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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版 《牡丹 亭》 的艺 术成就与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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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上海 200040) 

[摘 要]青春版 《牡丹亭》是一个让祖国古老艺术焕发青春的崭新演出版本，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探讨 

和研究。它的创意就在 “青春”两字。不仅演员的形象和表演体现了青春的活力、青春的美，服装、舞美等 

细节也无处不体现出浓浓的青春气息。主创人员尊重原著又不拘泥于原著，找到古典美与现代美交合的点，自 

觉将 《牡丹亭》的古典美与现代青年观众的审美情趣有机地融为一体，这是此剧能赢得当代青年观众青睐的 

重要原因。在表演上此剧尚需进一步精雕细刻 ，力求达到出出声情并茂。主要演员宜设 AB制，以利于演员之 

间相互的学习和艺术上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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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今中外的戏剧大家中，笔者最推崇三位杰出的剧 

作家，他们是莎士比亚、曹禺和汤显祖。莎士比亚被马克 

思誉为人类最伟大的戏剧天才，他是人类戏剧高峰的一个 

标志。曹禺被誉为中国当代的莎士比亚 ，汤显祖被赞为中 

国古代的莎士比亚。这样的比喻，丝毫没有贬低曹禺、汤 

显祖的意思。因为莎士比亚是艺术高峰的一个象征，这样 

的比喻，实际上是说莎士比亚、曹禺、汤显祖都是不同时 

期的艺术高峰，他们的作品同样都是人类艺术史上创造的 

瑰宝。 

1996年4月笔者应国际莎士 比亚协会之邀 ，赴美国 

洛杉矶参加第 6届世界莎士比亚大会 ，深感莎士 比亚剧作 

生命力之久远。同时 ，也联想到我们在学习莎翁的同时， 

也应学习、弘扬 “东方的莎士比亚”汤显祖。同年七月， 

笔者专程赴抚州瞻仰了汤显祖故居 ，并赴广昌聆听汤显祖 

当年演唱 《牡丹亭》的海盐腔，对汤显祖剧作这一人类 

文化瑰宝备觉热爱。2005年 6月 ，笔者观摩了以白先勇 

先生为总策划，两岸三地共同打造的青春版 《牡丹亭》， 

欣喜异常。这是一个让祖国古老艺术焕发青春的崭新版 

本，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探讨和研究。本文就这一版本的 

艺术成就，以及 如何再进一步精益求精 ，作一初步的论 

述。 

让青春靓丽的青年演员演出 《牡丹亭》，充分发挥 

<牡丹亭》的 “极至之美”，让全人类观众接受这一艺术 

瑰宝，这是青春版 《牡丹亭》的第一个艺术特色。 

《牡丹亭》原本是昆曲舞台上历演不衰的一个保留剧 

目，有各种不同版本。仅笔者就先后欣赏过梅兰芳、俞振 

飞的 <游园惊梦》，蔡正仁、梁谷音演的 《牡丹亭》、江 

苏昆剧院张继青演的 《牡丹亭》，还有陈士争导演的55 

出老中青结合演 出的六本 《牡丹亭》等等。然而，青春 

版 《牡丹亭》 与以前种种版本有一个明显的不同：演员 

不论主角、配角、龙套 ，全部由年青演员担纲。这源于白 

先勇先生独具～格的创意。 

白先勇先生和苏州昆剧院领导，他们认识到昆曲艺术 

的当务之急是要借名作、名家来推出新人，并以青年演员 

特有的青春靓丽来吸引年轻观众。他们认识到，昆曲演员 

的老化是昆曲与年轻观众产生距离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 

克服重重困难 ，对青年演员人选进行了严格的挑选和严格 

的强化培训。两名主角扮演杜丽娘的沈丰英 、扮演柳梦梅 

