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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真善美的化身

京剧艺术大师梅兰

芳的最大功绩是在舞台

上创造了!美∀。在中国
戏曲发展史上, 没有一

个演员象他那样如此长

久地深刻地印在中国人

民和世界人民的心中。

他是真、善、美的化身。

作为一名男旦演

员,在京剧舞台上创造

了如此众多美好的女性

形象, 这在世界戏剧史

上也是绝为罕见的。

他一生演过的剧

目, 有记录可查的有

130 余出, 如果包括尚

未查明的在内, 至少有

200出左右。这一数量

是十分可观的。他饰演

的角色, 从宫廷贵妇到

平民女子, 从沙场女将

到小家碧玉无所不包,

真可谓洋洋大观。

#贵妃醉酒∃中的杨
贵妃,多么雍容华贵!

#霸王别姬∃中的虞

姬,多么悲壮感人!

#凤还巢∃中的程雪

娥,多么温顺娴淑!

#生死恨∃中的韩玉娘,多么凄婉动人!

#洛神∃中的甄后,多么含蓄深沉!

#三娘教子∃中的王春娥, 品质多么高尚而

又教子有方!

#西施∃中的西施,多么美丽而富于爱国情

怀!

#穆桂英挂帅∃中的穆桂英,又是多么深明

大义,慷慨激越!

%%

即使没有多么情节可言

的#黛玉葬花∃、#天女散花∃、

#嫦娥奔月∃等三剧中的三位

女角,那载歌载舞的场面,又

是多么使人赏心悦目!

即使象#宇宙锋∃中的赵

艳容,虽是一位装疯女子,可

是她敢于违抗父旨, 蔑视皇

帝的权威, 又是多么可爱又

令人可敬!

总之, 他在舞台上创造

的每一位女性形象, 都具有

真、善、美的品性, 使观众喜

爱她们, 久久铭记在心,难以

忘怀。她们的爱国主义思想

和道德情操, 至今仍然很有

现实意义。谁敢说梅派剧目

的内容过时了!

二! 皮黄要有味儿∀
梅派艺术之所以令人陶

醉,这是因为它继承了传统

的旦角艺术, 并在此基础上

有所创新、突破。

我特别想谈一谈梅派的

唱腔问题。唱腔是戏曲的生

命,戏曲一旦离开了动人的

唱腔,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必然会被观众抛弃。新的戏曲必须非常重视

唱腔的设计,而唱腔的设计又必须跟人物的感

情结合起来,两者好比鱼水关系,缺一不可的。

许多人都认为梅派的唱腔甜润大方, 动听悦

耳,其实梅腔的优美动听, 全在于他的革新创

造。梅兰芳以前的旦角唱腔, 往往响亮有余,

柔美不足。如陈德霖老夫子的唱腔就给人一

种平直之感。他音量虽高,但没有给人甜美的

感觉。王瑶卿的唱腔虽然比陈德霖大大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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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步,给人以美感,可惜他中年塌嗓以后,没

