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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诗歌、戏剧结缘

贺玉民出生于一个普通工人家
庭，从小喜欢读书，可惜他的求学
年代正好赶上“十年动乱”。值得
庆幸的是，读中学时他遇上很有学
问的语文老师蔡国黄。“蔡老师鼓
励我多读书，也指导我写作。蔡老
师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贺玉民
说。

1976年底，19岁的贺玉民招工
进入宁波港务局。在码头当了一年
装卸工后，他成了一名船员。船员
一出海，往往就是十天半月。为了
排遣海上单调、乏味的日子，贺玉
民上船时不忘带上几本从单位图书
馆借来的书。当同事们在船上打
牌、下棋打发时光时，他就靠在床
头读书。

不出海的日子里，他常常跑到
市工人文化宫参加文学小组活动。

“那时候流行写诗歌，我也写了不
少。”遗憾的是，他投向各家刊物
的稿件均石沉大海。

1980 年，经过一位文友“点
拨”，他从自己创作的上百篇诗稿
中精选出29首自己最满意的，装进
一个大信封，投寄给 《宁波文艺》
编辑部。不久，他的一组反映航海
生活的诗歌在当年第五期 《宁波文
艺》 上发表了。处女作问世，贺玉
民格外激动。“这组诗歌的创作灵
感来自我当船员的经历。”

那一年，贺玉民在市工人文化
宫听讲座时，遇到了当时省内戏剧
界的“大咖”——著名编剧胡小
孩。胡小孩在讲座中介绍了自己的
创作历程，还深入浅出地阐述了一
些戏剧理论。这次讲座引发了贺玉
民对戏剧的浓厚兴趣。从此，他的
创作重心从诗歌转向了戏剧。

第一部大型话剧不幸
“夭折”

1981年，贺玉民被单位推荐到
交通部举办的全国职工文化补习学
校师资培训班学习。经过一年脱产
培训后，贺玉民成为宁波航运公司
职工文化补习班的一名语文老师。
当教师这十年，工作特别忙碌，又
遇到结婚、生子等人生大事，除了
偶尔写几首诗歌，贺玉民的文学创
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再次触动贺玉民创作的，是发
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次海上事
故。那年秋天，他们单位的一艘货
轮在福建沿海遇上台风。避风过程
中货轮触礁，慢慢下沉，船长果断
下令24名船员弃船逃生。等大家游
渡到不远处的一个礁岛，清点人数
时，发现船上的大管轮失踪了！船
长顿时急得哭了。

“当时大家都以为他遇难了，
没想到在海上漂浮一天一夜后，大
管轮被一艘渔船上的渔民发现并救
起。”

这次事件对贺玉民触动很大：
“我也是一名船员，亲身体验过海
上的种种险情。我决定写一部反映
船员生活及情感的话剧。”

1992年，贺玉民创作完成人生
中的第一部大型话剧——《大海情
愫》。市工人文化宫一位老师看过
剧本，觉得挺不错，热心地推荐给
了省话剧团。没多久，贺玉民接到
省话剧团的电话，叫他去杭州商量
剧本修改事宜。“他们说准备集中
剧团的骨干演员来创排这部戏。我
心里真是乐开了花！”

贺玉民记不清那段时间跑了多
少趟杭州，剧本一改再改。就在他
以为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时，省话
剧团对他的态度急转而下，接着再
也不跟他联系了。几个月后，他从
杭州的报纸上意外得知，这部取名
为 《海魂》 的话剧已经演了 13 场。

“当我看到编剧的署名并不是我
时，心一下子凉了！”

第一部耗费他无数心血的大型
话剧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夭折”，
对贺玉民的打击可想而知。

徘徊在成功与失败的边缘

1994年，贺玉民振作精神，又
以船员生活为素材创作了一部话剧

《蓝蓝的天，蓝蓝的海》。没想到这
部剧作当年获得了全省“改革之
光”剧本征文大赛铜奖。虽然只是
铜奖，但对于一名业余编剧来说，
也是弥足珍贵的荣誉。因为这个奖
项，贺玉民1995年获得了赴中央戏
剧学院作家班进修的机会。

四个多月脱产学习，国内戏剧
界权威、专家讲课，让贺玉民大开
眼界，受益匪浅。

学习回来后，他萌发了创作一
部以全国劳模叶中央坚守灯塔的事
迹为素材的大型话剧。他的想法，
得到了时任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吕