的余玖林都选对了，不仅扮相好，嗓音好，而且善于眉目 

传情。到台上一站，还未开口，就把台下观众给震住了。 

其他如沈国芳扮演的春香，陶红珍扮演的石道姑 ，沈志明 

扮演的陈最良，屈斌斌扮演的杜宝、陈玲玲扮演的杜母、 

唐荣扮演的判官等配角也都很出色，是 “小兰花班”中 

挑选出来的优秀演员。为了让 《牡丹亭》的青年演员找 

到感觉 ，增加艺术修养 ，剧团为年轻演员请来著名昆曲艺 

术家进行集训。由大陆昆曲 “巾生魁首”汪世瑜任导演， 

“旦角祭酒”张继青任艺术总监。两人在苏州住了一年 。 

手把手进行严格教授，直到一个身段摆定，一个水袖甩出 

都分毫不差，才能过关。 

由于 《牡丹亭》这个戏本身就是歌颂青春、歌颂生 

命的，青春版 《牡丹亭》的创意就在 “青春”两个字。 

不仅演员的形象和表演体现了青春的活力、青春的美，服 

装、舞美、道具等细节也无处不体现浓浓的青春气息。例 

如服装设计突出 “青春美”，设计师王童理解了 “青春 

版”的实质意义。他基本上保持了服装的古老样式 ，如 

水袖的款式不动，但在色调选择上有所创新 ：在所有服装 

色彩中都加入柔柔的灰。这样，既刷淡 了传统戏服的浓 

艳，整体上又干净、清新。200多套服装用的是苏州刺 

绣，粉嫩粉嫩 ，洋溢着青春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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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现场可见，舞台上一个千娇百媚，一个玉树临 

风。一群 20多岁，充满了青春朝气的演员延续了400余 

年来剧中人的青春的生命。沈丰英扮演 的杜丽娘文秀典 

雅，眉梢眼角流露出一种反叛的气质；俞玖林扮演的柳梦 

梅既有儒生的傲骨，又有情痴的深情。在 《惊梦》、《幽 

媾》、《冥誓》、《如仇》等几折戏中，两位主人公身段繁 

复、情致细腻的载歌载舞，将梦中情、人鬼情、人间情， 

以最美的形式呈现给了观众。 《惊梦》 中的双人舞，柳、 

杜两人的水袖 “绞出”了一对恋人的缠绵 ；而在 《如杭》 

中，扇子舞则 “扇出”了新婚夫妇的如胶似漆 ，恰 如其 

分地诠释了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的艺术神韵。 

青春版 《牡丹亭》的布景素净简洁，台上没有搭建 
一 楔半壁。天幕是极淡的抽象水墨画，营造出自然悠远的 

视觉效果。整部演出飘逸、空灵、温婉、雅静 ，透出青春 

的妖治 ，体现了汤显祖原作的神韵。 

由年轻演员组成的剧组，他们青春俊朗的扮相、飘逸 

的身段、华美的服饰，配以婉转清丽的词曲，倾倒了成千 

上万的观众。一位澳门的女公务员陆小姐说，“澳门观众 

习惯了听粤剧 ，今天第一次听昆剧没想到会这么美。虽然 

唱词不太听得懂 ，但服装和舞美造型都非常好看，演员也 

年轻俏丽。”诚如樊曼侬女士在 《向昆曲致敬——生生世 

世情意绵绵》一文所指出的：“白先勇领军筹划一年多的 

青春版 <牡丹亭》，即为这出四百多年的老戏注入新的气 

息 ，青春的演员，诠释青春的故事，在这样四月里，更显 

得春意盎然 ，情真意切。” 

年轻的演员的培养不仅打造了一台崭新的 《牡丹亭》 

演出版本 ，获得了艺术上的巨大成功，而且为昆剧团今后 

几十年发展培养了一支有影响的、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艺术 

队伍。昆曲艺术是一门综合艺术、集体艺术 ，昆曲表演艺 

术是昆曲演员扮演角色通过舞台行动过程创造人物形象的 

艺术 ，中心是表演艺术，最终是由昆曲演员在舞台上的表 

演完成的。通过名剧排演、名人的培养，造就一支年轻的 

表演队伍 ，这是继承、抢救昆曲艺术的关键、百年大计。 

艺术实践业 已证明，这一特色既符合文化市场 的艺术需 

求 ，也为昆曲艺术的抢救保护 、扶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立足于争取青年观众，将 《牡丹亭》的古典美与现 