有条件再进行新的创造。梅兰芳得天独厚,他

在继承前辈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创造,给人有全

新的感觉。梅腔并非梅兰芳一个人独创,它是

由他的智囊团集体创造的结果。梅兰芳每创

造一个新腔, 都由智囊团中的成员集体审听。

有时梅兰芳在室内试唱, 有的成员就在室外审

听,然后经过反复修改才确定下来, 梅腔的创

造是众人呕心沥血的产物。

我想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如#太真外传∃中的唱腔是由徐兰沅、王少

卿精心设计,然后由梅兰芳审定的。此剧梅兰

芳在 1925 1926年间根据#长生殿∃改编。

全剧共有四本,为京剧编演连续剧开了先例。

其中不少唱腔都有新的创造, 使原有的板式,

注入了新的旋律,使唱腔更加优美动听。其中

还编配了许多京昆曲牌和新的舞蹈和身段,如

霓裳羽衣舞的载歌载舞身段, 使人物形象更加

生动, 进入了化境。其中板式变化多端, 使旋

律更加优美悦耳。其板式有!西皮导板∀、!西

皮慢板∀、!西皮摇板∀、!西皮流水∀、!反四平散

板∀、!反四平碰板∀、!反四平原板∀、!反四平原
板∀、!南梆子∀、!四平调∀、!反二黄导板∀、!西

皮散板∀、!反二黄慢板∀等, 曲牌有!回回曲∀、

!沉醉东风∀等。如此丰实的旋律, 将杨玉环那

复杂的思想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那

段!二黄原板∀、!昨日宫中何等庞幸,有谁知一

时错被逐宫廷。思想起, 从前事,心中悔恨,但

不知,何时再沐圣明。∀和那段!二黄摇板∀、!在
楼前遥望见九重的宫禁, 昨日里我还是宫内的

人。有谁知半途中风云无定, 猛抬头不只见一

骑红尘。∀这二段唱腔不但旋律优美,而且把杨

玉环那种!伴君如伴虎∀的心态及希望再受龙
恩的思想感情细腻地表达出来了。

再如#生死恨∃!纺织夜谈∀一场中, 那套著

名唱腔, #二黄导板∃: !耳边厢∀到#反四平调∃:

!夫妻们分别十载∀, 这套唱腔充满了韩玉娘遭
受乱离之苦的感情色彩。当时正是九一八事

变以后,全国人民正面临着民族存亡的危机。

这套唱腔同时也充满了爱国情怀。它和#抗金

兵∃中梁红玉的唱腔一样, 同样富于激励人民、
抵御外族侵略的时代色彩。

又如#宇宙锋∃的唱腔,经过几十年的不断

琢磨提炼, 使人物深化,成为一出唱、作极为细

腻的艺术精品。唱腔要表现一个装疯女子的

思想感情, 是常人没有创造过的。赵女在严厉

的父亲面前,一忽儿要!上天∀, 一忽儿又要!入
地∀,一忽儿又拔老父的!胡子∀,一忽儿又拉着

严父的手!随我到闺房内共话缠绵∀,这段唱腔

要紧紧把握住装疯女子的表情是绝不容易的。

如果演过了头, 就破坏了!美∀的造型。

再如梅兰芳晚年编演的#穆桂英挂帅∃,可

算是梅派唱腔革新上的一次飞跃。他那段!我

不挂帅谁挂帅∀的唱段, 把一个巾帼英雄在国
家危难之际挺胸而出的豪情充分表达了出来。

当梅氏唱这段戏时, 观众无不热情澎湃,激动

不已。

#霸王别姬∃中的虞姬唱腔,由他的琴师徐

兰沅设计,那优美动人的旋律, 把虞姬强颜欢

笑的感情含蓄地表达了出来。随着电影#霸王
别姬∃的演出, 那优美的旋律已传遍了世界各

地,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梅腔了。

梅兰芳在唱腔上的革新,为我们树立了良

好的榜样。他讲过一句很深刻的话: !时代是

永远前进的,艺术也不会老停留在某一个阶段

上,不往前赶的。∀这在唱腔设计上, 他主张!皮
黄就要有味儿。∀、!要避免几个字:怪、乱、俗。

戏是唱给别人听的,要让他们听得舒服。∀这就

是梅氏在唱腔革新上的准绳。

三! 艺精而格高∀
在戏剧界往往有这样的不协调现象。有

些演员在台上演的是!英雄∀、!美∀的形象,台

下却扮演了!狗熊∀、!丑∀的形象。梅兰芳的可
敬之处是, 他在舞台上创造了!美∀的形象,在

台下也有!美∀的人品。他在大是大非面前毫

不含糊,具有高尚的品质; 在生活小节上也是

一位谦谦君子。!谦逊∀是梅兰芳成名的最重

要因素。他的谦逊美德表现在诸多方面:在艺

术上他向前辈艺人虚心求教;对同辈演员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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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逊好学,没有成见;对后辈演员传艺, 也是谦