建华的热情鼓励：这个题材非常值
得写，只要用心写，肯定是一部感
动人、鼓舞人的好戏。

为了获得第一手素材，贺玉民
前去舟山白节岛实地采访叶中央，
与他同吃同住了整整 13 天。其间遭
遇了恶劣的台风天气。“由于台风，
岛上蔬菜、粮食供应中断。那时候岛
上还没有冰箱，我们面临着食物断
绝的危险，最后硬是靠喝酱油汤熬
到台风过境。”这段经历让贺玉民深
切感受到叶中央及其家人为坚守灯
塔所付出的代价！

生活体验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
鸣，贺玉民在创作剧本时，把喷涌
而出的情感倾注在字里行间。剧本
完成后获得圈内人士的好评。然而
令人遗憾的是，这部取名为《夜太
阳》的剧本最终还是没能搬上舞台。

走过迷茫与失落，迎
来创作丰收期

时间进入21世纪，人生中的又

一个打击悄悄向贺玉民逼近。2001
年，因所在工作单位海运集团公司
精简人员，他下岗了。

那段时间，贺玉民心里充满了
失落和迷茫。然而生活还得继续。
写文案、当后勤、做企划、写宣传
片……那几年，为了生计他四处奔
波，与喜爱的戏剧渐行渐远。

直到2008年，贺玉民应邀为杭
州湾大桥建设部门撰写宣传片 《百
年大桥》 解说词时，心中又涌起创
作一部大型话剧的念头。后来，贺
玉民把它改编成电影剧本 《完美大
桥》。这部作品在全国优秀剧本征
文大赛中获得提名奖，贺玉民的创
作热情再一次被唤醒。此后他又创
作了一系列作品，比如根据身患白
血病但自强不息的“面人姑娘”小
丽的故事创作的音乐剧 《爱心面
人》，以自闭症儿童为题材的 《天

上的星星会说话》等。
2015年，贺玉民完成了他酝酿

十年之久的大型话剧《和丰纱厂》。
贺玉民说，写 《和丰纱厂》 是

他多年以来的一个情结。
贺玉民的母亲、姐姐都曾是和

丰纱厂工人，小时候常随她们去工
厂大院玩，那里的一砖一瓦对贺玉
民来说既熟悉又亲切。当看到曾
被称为宁波“三支半烟囱”之一
的和丰纱厂因拆迁轰然倒塌，他
不胜唏嘘。“不知道这部戏写出来
之后会是怎样的命运，我就是觉
得作为一个宁波人，作为当年和
丰纱厂的职工家属，有义务和责
任去写好这部戏。”

剧本以民族资本家、原宁波和
丰纱厂总经理俞佐宸为原型，塑造

了一位坚韧有为、开明进步的本土
“宁波帮”人士的艺术形象。

戏写好了，因为筹不到资金，剧
本一直搁在案头。直到 2017 年 10
月，在鄞州区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大
型原创话剧《和丰纱厂》终于在宁波
文化广场大剧院成功上演。

《和丰纱厂》 的上演，了却了
贺玉民多年的心愿，同时开启了他
的创作高峰期。

2017年年底，贺玉民再度拾起
叶中央的题材。他把20多年前写的

《夜太阳》 推倒重来，剧本描绘了
叶中央一家五代人坚守灯塔的传奇
故事。

2018年，大型话剧《灯塔》在姜
山狮山剧院与观众见面。这部话剧
连演两场，获得观众好评，叶中央家
人观看此剧时更是泪流满面……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眼
下贺玉民正在和孙中山研究专家叶
立标一起创排一部大戏——《孙中
山在宁波》。该剧以 1916 年孙中山
来宁波的一段史实为素材。

“为了这部戏，一年多来我几
乎没睡过一个安稳觉。”这是贺玉
民第一次写伟人戏，“对于我这样
一个草根剧作家来说，这辈子能参
与这类宏大题材的剧本创作，机会
极其难得，挑战可想而知。我一定
要竭尽全力把这部戏搞好。”为
此，他跟叶立标及其他主创人员反
复商讨剧本，一连改了16稿。据他
透露，目前剧本已经定稿，导演、
主演也已经落实，争取年底前与观
众见面。

尽力讲好一个个宁波故事

没有依靠、没有资金、没有舞
台、没有演员，一部呕心沥血写好的
作品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搬上舞台
……作为一名工人出身的草根剧作
家，30 多年来贺玉民在戏剧创作这
条道路上经历了曲折坎坷，品尝的
辛酸、苦楚，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贺玉民
多年来的辛勤耕耘不仅得到了圈内
首肯，也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
2013 年，贺玉民重新整理自己 30
余年来的文学创作，结集出版了剧
作选集《浪花飞过》。