代青年观众的审美情趣融为一体，是青春 版 《牡丹亭》 

的又一艺术特色。 

剧本的生命在于演出，剧场的生命在于观众。一切戏 

剧作品都是为了给观众看的，它是戏剧存在的必要条件， 

也是本质所在。 “没有观众，就没有戏剧。”在人类戏剧 

发展史上，关于戏剧构成诸多学说中，有 “四要素” (剧 

本、演员、观众、剧场)说， “三要素” (剧本、演员、 

观众)说， “两要素” (演员、观众)说 ，不论哪一说， 

观众都是基本要素之一。 

昆曲艺术在求生存 、求发展时需要具有明确的观众意 

识，需要时刻想着戏剧审美的接受对象，尊重、引导观众 

的审美心理，将民族独特的审美心理与青年观众求新求异 

求美的心理有机结合起来。我国杰出的戏剧家曹禺，他在 

从事戏剧艺术实践时，始终将观众放在心坎上，具有明确 

的观众意识。从 1936年到 1986年，在长达半个世纪中， 

戏剧大师曹禺多次论述观众对戏剧 艺术发展的极端重要 

性，构成他戏剧观重要的组成部分。 

早在 1936年曹禺就指出：“我最推崇我的观众，我视 

他们如神仙、如佛、如先知，我献给他们以未来先知的神 

奇。” (曹禺 《<雷雨 >序》)1982年，在回顾 自己近半 

个世纪的创作历程时，曹禺语重心长地对青年剧作家们 

说：“要了解观众 ，这是我的一点体会，如果我们写的戏 

观众不理解，不欣赏 ，不来看你的戏，那不什么都完 了 

吗。”(曹禺 《和剧作家们谈读书和写作》) 

青春版 《牡丹亭》的主创人员明确地认识到：青年 

是未来社会发展的主力，是民族繁荣与发展的希望。青年 

最少保守思想，分析能力较强，心理上具有求新求异求美 

的特点。歌颂青春歌颂爱情的 《牡丹亭》尤其适合青年 

观众。从昆曲事业发展而言，昆曲也只有走向青年，拥有 

新一代的青年观众，才能真正找到自己展的土壤。 

青春版 《牡丹亭》首先在剧本整编时就明确认识到： 

“最终 目的是为导演、演员提供一个可以在场上演出的本 

子。小组希望能够让戏好看，特别是能够吸引年轻的观 

众。” (华玮 《情的坚持——谈青春版 <牡丹亭 >的整 

编》，2005年 7月在苏州国际昆曲研讨会上的发言 )他们 

除了尽量吸收前人折子戏艺术的精华，注意场次之间的冷 

热调剂，同时关注舞台场面的美观变化。 

白先勇先生深信：“真正好的艺术是百无禁忌的。如 

果有人不能欣赏，那只能说明我们做得不够好 ，否则，他 

们一定可以理解的。” (白先勇 <青春版 <牡丹亭 >的启 

示》，载 <大剧院之友》2004年第 11期)事实也正是如 

此。 

2005年 6月3日一5日，青春版 <牡丹亭》在同济大 

学礼堂演出，这是大陆在大学演出第一轮的最后一次 ，笔 

者恭逢盛会。一进同济礼堂大吃一惊 ，三千多人的大礼堂 

座无虚席，还有不少大学生在台口前的空地上席地而坐。 

演出时大礼堂鸦雀无声、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演到出 

采处，台下报以会心的微笑。三千多青年观众济济一堂， 

如醉如痴、津津有味地欣赏上中下三本 《牡丹亭》，这可 

以说创造了中国 <牡丹亭》演出史上的一个奇迹! 

在随后召开的同济大学 《牡丹亭》学术座谈会上， 

同济的、复旦的大学生们纷纷赞扬 《牡丹亭》的演出成 

功，并由此唤起他们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作一些工作的 

责任心。同济中文系的一位学生说：“我和我的同学们从 

来没有接触过昆曲，看了 <牡丹亭》，我在想，我们年青 

人应该为民族优秀文化的复兴做一些什么?” 

