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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欣赏佳作欣赏

《赵氏孤儿》 的出
现，算得上是中国原创
音乐剧的一针“强心
剂”。

这 么 说 首 先 是 因
为，长久以来中国音乐
剧还在各种东西方音乐
剧作品的选择与移植中
徘徊；音乐剧舞台，主
要还被迥异于中国文化
特质和审美精神的作品
所占据。亦步亦趋放弃
自我的模仿，不仅很难
做到高水准，也很难引
发主流群体的共鸣。而
《赵》 剧 虽 是 以 詹 姆
斯·芬顿的话剧剧本为
底，西化因素明显，但
至少表达了从中国传统
文化宝库寻找创作来源
的意愿。这个故事流传
广，影响大，它所表现
的对正义的捍卫和舍生
取义的崇高精神，是中
国最具影响力之思想流
派——儒学的重要精神
内涵，是中华民族在前
行之路上世代不曾遗失
的宝贵传统，因此它具
备主流群体共鸣的可能
性。它又是多种艺术样
式争相制作的对象，可
见它是“可讲性”极强
的故事——由于它的人
物需要做出常人难以接
受的抉择，承受常人难
以想象的痛苦，因而它
所蕴含的戏剧张力与情
感能量极其巨大。

选材以外，创作上也可见诚意。舞美与灯光设计具
有中国戏曲的写意精神，恢宏大气，又不乏灵动。服装
与造型虽有中西方元素“打架”的地方——比如十六年
后公主出场那一套造型与行头，令我难以克制地联想到
欧洲宫廷里某个穿着睡袍游走的皇后，但与剧作整体恢
宏沉郁的风格还算相融。在音乐的创作与呈现上，虽然
后半场显得繁冗，但整体性较强，重唱与和声多有可圈
可点处，整体保持了较高的水准。

所以我们可以说，从“原创音乐剧”的角度而言，
音乐剧《赵氏孤儿》是值得被铭记的作品。

但是，从“赵氏孤儿”的角度而言，我非常失望。
因为人物的情感逻辑没有理顺，这个故事所蕴含的巨大
戏剧张力和情感能量都被消解了。

导演徐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 《赵氏孤儿》
有属于我们的风骨、信仰与境界。”他又说，在创作初
期，对“亲子岂可死？养父岂可杀？”这个问题，他始
终无法说服自己。

其实就《赵氏孤儿》的故事而言，歌颂程婴的“风
骨、信仰与境界”与尊重程子的生命权是矛盾的，因为
前者必须以舍弃后者为代价。除非一步一步把程婴逼到

“万不得已”的地步，完成绝境中的“重生”，否则这个
矛盾无法解决。然而导演并没有做到——

在救孤出府一场，程婴前一句还在唱“我只是个弱
小人物，有时也胆小如鼠”，后一刻调子马上变成“我
不能看见黑暗欺压星光”的坚定昂扬。我们知道，一个
人为陌生人敢冒死亡风险的可能性很小。在如此风声鹤
唳的时刻，一个与赵府完全没有瓜葛的草泽医生，难道
不会陷入“被新生命所打动准备救他——想到招来杀身
之祸的后果而退缩——因有同龄的儿子而将心比心不忍
让他无辜赴死——又恐全家遭祸儿子受累而退缩……”
这样的矛盾反复之中？

在舍子一场，我惊讶于程婴轻易、主动地决定献出
自己的孩子。身为父亲，做决定时他竟然没有痛不欲生
与无奈挣扎。我不认为他已经到了“不得不然”的绝
境。他与公孙杵臼一再向程妻申说不献出孩子全城的同
龄小孩就都要被杀死，却回避了不把赵氏孤儿交出去的
理由。如果这一点没有表现清楚，那么程婴与公孙杵臼
都只是披着“大义”外衣的残忍的薄情人！作为编导，
不应该把这样关键的环节交给观众“脑补”。

冗长的下半场，唯一能激起我情感共鸣的部分是尘
埃落定后程婴与程子灵魂的对话。这一段较好地表现出
16年来程婴从舆论方面遭受的屈辱和亲手葬送儿子性
命后内心强烈的煎熬。可惜这部分放在尾声。为什么不
把它强化并放在下半场的开头呢？如果能有一场戏用以
表现“舍子求义”所带来的精神代价，程婴这个人物的
情感逻辑会更加顺畅，形象也必然更加鲜活，他的“风
骨、信仰与境界”也就慢慢成立了；而本来可以在作品
中“大有所为”的程子灵魂，也不至于成为这样一个四
处游荡却难以为剧作带来更多正向作用的“孤魂野
鬼”。把程子灵魂用好，这个作品必将拥有一个最具创
造性的亮点！

