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桥城快报
◆2018.12.6 星期四 ◆新闻热线 63012345 ◆责任编辑 顾正蓉

福彩双色福彩双色福彩双色福彩双色福彩双色福彩双色福彩双色福彩双色福彩双色福彩双色福彩双色福彩双色福彩双色福彩双色福彩双色福彩双色福彩双色福彩双色福彩双色福彩双色福彩双色福彩双色福彩双色福彩双色福彩双色福彩双色福彩双色福彩双色福彩双色福彩双色福彩双色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亿亿亿亿亿亿亿亿亿亿亿亿亿亿亿亿亿亿亿亿亿亿亿亿亿亿亿亿亿亿亿大派送大派送大派送大派送大派送大派送大派送大派送大派送大派送大派送大派送大派送大派送大派送大派送大派送大派送大派送大派送大派送大派送大派送大派送大派送大派送大派送大派送大派送大派送大派送
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彩有礼彩有礼彩有礼彩有礼彩有礼彩有礼彩有礼彩有礼彩有礼彩有礼彩有礼彩有礼彩有礼彩有礼彩有礼彩有礼彩有礼彩有礼彩有礼彩有礼彩有礼彩有礼彩有礼彩有礼彩有礼彩有礼彩有礼彩有礼彩有礼彩有礼彩有礼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时间时间：：1010月月1818日开日开售售 连续派奖连续派奖2020期期 详见店内海报详见店内海报

一出场就爆出热烈掌声，一开
口便引来阵阵笑声。

在与记者交流时，这位被观众
誉为“每个细胞都能让人发笑”的
表演艺术家笑称：话剧《戏台》有
笑点、有泪点，能让人血脉偾张，
也能让人脊背发凉，它既是一场戏
中戏，也是一场戏外戏；当初离开
小品搞话剧，是想做点自己真正喜
欢的、能够留下来的东西……

早就想来慈溪了，
机缘成熟的话还会来采
风

12月2日下午，陈佩斯与他的
老友加搭档杨立新从上海赶到慈
溪。由于一直在全国各地奔波演
出，已过花甲之年的陈佩斯第二天
休息了一个上午；杨立新及其他一
些话剧团成员则去逛了鸣鹤古镇，
还看了青瓷。

12月3日晚，慈溪大剧院多功
能厅座无虚席，陈佩斯与杨立新应
约与慈溪文艺界朋友见面交流。两
位艺术家一出场，台下立即爆发出
热烈的掌声。记者周边不少人一边
鼓掌一边笑着说，“总算见到真人
了”“都长出白胡子了，晃眼就是
几十年”“还真没有明星架子”“一
看到他就想发笑。”

布鞋、黑裤、布纽扣的红开
衫，贼亮的小眼闪烁在油亮的光头
之下，聚光灯下的陈佩斯越发显得
喜感十足。即便旁边没有“一本正
经”的朱时茂衬托，他的笑点和戏
味依然爆表。还没开口说话，他和
杨立新就开始做起了“小动作”，
你推一下我，我拉一下你，每一个
细微的肢体语言都让人忍俊不禁。
当主持人问到之前有没有来过慈
溪、来过之后对慈溪的印象如何
时，两个老戏骨当即开始了互呛互
怼找乐子：一个说“他买了慈溪的
青瓷”，另一个抢答“回来一看，
居然买成了景德镇产的”；一个说

“慈溪的咸蟹真不错”，另一个爆料
“今天晚上他又改吃另一种糟蟹
了”。

不过，陈佩斯接下来还是正经
回答说：第一次来慈溪，感觉非常
不错，将来机缘成熟的话还会再来
慈溪采风。他的话还没说完，台下
已是掌声一片。他随后补充道，到
慈溪采风是他的一个心愿，因为慈
溪是一个有魅力、有厚度、有生活
的地方，相信这片土地会在创作上
带给他很多灵感。

小品就像一叶扁
舟，话剧才是大帆船

陈佩斯是谁？对部分 80后和
90 后而言，可能还需要脑补一
下。但对于 70后及以前出生的人
来说，陈佩斯的大名可谓耳熟能
详。1984年，在中央电视台的春
节联欢晚会上，他与朱时茂搭档表
演的小品《吃面条》一炮而红之
后，他的每一个小品包括《主角与
配角》《警察与小偷》《羊肉串》
《姐夫与小舅子》《大变活人》等，
都成了观众每看必笑的经典。12
月3日晚，不止一个文艺界的朋友
对记者说：那个时候，看春晚就是
为了等着陈佩斯登场。

耐人寻味的是，就在陈佩斯小
品名气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却选择
退出小品舞台。“那是1998年，他
在春晚出演的最后一个小品叫《王
爷与邮差》。”12月3日晚，坐在记
者旁边的胡先生说，陈佩斯演的小
品他几乎都看过，像 《吃面
条》、《警察与小偷》等还看
了“一遍又一遍”，但让
他困惑的是，陈佩斯为
什么突然就不演小品
而去搞话剧了呢？