与时俱进 ，不仅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也是艺术发展的 

规律。任何经典剧作的舞台体现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 

莎士比亚剧作四百年的演出史，就是一部流动的演出史， 

不同的莎剧舞台表演本，从来都象一面镜子一样，某一时 

代的艺术趣味 、社会时尚等方面的状况总是能够通过它反 

射出真切的映象来。青春版 <牡丹亭》创意立足于青春， 

面向青年，它便 自觉地将 <牡丹亭》的古典美与现代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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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观众的审美情趣有机融为一体。主创人员尊重原著又不 

拘泥于原著 ，找到古典美与现代美交合的点，这是青春版 

《牡丹亭》能够赢得当代青年观众青睐的重要原因。白先 

勇先生明确地认识到 ： “昆曲的美学是抽象的，写意的， 

抒情的，要把这样一个四百多年前的老剧种搬到大剧院现 

代舞台上，意味着在利用现代剧场优势的同时又不能干扰 

演员的表演。要不露痕迹地把现代因素融入古典戏曲，既 

尊重古典 ，但不完全因循古典 ，要利用现代却绝不滥用现 

代。”(同上) 

在剧本压缩上，青春版 《牡丹亭》邀请著名学者反 

复论证 ，对汤显祖原作 55出一出一出进行讨论 、推敲， 

然后再决定取舍。文本的整编沿着 “梦中情”、 “人鬼 

情”、 “人间情”三个层次 ，由情真、情深层层推进到 

“情至”的境界，全面、完整地体现汤显祖原著 “情至” 

的精神。文本的整编基本遵循 “只删不加”的原则，但 

又不是不作任何符合现代观众审美要求的小的变动。但前 

提必须是先吃透原著精神，读懂原著。 

比如 <闺熟>一场就是这样。 “春香闹学”的最后， 

陈最 良下场 了，杜丽娘问春香花园里怎么样，春香说： 

“景致么，有亭 台六七座，秋千一两架。尧的流觞曲水， 

面着太湖山石。名花异草，委实华丽。”杜丽娘 回答说： 

“原来有这等一个所在，且回衙去。”这样念出来，大家 

觉得上下旬不接 ，很难懂。所以从冯梦龙、臧晋叔就开始 

改了：“原来有这等一个所在，过两天我和你去看。”这 

样好懂了，但是又不大像杜丽娘千金小姐的口吻了。这次 

青春版 《牡丹亭>改得很好，改成由春香说：“我们过两 

天去玩。”杜丽娘好像听见了，又像没有听见，不理她 ， 

说 ：“且 自回衙。”杜丽娘肯定是听见了，但她不回答 ， 

她装傻。正如戏曲史专家陈多教授所指出的：“我觉得白 

先勇就吃透了汤显祖的意思。我们有些地方演 《游园惊 

梦>，我看是没懂其中的台词。”(陈多 《昆曲人才培养研 

讨会纪要>，载 《魂牵昆曲五十年》第 261页，中国戏剧 

出版社 2004年9月版) 