而更多的漏洞，俯拾即是。比如，韩厥为什么这
么轻易地放走程婴与赵氏孤儿？屠岸贾这样一个利欲
熏心、残忍强横的人为什么被程勃念叨了几句就积极
主动地要让他杀掉自己？如此等等，都严重妨碍了观
众的情感共鸣。

不仅如此，这还导致剧作叙述节奏的单调和板滞。
情感逻辑不顺，导致无法靠情感推进戏剧矛盾而获得真
正的戏剧高潮，无法凭借情绪的跌宕自然地形成节奏上
张弛起伏的变化，整部剧作在结构上基本只是各场次的
机械拼贴。对此，导演“难辞其咎”。

情感逻辑是观众获得情感共鸣的基础。音乐剧《赵
氏孤儿》想要成为一部真正优秀的作品，恐怕还需要再
做梳理和改进。

愿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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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小说史其实是一部人物形象史。小
小说作为小说家族的重要成员，成长到
如今，该是考虑其内在本体性问题的时
候了。因为，小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任
务，就是写出有新意的人物形象。

一种文体的诞生、成长，是时代的
召唤。种种现象表明，“我们已生活在
短文写作越来越重要的时代”（此为美
国创意写作教授罗伊·彼得·克拉克收
到责任编辑的一张便条中的判断）。我
在阅读和写作中颇有同感。置身于碎片
化、快节奏的互联网多媒体时代，小小
说无疑是一种适时的表达方式，是文学
宝石最耀眼的切割面。

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尔
加·托卡尔丘克有一句警示的话：不能
像过去那样描述世界了。面对瞬息万变的互联网世
界，她指出：“我们不仅没有准备好讲述未来，甚
至没有准备好讲述具体的当下、讲述当今世界的超
高速转变。我们缺乏语言、缺乏视角、缺乏隐喻、
缺乏神话和新的寓言。”托卡尔丘克用自己的碎片
式表达回应了她对世界的发现。人类世界活动的主
体是人物。面对表达的为难，小小说准备好了吗？
做出了何种反应？

（二）

就当下的小小说来看，80%以上还是停留在故
事层面，在编织的故事情节的流程中平面滑行，甚
至，还有模式化地复制，用的是老视角、老方法、
老思维。人物往往装在故事的“盒子”里。可以看
出若干通病：一是缺乏独特的感知。仅浮在情节的
泡沫上，不能潜入心灵之河的底部。情节和细节的
元素里，注重情节，有耍花招之嫌。这类小小说能
见度很高，其实就像垂钓，细节的铅坠才能将鱼钩
带入那能见度低的底部。二是缺乏独特的方法。旧
瓶装新酒，形式和内容不相吻合，还没找到相配的
最佳表达方式，恰应了博尔赫斯那句话：古今故事
不过是有限的若干模式。在模式中，靠什么弄出新
意？三是缺乏独特的提炼。大江健三郎处理素材用
了一个形象的词：拎。一堆东西，拿起，得有个拎
手，那就是提炼的结果。提炼体现一个作家的敏感
和能力：瞥见、顿悟。四是缺乏独特的发现。雷蒙
德·卡佛说过，当一个作家对世界有了独特的发
现，那么，就成功了一半。托尔斯泰说，作家应当
有“一种能见到别人所未见的才能”。现在大量的
小小说文本里，我看出的是那些作者在写别人所已
见的常事，炒冷饭的居多，甚至，有“偷吃剩饭的
人”（套用七塔寺桂仑禅师之禅语）。

以上所列小小说创作中存在的问
题 ， 关 键 是 表 达 时 作 者 心 中 只 装

“事”，不放“人”，即不为“人物”着
想。刻意编造情节，会导致故事成了好
看的“棺材”，装的是“死人”。或说，
人物成了故事平台上的提线木偶。我认
为，小小说作家应当高度地关怀“人
物”才是，要活人。汪曾祺在小小说
《陈小手》中有一句话：“陈小手活人多
矣。”作家也应“活人多矣”。

(三)