逊有礼,不摆大演员的架子;对圈外人, 这种谦

逊美德是异常重要的。!谦受益, 满招损∀,古

有此训,这是梅兰芳一生奉行的人生哲学。他

的谦逊美德不但影响了他的子女梅葆玖、梅葆

钥,而且也影响了广大的梅门弟子。如素有台

湾梅兰芳之称的顾正秋, 就是一位非常谦逊的

梅门弟子。由于她深受梅先生博采众长的影

响,她的演唱既有梅派神韵, 也有她自己独特

的韵味。

按照梅兰芳的技术水平, 他的票价比一般

演员高一些,完全是合乎情理的。可是当他和

其他名旦同在一个城市演出时,票价往往和他

们不相上下。他成名以后,收入较丰, 可是我

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有钱以后就大吃大喝,花

天酒地起来。他一直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

相反, 他还经常参加义务演出活动, 救济受灾

的同胞,或救济贫苦的同行艺人。即使他在出

访日本时, 遇到了关东大地震, 他也举行义演

来救济受灾的日本人民, 这种爱心活动广泛受

到中外人士的称赞。

梅兰芳深刻懂得!艺无止境∀的道理,因此
他在艺术刻意求精的精神,令人感动。人们都

说!梅派好学但是难精∀, 这是因为梅在演出过

程中不断修改的缘故。最突出的例子是#霸王

别姬∃。此剧从#楚汉争∃改编,原剧情节冗长,
主题不鲜明。梅兰芳经过删改以后,成为一出

主题突出、形象鲜明的梅派剧目精品。原来虞

姬自刎以后, 还有一段霸王开打, 自刎乌江的

戏,后来由于观众看完虞姬的戏以后, 纷纷站

起来退场, 这段由霸王表演的戏不得不删去

了。从这个例子说明舞台演出必须精而又精,

一切可删可免的情节都要毫不留情地删去。

梅兰芳始终抱着这样一个宗旨:要把最美

好的精神产品奉献给观众。他毕生演出的剧

目都体现了!真、善、美∀, 从不把!假、恶、丑∀的

东西搬上舞台。正如已故京剧大师俞振飞所

称道的那样: !畹华梅氏艺精而格高,体正而品

超,此所以海内外寻声按律者, 无不奉为圭尺

也。∀(参见#梅兰芳唱腔选∃俞振飞的题词)我

以为, 这样的评价是十分中肯的。

四 走向海外传播京剧的先驱者

在中国京剧发展史上,梅兰芳是第一位把

京剧艺术传播到海外去的。这一创举表现了

他有非凡的胆略和勇气,其功不可没。他一生

三次访日, 二次访苏,一次访美。他把最美的

京剧艺术带给海外的观众。他在那里不但播

下了友谊的种子,也播下了京剧的种子。与此

同时,他还观摩了国外的美好艺术,虚心向海

外的艺术家们求教、学习, 使他大大扩大了视

野。

1919年 4月东渡日本,这是他首次出访,

先后在东京、大阪、神户等地演出。这次访问

演出无疑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日本评论界和

观众,认为京剧艺术具有形式美和象征美,比

写实的戏剧更有本质性。他们认为京剧舞台

上一桌二椅的简单道具能表演无限广阔的空

间,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位评论家

如此评论说: !我看梅剧,觉得用不用布景是无

所谓的, %%不用布景能使观众的注意力集中

在人物身上, 有时效果也挺好。∀另外,对梅的

唱腔,由于国家的文化背景不同, 审美情趣不

一样, 是否会被日本观众所欣赏呢, 结果是,日

本观众能够欣赏优美的梅腔。文艺界称赞他

的唱腔是!嗓音玲珑透彻, 音质和音量都很鲜

明%%有一种使观众感到悦耳的本领。∀总之,

首次访日的收获, 使梅树立了信心,觉得京剧

艺术是可以被海外观众接受的。第二次访日

同样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这次前去的剧目

比第一次多,共有#红线盗盒∃、#麻姑献寿∃等

十出戏。日本评论界对他的赞语是! 诗情画

意∀、!无比精采∀。&

访苏演出的最大收获是跟苏联艺术家斯

坦尼斯拉夫、丹钦柯、梅耶荷德、爱森斯坦等人

的会见。他们都对梅的演出给予很高评价。

他们称赞梅的艺术是伟大的艺术。1935年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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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芳访苏期间, 苏联艺术家专门召开了座谈会