又如舞蹈的设计 ，这次也有新的创造。白先勇先生专 

门邀请了云门舞资深编舞吴素君女士担任舞蹈造型设计。 

她总共为 <牡丹亭》编排了三段花神舞蹈。由于她非常 

懂得昆曲，就能非常 自然地把现代的舞蹈语汇和场面调度 

穿插在剧中。剧中 《惊梦>一场，杜丽娘游春感伤，致 

使柳梦梅入梦，原作是一位花神前来保护她 ，让她云雨十 

分欢幸。青春版演出改为一队花神飘飘而来，引领杜丽娘 

飘然离去，花神们婀娜多姿，手中的花束和素雅的裙裾充 

分展现了昆曲典雅细致的美。 

青春版 《牡丹亭》在设计舞台背景时，还将现代书 

法家的优美书法运用了进去。我国的书法与古老的昆曲实 

质是一个完整体系里的文化符号，它们原本彼此相通。舞 

台景片上书写的内容是唐代散文大家柳宗元的散文。因为 

剧中男主人公柳梦梅传说是柳宗元的后代。舞台上的几幅 

柳体都出自台湾书法家董阳孜之手。剧中杜丽娘的写真则 

是由白先勇的好友奚松描绘，他在台湾以画观音出名 ，因 

此他画的这幅粉彩美人图既象观音又象嫦娥。 

此外，舞台上的一桌一椅，一本书，一把扇子，甚至 

节 目单的印刷，都根据现代的条件，极力做到最美。灯光 

也不是传统的单调的戏剧大白光，而根据现代灯光的作 

用，远远超出了照明的范围，不仅可以作为描绘天气和景 

物的手段 ，而且可以烘托人物的心理，创造舞台气氛和情 

调。通过光量、光质处理不仅可以使观众看得清 台上人 

物、环境，而且可以将观众视觉集中于场面的主要部分， 

准确地实现导演的意图，让观众充分感受到视觉的美感 ， 

唤起年青观众心中潜伏的诗意。 

曹禺先生曾经指出：“编剧应该感受什么写什么。编 

剧就是千丝万缕地编，千丝万缕地织 ，只有这样才能搞出 

好东西。好的作品总是精细的，比如盖房子，粗制滥造就 

会坍下来。一定要先将骨架搭好 ，然后再加上混凝土、石 

灰，加以调色，这样造出来 的房子才结实，才不会坍下 

来 。” 

青春版 《牡丹亭>就是这样一个精细的作品。它既 

尊重原著，同时又 以现代 的审美观念、审美条件，对 

《牡丹亭>进行新的艺术探索、艺术处理，将古典美与现 

代美水乳交融地结合起来，这样的艺术精品怎么不会引起 

当代求新求美的青年由衷的喜爱呢! 

青春版 <牡丹亭> 问世之后，无论在香港、澳 门、 

台湾，还是在大陆北京、上海、南京、苏州、天津等地的 

演出均大获成功，尤其获得广大青年观众的欢迎，充分证 

明这是一次创造性的改编，完全可以象曹禺改编的话剧 

《家》一样成为经典之作，不但能活跃在国内的舞台，而 

且可以走出国门，展演在世界的舞台上。 

然而，艺无止境。为了使青春版 《牡丹亭>更加完 

美、精益求精，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供青春版 《牡 

丹亭>剧组参考： 

(一)在表演上进一点精雕细刻。力求达到出出声情 

并茂 

汤显祖的 《牡丹亭>是他的呕心沥血之作，不仅是 

他一生创作的代表作 ，标志着明代传奇创作的最高成就 ， 

而且在整个中国戏曲发展史上也处于崇高的地位。汤显祖 

在反映现实、抒写情性上，强调 “自然而然” (《答凌初 

成书>)。字里行间满含深情。2005年7月在苏州昆曲国 

际研讨会上，苏州大学周秦教授演唱的 《牡丹亭>第一 

出标目，一曲 “蝾恋花”唱得不少学者潸然泪下，充分 

体现了 《牡丹亭》曲文声情并茂的特色。 

青春版 《牡丹亭》 的青年演员们在名师的点拨下 ， 

经过艰苦的努力，如前所说在演唱上已取得了出色的成 

绩。然而由于生活阅历的局限、艺术修养需要不断的提 

高，在有些场次上也还有待通过今后的艺术实践锤炼得更 

加纯熟一些、丰富一些。例如第十四出 “写真”一出， 

写杜丽娘临终之前的心态，感情变化就相当丰富。至少有 

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患相思病之后的悲痛、伤感。春 

香告诉她 ：“你 白花园游后 ，寝食悠悠，敢为春伤，顿成 

消瘦?”丽娘一照镜子，十分吃惊 ，悲伤地说：“哎呀，俺 

往 日艳治轻盈，奈何一瘦至此!”然后想到 自己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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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产生写真的念头，保存 自己的美貌。然而春色易描， 