怎么让小小说“活人多矣”，是方
法论，也是世界观。首先，面临一个选
择：是注重故事，还是关注人物？是事
套人，还是人引事？当然，故事和人物
在小小说里并不对立，我也不排斥倚重
故事情节，但是，如果把小小说放在当
今世界小说发展的背景中去考量，就会
发现，小说出现了一种新动向：无事，
就是不讲究情节的戏剧化，甚至，中、
长篇小说有一种新形态，“无事”的碎
片化表达。比如，匈牙利马利亚什·贝
拉的《垃圾日》、艾斯特哈兹·彼得的
《一个女人》、前南斯拉夫丹尼洛·契斯
的《栗树街的回忆》、美国桑德拉·希
斯内罗丝的《芒果街小屋》、意大利卡
尔维诺的《马可瓦尔多》、法国马丁·
杜加尔的《古老的法兰西》等等，多为
每一章（节）写一个人物，而且，淡化
了戏剧性，跟中国的笔记小说不谋而
合。日本有个新的小说观念，叫连作小
说，即一部长篇由若干短篇和小小说构
成，各自独立，串珠为链，这种以系列
小小说（或短篇小说）构成的长篇，与
网络时代的现实相呼应。它既是长篇小
说的可能，也是系列小小说的可能。小
说不就是探索独特的可能性吗？

我至今难忘，数年前有一位上海的
戏剧导演说起一位演员，仅凭四个字登
场：闲来无事。那念白、动作，把“闲
来无事”演得惊心动魄、内在紧张。小
小说写油盐酱醋、鸡毛蒜皮的日常生
活，最难的是“闲来无事”。曲折的外
在的戏剧化情节——有事好写，但熬人
的“无事”怎么写？多数人都过着周而
复始的“无事”（没戏） 的生活，忙到
了头，捏在一起，挤出水分，剩下的竟
是“无事”——算不上啥事。汪曾祺的
小小说，为何老少皆宜？其中的人物，
在日常生活中“熬”，竟熬出了别样的
味道、情趣、气氛、境界。把汪曾祺放

在当今小说的发展史中，相比先锋小说，他从“内
容”上开辟了一条“无事”小说的道路，也是对惯
常的主流表达的一种颠覆。尤其是他笔下“活人多
矣”。我曾将汪曾祺的小小说与穿裙子的马尔克斯
——墨西哥女作家安赫莱斯·玛斯特尔塔的《大眼
睛的女人》比较，他们背靠背，却用了相似的表达
方式。

（四）

小小说与小说家族中的其他成员，在叙述语
言、细节运用、规模篇幅等之上有着自己独立的方
法，但在精神上一致，探索的都是基本也是永恒的
人类情感的母题，比如：怜悯、同情、勇气、孤独
以及嫉妒、报复等。许多经典作家终其一生都在表
达同一个主题，例如马尔克斯所有小说都在写各种
孤独，拉丁美洲的孤独，人类的孤独。

由此，我想到日本作家黑井千次。他的小小说
《小偷的留言》，写了一个有洁癖的小偷，很讲究，
给房主写了个留言条，因为失恋的房主的室内“脏
得使我连偷东西的情绪也没有了”。留言条的细节
写活了有洁癖又有讲究的小偷。我想到日本作家阿
刀田高说：小小说是一种讲究礼貌的文体。那是小
偷和房主各自不同的孤独。黑井千次的《老太婆和
自行车》，让人难以忘怀。老人的孤独，众多作品
已有表现。黑井千次写了一个孤单的老太婆与一辆
废弃的自行车的关系。她每天“闲来无事”，打扫
院子。一天，突然放了一辆自行车，然后，自行车
的零件一天一天被卸走。这就是自行车这个物件在

“运动”：车座、后架、车轮、笼头……自行车的零
件在递减，老太婆的情感在递增。物质与精神反向
运行。最后，在尘土中，只剩下一个铃铛盖。她像

埋一个死去的宠物，同时又像种一颗种
子那样，埋下了铃铛盖。黑井千次进一
步让细节“运动”。结尾，写了老太婆
的一个梦，梦里“种子”迅速地长成一
棵树，结满了铃铛，在风中响。如此，
以轻抵重，以童话般美妙的轻逸，消解
了老太婆沉重的孤独，这种孤独更有力
度。漫长的岁月里，我记住那个铃铛盖
细节的独特表现，而且细节自然地打开

“运动”，复原了老太婆和自行车的故
事。人说：老小孩，人老了，心灵还
童。黑井千次笔下的老太婆以她童年的
心完成了独特的对待自行车的方式。我
想到门罗说过，重要的不是人物做什
么，而是怎么做。确实，怎么做才能呈
现人物独特的“这一个”。

