍然以麻木

的思维,听任它保持着演出的低记录, 那么,

苏剧也许将失去跟上文化现代化步伐的最后

机会。苏剧的觉醒就是演出的觉醒。因为唯有

这样, 才能提供机会,去移植、改编或创作新

的剧目, 才有艺术传统的积淀机会。为此目

的,苏剧不应该拒绝小剧场演出,廉价售票演

出,甚至赠票演出。主管部门对苏剧的扶持,

观念也应该有所更新: 既要舍得化几万几十

万支持某个剧目参加会演去夺大奖, 更要舍

得化几万、几十万去补贴作为苏州极富地方

特色、地方气息的 天下第一团"的日常演出。

自然,只有卓有成效的剧目创作(也包括

整理、改编、移植) ,才是苏剧维持正常演出的

唯一动力。创作的质量不单单取决于创作丰

厚的生活底蕴和较高的写作技巧,剧作家还

必须静下心来,通过理性的透析,从根本上去

认识苏剧的剧种特性,尤其是它的声腔特性。

显然,并非所有的社会生活内容都可以成为

苏剧的题材, 恰恰相反,苏剧对于生活(无论

古代或现代的生活)题材的适应性不是无限

的。苏剧半个多世纪中,所积累的传统剧目与

它的历史的长度不成比例,原因固然很多,一

个最重要的因素是题材选择有着一定的盲目

性。我们说的 精品意识"当从题材的选择开

始,只有选材恰当, 才有可能使剧种所固有的

优势(尤其是苏剧音乐的优势)得到充分的发

挥。这就要求剧作者不仅要提高写作素养,还

要化些时间去熟悉苏剧的演出史,通过对比

各时期的演出剧目的票房形势, 去认识苏剧

的艺术品格,寻找它对题材的最佳适应范围。

苏剧的创作要力求在一开始就站在 积淀艺

术传统" 造就保留剧目"的高度, 去创造精

品,去丰富、充实自己的优秀剧目库房。苏剧

特殊的历史和特殊的现状决定了当前苏剧的

创作必须以题材的精选作为突破口,在传统

戏、现代戏和新编历史戏同时并举的口号下,

扎扎实实地、一个接一个地镂刻精品。总而言

之:苏剧的创作维系着当代苏剧的生命线,繁

荣苏剧的创作才能繁荣苏剧的演出,才谈得

上苏剧艺术传统的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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