讨论梅兰芳的艺术。丹钦柯的评价是: ! 对于

我们来说,最珍贵的是看到了中国舞台艺术最

鲜明、最理想的体现,也就是中国文化贡献给

全人类文化最精美、最完善的东西。中国戏剧

以一种完美的, 在精确性和鲜明性方面无与伦

比的形式体现了自己民族的艺术。∀梅耶荷德

称赞说: !我来到排演场时,刚好看完梅兰芳的
两三场戏。我当时感觉到,我应当把以前创做

的全部推倒重来。∀他从梅兰芳的演出提到了

启发, 重新排演了他的旧作#聪明误∃(作者是

格里包耶多夫)。他正是这样说: !在看了中国
戏剧杰出大师的表演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自己

有很多缺陷。∀爱森斯坦以#春香闹学∃和#刺

虎∃为例, 评价说: !梅兰芳博士给我们的最重
要的启示之一, 就是这种对形象和性格的令人

惊异的掌握。∀著名作曲家格涅欣从唱腔方面

评论说: !梅兰芳戏剧的音乐是太美了。我作

为一个专家, 从曲调结构的角度说, 完全理解

这个音乐。∀另一位艺术家特烈述亚柯夫从题

材方面赞美梅兰芳的艺术可以和莎士比亚媲

美。他说: !梅兰芳剧团不妨演出#罗密欧和朱
丽叶∃,由梅兰芳扮演朱丽叶。中国戏剧文学

水平很高, 从题材方面来说也很接近莎士比

亚。∀ & 1929年,梅兰芳访美, 美国观众对京剧

男扮女角有正确的理解, 他们不觉得男人扮女

角是一种怪现象,而认为是一种艺术创造。如

剧评家阿瑟 卢尔认为梅兰芳!扮演的不是一

般妇女的形象, 而是中国概念中的永恒的女性

化身。∀另一位评论家布鲁克斯 阿特金逊也

说: !梅兰芳扮演旦角,但是梅先生的表演不是

模仿女子, 而是在创造本质的意象 柔顺、

和谐、美丽、高雅、栩栩如生的特征。∀ ∋总括美
国评论家的话,梅的成就集中在两点: 一是创

造了典型,二是创造了美。他的表演艺术受到

了美国文艺界, 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赞扬。美

国两所高等学府波摩拿学院和加尼福尼亚大

学给予他的文学博士的荣誉称号, 为祖国获得

了极大的荣誉。这在中国京剧历史上也是前

无古人的。

由于梅兰芳在海外做了开拓性的工作,建

国以后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

正以后,不少京剧团出国访问演出,使海外观

众对京剧艺术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有的还成

了京剧迷,并做了大量普及京剧的工作,取得

了可喜的成绩。其中有二位洋京剧迷最为突

出。

一位是美国的魏莉莎博士。这位小姐早

几年到南京大学来留学, 她不学别的,独独迷

恋于梅派艺术。她拜梅门弟子沈小梅为师,学

习#贵妃醉酒∃, 后来登台演出, 成了第一位!洋

贵妃∀。自此以后,她爱梅爱得更深了。她学

成回美国夏威夷大学戏剧系执教,专门组织了

由洋学生为主体的京剧班子,她把沈小梅请去

教他们上演英语京剧#凤还巢∃,还把此剧搬到

中国京剧舞台上来演出。继此以后,又上演英

语京剧#玉堂春∃。我们姑且不问他们的演出

水平如何,但是他们醉心于京剧艺术,刻苦学

习的精神, 使得每个中国人感动和钦佩。不少

中国人正在哀叹京剧是! 黄昏艺术∀快进历史

博物馆的时候, 他们竟如此执着追求京剧艺术

的美, 能不使我们汗颜么?