（五）

我在跟踪阅读浙江几位作家的作品
时，发现他们的小小说，有一个从“有
事”到“无事”的转变，即由注重故事
到关心人物的转化，于是，我提出了针
对创作现状的问题：小小说创作的哈姆
雷特式的生存之问。

博尔赫斯是一个高级读者，是作家中的作家，
他的小说多为小小说。他发现，古今的小说无非是
若干故事的模式。我们常说突破和新意，博氏的小
小说的新意在于细节。决定俗套故事出现独特的新
意，又与人物密切相关。这一点，也符合记忆，当
我们回忆过去，往往记住的是某个人物的细节。然
后，打开细节，细节牵出情节，这也是小小说创作
的方法。

注重塑造人物形象的小小说，有个处理人物与
细节关系的问题。汪曾祺用沈从文的话实践小说创
作：贴着人物写。不过，对一些小小说作家而言，
明知要“贴”，却不知如何“贴”。鉴于可操作性，
我从创作实践出发，扩充为：贴着人物运动中的细
节写。

我写过两部上海青年系列，一部以长篇小说的
形式出版。其实它是系列小小说。开篇，就是一个
报复的故事。《报复》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年仅十
四岁的上海知青，他的报复心很重。到了新疆的农
场，感到什么都新鲜。别人睡午觉，他钻进果园，
爬上树吃桑葚，结果，枝断，坠落，骨裂，住院。
出了院，暂时让他护果园，他找到那棵树枝。最狠
的报复是折磨，不死不活，他把枝改制成杈，木
杈。他年少，恢复得快，被安排放羊。那是老羊
圈，多年的羊粪实地叠积，他终于找到报复的方
式，就起劲地挥杈起圈，他获得了报复的快感。然
而，连长欣赏他的不惜力，就将他塑造成上海青年
支边的先进典型。他对由一个造成他受伤的树枝改
造成劳动工具的木杈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由恨到
爱。报复转为了报答。一棵桑树和一个少年的密切
关系，树枝在“运动”中发生了质变 （包括功
能）。我写完了也惊喜，因为到了树枝那个环节，
我还不知后面会发生什么。凭着我对农场生活的熟

悉，感觉他会“怎么做”，贴着那个细
节写，就出现木杈。不用生硬地编造。
这就是“贴”着人物运动中细节写的妙
处。那个“死”了的树枝以另一种方
式，在精神层面上“活”了。

（六）

要让细节运动。因为，当今的小小
说还要讲究节奏。美国创意写作教授克
拉克像个教练，他强调过一句话：动起
来，要动，要动，一直动下去。这涉及
当代小说的语言表达，多叙事，少描
写，口语化。小小说的一个特点是：叙
述语言（还有调子）的简洁。动，当然
是人物之动，其实动的是细节。人物靠
细节生成动感——细节在运动中，一是
有了形象，二是成了意象。细节在重复
和变异的使用中，不断增殖，不时升
华，形成一种意象，由此创造出了形而
上：象征、寓意、隐喻。这一点，小小
说最能够靠近诗歌。小小说固然写形而
下，然而，是形而上决定其品质和品
位。

小小说塑造人物时，运用细节的方
法跟传统的长、中篇小说不一样。细节
决定成败，小小说里，一个细节可以照
亮全篇，像小岛上的灯塔。细节多以
物件的形态呈现，一个物件的细节，
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日常生活的功
能，二是小说修辞的意味。统一融合
了形而下和形而上。它考验一个作家
的能耐：融会贯通其中的重与轻、实
与虚、显与隐、低与高、明与暗的微
妙关系。小小说一边靠近诗歌，另一
边还靠近短篇小说。不过，在细节的
运用上，比短篇小说更为极端。国内
外也有将许多小小说 （尤其是系列）
贴上短篇小说的标签。我姑且套用雷
蒙德·卡佛的话来说细节的能量。他
说：“作家有可能在一首诗和一个短篇
小说里使用平常但准确的语言描写平
常的事和物，而赋予这些事物——一
把椅子、一幅窗帘、一把叉子、一块
石头、一只耳环——以巨大，甚至是
令人吃惊的力量。”

每个作家都应当有一套自己的创作
想法 （或理论）。不妨把其中的“一首
诗或一个短篇小说”置换成小小说。因
为，这也是小小说应有的方法——小小
说的独特性在于细节的运用。贴着人物
运动中的细节写，从而“活人”——塑
造出鲜活的人物形象。此为创作的要
务。

小小说塑造人物的方法论
谢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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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洲（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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