2017 年 10 月，在鄞州东郊街
道的支持下，“贺玉民戏剧创作工
作室”在宁丰社区挂牌。2018 年，
他的工作室与街道、社区共同策
划，成立了宁波首个社区话剧团
——宁丰话剧团，他担任剧团团
长。据贺玉民介绍，剧团现有20多
名团员，全部来自基层各行各业。
至今该剧团筹排 1 部大戏，创排小
品 4 个，参加演出 7 场次，获得了
很好的社会反响。贺玉民还透露，
剧团目前正在排演一部小剧场话剧

《雨下个不停》，8 月中旬可与观众
见面，这也将是剧团“试水”市场
迈出的第一步。

贺玉民在宁波这片土地上已经
生活了60多年，他的作品具有鲜明
的地域特色，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
息。在贺玉民看来，宁波有许多好
题材有待挖掘。这座城市从来不缺
故事，缺的只是讲故事的人。“比
如，对于孙中山在宁波的这段历
史，宁波普通市民知之甚少，甚
至有许多人根本不知道孙中山来
过宁波。这么珍贵的历史文化资
源不去挖掘，实在可惜！”

贺玉民告诉笔者，宁波还有许
多“沉睡”的题材让他心动，比如
历史上当过鄞县县令的王安石，

“左联五烈士”之一的宁波诗人殷
夫，北仑小港李家的故事，千年书
院 桃 源 书 院 的 故 事 ，“ 一 门 三
相”史家的故事……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草根编
剧，我要尽最大努力去挖掘这些宝
贵资源，讲好一个个精彩、厚重的宁
波故事。”贺玉民真诚地吐露心声。

一位业余编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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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广

“戏曲进校园”对于弘扬民
族精神、传承地方戏曲，激发
学生对传统戏曲艺术的兴趣，
提高他们的审美能力等等，具
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但目前，不少学生家长包括
部分老师，依然存在以下疑惑。

一、传统戏曲虽是文化瑰
宝，但毕竟是程式化的东西，
没有一定的艺术修养和文化知
识，看不懂。二、在生活方式
多元化的今天，青少年学生似
乎更喜欢直观性强、快节奏的
艺术作品，喜欢流行时尚元
素。在此语境下，有人担心强
行要求学生学地方戏曲，可能
会误导学生 （其他的戏曲如京
剧、昆剧等就更不会去涉猎
了）。三、现实情况是当下学生
学业负担重，还面临着巨大的
升学压力，这些和学业没有直
接关系的东西，最好少走入课
堂，以免影响学生学习。四、
从教材和师资上看，目前缺乏
较好的戏曲校本教材和专职戏
曲教师。

那么，到底该怎样看待
“戏曲进校园”呢?

笔者以为，首先要明确的
是，“戏曲进校园”不是培养戏
曲表演的从业者，而是提高学
生的艺术审美素养，激发学生
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增进学生
的文学修养。

戏曲艺术的审美价值，首
先体现在其脸谱艺术上。脸谱
是美与丑的矛盾统一，与角色
的性格关系密切，其图案是程
式化的。“净行”与“丑行”面
部 绘 画 比 较 复 杂 ， 特 别 是

“净”，都是重施油彩的，图案
复杂，因此称“花脸”。脸谱图
案和色彩具有特殊的符号意
义，使人一眼便能辨别出善恶
美丑、聪慧愚蠢。如红色表示
忠诚耿直、热情吉祥；黑色表
示豪爽粗暴、刚正不阿；紫色
表示老实忠厚；黄色表示凶狠
勇猛；蓝色表示桀骜不驯、刚
强爽快；白色表示奸诈多疑；
绿色表示骁勇鲁莽；粉红色表
示年迈体衰；金银色表示庄
严，多用于神仙圣人。此外，
戏曲演员身上穿的服装与脸谱
相辅相成，服装上的花纹、图
案、颜色、腰带等十分讲究，
无不体现戏曲艺术的审美价
值。戏曲最具民族文化特色，
学生们通过唱念欣赏、身段体
验、表演互动，进而获得色彩
内涵、服饰文化以及历史、道
德等方面的知识。