另一位是德国青年作曲家贡德曼。这位

德国青年开拓创造的精神,同样令人赞赏。他

根据安徒生的童话#夜莺∃编成京剧剧本,而且

自己作曲, 由中国戏曲学院师生于 1993年 11

月 5日隆重在北京民族文化宫隆重演出京剧

#夜莺∃。这次演出正如有的评论家所说的那

样: !如果魏莉莎女士翻译、导演的英语京剧在

美国上演是京剧艺术走向国际化的开端,那么

由德国作曲家编剧,作曲的京剧#夜∃的上演则

标志着京剧(国际化) 和中西戏剧音乐文化交

流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贡德曼一直梦想

成为第一个为京剧谱曲的欧洲人。为今,通过

他的努力, 梦想终于实现了。正象德国驻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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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博泰民所说,这次演出!又为几世纪以来德
中文化关系史册加了不寻常的一笔。∀

值得欣慰的是京剧#夜莺∃没有欧洲化,法

国化,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仍然是色彩斑烂的

戏装和优美的舞蹈动作, 听到的, 也还是由西

皮、二黄及高拨子、南梆子构成的唱腔, 其中还

有新的创造。戏剧中的皇帝一般都由老生扮

演,可是按照贡德曼的思路, 西方歌剧中的皇

帝形象比较庄重、威严,所以他坚持由净行的

铜锤花脸来扮演皇帝。从演出的实际效果看,

地道的花脸唱腔,使人听来有一唱三叹之感。

这一台融合了中西两种戏剧文化成份的演出

是成功的。贡德曼认为, #夜莺∃既然是中国题

材的故事,在改编时自然要体现出中国人对这

一故事的看法。于是呈现给观众的便是一个

中国风味的#夜莺∃, 又是一个中西两种文化的

融合体。

从以上两例可以看出梅兰芳出访国外播

下的京剧种子, 已经开始发芽成长了。国外观

众虽然跟中国国情不同, 文化背景不同, 但他

们仍然能理解京剧、热爱京剧、表演京剧,可见

美好的艺术在各国人民之间是可以理解和沟

通的。从贡德曼的例子, 雄辩地说明了京剧题

材是无限广阔的。连外国童话也可以改编京

剧演出,那么, 外国优秀剧作更可以改编成京

剧演出了。再加上中国历史上许多动人的故

事和古典文学作品, 编写京剧还愁没有足够的

题材吗?

五 留给我们的思考

梅兰芳的巨大成就, 给我们留下很多可以

思考的问题。针对目前京剧现状, 主要有下列

三个问题更加值得我们思考:

1、多编多演是振兴京剧的良方

不少有识之士为振兴京剧提出了多种多

样的良方。这些良方用心良苦,令人感动。但

不少良方没有抓住要害。从梅兰芳的成功经

验看,多编多演是唯一的道路。多编包括多方

面的内容, 为多改编传统戏, 多创编历史古装

戏,多编演时装戏(现代戏)等等。对待传统

戏,梅没有采取原封不动的态度, 而是加以重

新创造,使原来并不怎么光彩的剧目,重新焕

发出新的光芒。以上所举的#霸王别姬∃是突

出的典型。多编新戏是梅兰芳深受观众欢迎

的原因之一。他抓住观众求新求变的心理,抓

住时机编演了富于时代精神的新戏,这是每一

个有远见的演员成名的重要因素。编演时装

戏,梅氏虽然没有坚持下去, 可是他已作了可

贵的探索。为今要振兴京剧, 多编新戏, 再不

能数十年一贯制, 让观众翻三复去看几出老

戏,那是没有前途的。多演出不但能够练演

员,同时也能培养新的观众。长期不演出, 不

跟观众见面,叫观众对京剧何有感情,振兴京

剧不是变成了一句空话! 梅兰芳不但为城市

普通老百姓演出, 也为工农兵大众演出;不但

为普通市民演出, 也为大学生演出;不但为中

国人演出, 也为外国人演出。不但在北京、天

津、上海等几个大城市演出,也到中、小城市去

演出,甚至到边疆、海岛前线去演出。实践出

才干,多演能振兴, 这是近 200年来的实践证

明了的。目前的京剧现状是: 大城市很少演

出,中、小城市也难看到京剧演出,广大农村已

久不闻京胡声了。大、中、小学生更不知京剧

为何物。如此冷漠对待京剧艺术,怎不令人扼

腕,我们认为, 没有民族艺术的国家是没有希

望的国家。谁不爱自己的国家? 谁不爱自己

的民族艺术?

2、跟着时代走

京剧艺术必须跟着时代的步伐前进,才会

有广阔的前途。从剧目内容到表演形式都要

注入现代意识, 才会有生命力。京剧前辈王瑶

卿有一句名言: !时变戏变。∀用他另一句通俗

的话来说, 就是: !演戏要合时宜。∀梅兰芳也说
过同样意思的话: !演员永远离不开观众的。

观众的需要,随时代而变迁。演员在戏剧上的

改革,一定要配合观众的需要来做,否则就是

闭门造车, 出了大门就行不通了。∀ &面对当前

(上转第 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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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角戏,双人戏(目前十分流行) ,也可演出大

型史诗剧、莎剧,是一种包容宽泛的演出实体和

形式。既是物理概念, 也是艺术观念和演出形

式的概念。

九十年代英国小剧场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

力,决不是大剧场的萧条龟缩的退却现象,也不

是一时兴旺的虚假繁荣现象, 而呈现为一种与

大剧场戏剧演出并存共荣、多元竞胜蓬勃发展

的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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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腾飞,道德滑坡的不协调局面,我们的新编

剧目应该大力提倡时代主旋律, 呼唤我国古有

的传统美德。我们应该深深懂得弘扬民族文化

就是建设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在表演形式上

应大力提倡百花齐放, 鼓励创新。当前世界演

出莎剧的情况, 很值得我们借鉴。他们不再或

很少搬演传统的莎剧了。当今他们的莎剧演

出,大都是有强烈的现代意识。真可谓琳琅满

目,各显神通。他们对莎剧中的人物、情节、语

言都有所改变, 形成了一股!莎士比亚变奏曲∀
的思潮。!变奏曲∀是当前文艺思潮中一股不可

阻挡的力量。任何一门艺术, 在当代观众审美

情趣大变的情况下, 如果固步自封, 不求新求

变,必然要进!历史博物馆∀。京剧艺术当然也
不能例外。

3、提倡敬业精神

在当前京剧不景气的情况下, 京剧队伍中

基本上有二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灰心丧气, 千

方百计!跳槽∀离开京剧队伍, 去商海赚!大钱∀

了。你跟他谈京剧前途问题,他搔头说: !甭谈

啦,我已经对京剧不感兴趣了。∀有时请他出来

为群众演唱几句, 他也会严辞拒绝。另一种态

度是积极进取, 勤学苦练, 每天练工从不间歇。

甚至说!我一生一世(嫁) 给京剧了。∀这种敬业
精神是值得大大提倡的。目前有一种思潮值得

注意。他们认为京剧艺术的没落是社会演变不

可避免的结果。这种人对目前京剧现状持消极

态度,我认为是不可取的。京剧艺术是中华民

族艺术的瑰宝,由于雅俗共赏,包容各种地方艺

术的精华,因此又称为国剧。正因为世界各民

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和艺术, 才形成了

多姿多彩的世界。不然, 整个世界只有一种文

化和艺术, 大家都来唱卡拉 OK, 跳现代舞, 世

界还会可爱么?

梅兰芳已为京剧艺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留下了极为丰富的遗产。今天当我们记念这位

大师百岁诞辰的时候,应该认认真真接受这笔

遗产,去粗存精, 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进行必要的

改革。当我们取得共识进入这座文艺殿堂, 开

展梅兰芳研究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有!说不尽的

梅兰芳∀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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