伤心难画，又不禁悲从 中来，潸然泪下。第二个层次是 

喜。丽娘看到自己画得不错 ，画中人很可爱，春香同她开 

玩笑 “只少个姐夫在身旁。”丽娘本想画一个男子，又怕 

“漏泄风情稿”，改为曲折的方法：题诗一首。寄托她希 

望与梦中情人终成眷属的愿望。第三个层次 ，画完画、题 

完诗，冷静下来一想 “心喜转心焦”，喜 的是明妆俨雅 ， 

怕的是 “把俺年深色浅，当了个金屋藏娇”，虚劳一场。 

顿时愁涌心上，又掉下泪来。 

从以上分析 中可以知道 《写真》一场 ，基调是悲 ， 

但中间感情又有曲折 ，写尽了丽娘 自爱 自尊自怜的复杂心 

态，有点类似曹禺 《日出》中陈白露自杀前照镜子的心 

情。现在看来 ，演员的表演尚未能细致入微地把握好人物 

的这种变异复杂的情感世界。 

(二)主要演员宜设 AB角 

如上所述，《牡丹亭》的剧本每一折都是精心构思 、 

精心描写的，它要求演员付出极大的感情体验，从头到尾 

演下来，演员是十分劳累的，因此设 AB角便十分需要。 

抗战后期，神鹰剧团在成都演出莎剧 《罗密欧与朱 

丽叶》，由著名导演艺术家张骏祥执导。白杨、陶金、章 

罗萍主演，由于原计划演出场次不多，主要演员未设 AB 

角。一天戏票已售出，当晚还有一个美国戏剧专家慕名前 

来观看。不料，lI缶演出当天，扮演朱丽叶奶妈的著名演员 

章曼萍突然生病。一时让导演焦急万分，幸亏一位搞效果 

的后台工作人员李天济，他每天认真看戏，自告奋勇顶替 

章曼萍扮演奶妈，这才使演出得以顺利、圆满进行。 

这一事例说明，AB制有它演出上的必要，同时设 AB 

制也有利于演员之间相互的学习和艺术上的竞争。 

这里还涉及演员的选拔问题。笔者认为扮演主要演员 

的最佳人选当然是扮相好、演技也好为最佳。但是，在扮 

演、演技双好的人选缺乏的情况下，演技好、扮相略差的 

演员也可以考虑。因为高明的化妆师完全可以将扮相略差 

的演员化妆得一登台判若两人的艺术境界，充分展示出舞 

台造型师的艺术魔力。这样选拔的天地就可宽广一些， 

AB制的实行便可以有了客观的保证。 

(三)根据不同需要，青春版 《牡丹亭》本身也可以 

设几个版本 

青春版 《牡丹亭》在国内，尤其是在国外演出时， 

遇到的舞台条件、气候条件、观众审美习惯会千差万别。 

因此，建议剧组预先安排好多种 (一本、两本、三本) 

版本的演出，每种版 本一次演出的时 间控制在三 小时 

(包括幕间休息)之内，这样 比较符合 当代观众、尤其是 

当代青年观众的审美欣赏习惯。 

不同的版本，在事先请编剧小组的先生们撰写好，便 

可根据不同国家、不同地方、不同观众的审美要求进行抉 

择，便不会发生lI缶时改本子的状况。2005年 7月，在苏 

州国际昆曲研讨会期间上演的单本青春版 《牡丹亭》，演 

出时间达三个半小时，便让人觉得长了一些。 

青春版 《牡丹亭》本身演出版本的多样化必将更有 

利于此剧的普及 ，让更多的国内外观众一睹汤显祖这一精 

品的艺术风采。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文化，这是 

民族文化的根，也是团结、凝聚中华民族共同构建和谐社 

会的强大精神动力。近两年来，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明 

显加大。2OO4年3月下旬 ，我国领导人的批示，也强调指 

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是一件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事。 

汤显祖的 《牡丹亭》是前人留给我们 的宝贵文化资 

源，青春版 《牡丹亭》 的崭新创意，为弘扬、继承这一 

文化瑰宝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衷心祝愿这一版本在今后的 

岁月里为弘扬美的艺术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上接第 lO页) 

前者虽然首先提到 “纸墨笔砚”四样，接下来却又只涉 

及到其中的 “纸笔”两样，作者的想象力有 限；后者则 

将文房四宝一一写到，不仅想象丰富，而且更具有趣味 

性 ，这就颇有些点铁成金的意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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