“戏曲进校园”有利于激发
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戏是生活的虚拟，程式是
虚拟在艺术实践中的具体运
用。戏曲表演中，有时空的虚
拟、自然环境的虚拟、物体的
虚拟、人物动作的虚拟等，所
谓“眨眼间数年光阴，寸炷香
千秋万代”“顷刻间千秋事业，
方丈地万里江山”“三五步行遍
天下，六七人百万雄兵”……
这正是戏曲艺术的高明之处。
它体现了中国古典美学以虚为
实、虚实相生的特点。演员在
舞台上举手投足间都给观众留
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而且想
看懂戏剧，要求观众必须有一
定的时空想象力。

传播传统文化有利于学生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戏曲天生就是人民艺术，
特别是语言更具有地域性。在
方言日趋式微的当下，通过戏
曲培育方言的受众，不失为振
兴方言的有效途径。地方戏曲
承载着当地的声腔源流和特
色，凝聚着当地的民俗小调，
反映着当地的民俗风情，具有
浓厚质朴的乡土气息。

戏曲的剧本，不少是广为
流传的历史故事，或是当地人
们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而且
戏曲大多已经被当地列为非物
质文化遗产。戏曲进校园就是
在振兴传统文化，传播传统文
化，发扬传统文化。

当前，受现代多元文化的
冲击和社会上其他诸多因素影
响，我们的学生多愿意接受各
种不费脑力、不花时间的快餐
文化。长此以往，必然会心浮
气躁。而戏曲的表现形式相对

“拖拉”，学生只有静下心来，
才能走进戏曲艺术的世界，倘
若如此，可以让当下的学生更
沉稳、更专注。另外传统戏曲
剧目大多扬善抑恶，蕴含着

“仁、义、礼、智、信”的传统
价值观，通过戏曲鉴赏，可以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最后就是要消除并解决好

“戏曲进校园”的顾虑和途径。
推动“戏曲进校园”，需要

做好“三结合”：一是学校主体
与戏曲艺术院团引领相结合，
二是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三是
培训学校师资与引进专业力量
相结合。

首先要解决观念问题。戏
曲作为一项传统文化，要“传
承”就必须在内容和形式上与
时俱进。不能长篇大论地进行
理论灌输，而应该针对当代学
生这个特殊群体，选好剧本，
通过观摩或互动体验，进行深
入浅出的传授，避免学生产生
抵触情绪。“戏曲进校园”要优
化内容、创新方式。结合时下的
流行文化，发掘一些有意思的、
让学生感兴趣的故事，然后编写
成剧本，将戏曲节目贯串其中，
形成一台用传统戏曲表现的舞
台剧节目，突出参与感和互动
性。每一场演出，学生们可以跟
随演员一起走台步、亮相、秀兰
花指……在玩乐中引导他们对
传统戏曲的兴趣。

其次是解决师资问题。目
前家长和校方大多担心戏曲进
校园的师资问题。毕竟音乐老
师中大部分是声乐专业，对于
戏曲知识了解不深，会哼唱的
更是少之又少，哪里有资格去
担任戏曲教学的重任呢？音乐
老师即使想学，也非一日之
功，因为戏曲流派多，唱法复
杂，不可能一蹴而就。如果让
音乐老师进行短期培训后“上
岗”，难免有“赶鸭子上架”之
嫌，很难达到预期效果。要解
决师资问题，除了长期培训以
外，当务之急，就是可以聘请
社会上的戏曲专业人员或爱好
者(票友)，当过渡兼职老师，
采取学帮教的方式，既教学，
又培养新的戏曲老师。

第三是经费问题。戏曲是
一项综合舞台艺术，涉及道
具、服装、器乐等，分工明
确，演出要求高。比如化装中
的脸谱问题，就要求每次都要
现化。学校的教学经费通常
专款专用，戏曲进学校的经费
就成了问题。如果让院团来
出，他们本身就生存困难，有
的还是民营的，更不可能。所
以，政府财政需给予一定的兜
底。当然学校也可以发挥自身
优势，请有专业特长的学生家
长做助教，或者聘请票友到校
举办讲座或组织学校会演等。

将戏曲融入教育，让戏曲
的艺术种子播撒在孩子的心
田，是传承祖国艺术瑰宝的有
效途径。当然，戏曲进校园不
必急于求成，笔者建议先在一
些条件较好的学校试点，再慢
慢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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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玉民，1957年出生，当过码头装卸工、船员、教师、办公
室文员、企业文案策划人……现为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员、编
剧、宁波首个社区话剧团——宁丰话剧团团长，著有 《大海情
愫》《夜太阳》《蓝蓝的天，蓝蓝的海》《和丰纱厂》《灯塔》等多
部剧作，曾获得诸多荣誉奖项，出版作品集《浪花飞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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