当 记 者 将 这
个疑问抛给陈佩
斯的时候，他
回答说，小品
与话剧有许多
相通的地方，
比如都属于传
统的东西，都
是既能让人笑
也能让人思考
的艺术。“但小
品 毕 竟 太 轻 了
点，它就像江湖
中的一叶扁舟，而
话剧不一样，它更厚
重一些，更宏大一些，
就像大海中航行的大帆
船。”

陈佩斯说，相对而言，他更
喜欢话剧，因为话剧更能够传达他

想要传达的东西，更能够“留下
来”。

事实上，近十多年来，离开小
品舞台的陈佩斯并没有离开观众的
视线，他只是把他的喜剧天赋奉献
到了话剧的舞台。2001年，他个人
的首部话剧 《托儿》 在北京上演，
随后在中国近 50个城市连续演出达
120场，获得好评如潮。此后数年，
他导演或出演的 《亲戚朋友好算
账》《阳台》《阿斗》《老宅》等多部
话剧不但获得圈内人认可，而且在
观众中也是赞誉良多。2015年 5月，
由他担任艺术总监的北京喜剧院宣
告成立，两个月后，由他执导并出
演的年代大型话剧 《戏台》 开演，
并一直持续到今天。

戏里戏外众生相，你
的心在哪里你的《戏台》
就搭在哪里

在与慈溪艺术界朋友见面交流
时，陈佩斯聊得最多的就是他这次
为慈溪观众带来的年代大型话剧
《戏台》。他自信满满地告诉大家，
这部戏真的有“戏”，大家千万不要
错过了。

陈佩斯介绍说，《戏台》讲述的
是民国年间一个戏班后台发生的一
日故事，它打破了常规的舞台空间
意识，将舞台进行180度大翻转。一
向神秘的后台变成向观众开放的舞
台，而惯常所见的舞台又被虚化到

“幕后”成为“画外”。“其实我也不
懂京剧，但从小耳濡目染，仿佛

‘根’里面就带了这种东西，觉得它
真是太神奇了，所以拿到剧本后真
是爱不释手。”他说，这部戏演绎的
就是戏里戏外的众生相，用现在的
话说，《戏台》是一部年代戏，它反
映的是民国年间的事，但 《戏台》
里的民国是不是真正的民国呢，观
众看了就知道，其实，你的心在哪
里你的“戏台”就搭在哪里。

陈佩斯还“爆料”说，本来他
想演《戏台》里的主角，但杨立新
老师拿到剧本后也是喜欢得不得
了，“他非要抢那个主角，我也没办
法呀，于是只好又当了一次配角。”
他说到“又”的时候，台下听众都
笑了。坐在记者旁边的李先生说，
他这话就像当年小品 《主角与配
角》里的台词。在那个小品里，演
配角的陈佩斯不服演主角的朱时茂，
所以老是抢戏，老是与朱时茂“对

着干”。但陈佩斯说，这次在
《戏台》里演配角是自己主动

让贤的，“谁叫他比我更有
戏呢？”他竖着大拇指夸

杨立新是一个让他非
常 放 心 的 老 戏 骨 ，
“横眉瞪眼都是戏，

只要有他在我就能
睡个安稳觉。”作
为这部话剧的导
演兼演员，陈佩
斯时常感到很忙
很累，但因为是
自 己 喜 欢 的 东
西，所以他说这
种“苦中作乐”的

工作状态“非常有
意思”。

算起来，《戏台》
是陈佩斯与杨立新两位

老戏骨的第二次合作，同
时也是舞台剧领域的首次搭

档。“我们本来就是好朋友，所
以合作起来一点也不费劲。”交流

中，两人虽然时不时要打一下嘴仗爆

几个笑料，但两人言语间频率最高的
词汇是“默契”“开心”“有意思”

“合作时很有趣”。
对于杨立新老师，大家之前的印

象还多停留在央视情景喜剧《我爱我
家》里的那个“贾志国”上。但此次慈
溪之行谈到《戏台》时，他说自己非常
享受排练的每一个细节。他本是地道的
老北京，为了这部戏，他完全藏住了顺
溜的北京话，改用一口流利地道又忍俊
不禁的河北“唐山话”贯穿始终。陈佩
斯“插播”说，为了这个角色，杨立新
特意请朋友用最地道的“唐山话”从头
到尾把台词录好音，“然后，他无论是
在走路、还是在开车，就跟着录音一个
字一个字地模仿，一句一句地学，真
是下足了功夫。”

太震撼了，实在找不
出理由错过这样好的话剧

12月 4日和 5日晚，《戏台》在
慈溪大剧院连续上演。

自2015年7月首次与观众见面以
来，这已是 《戏台》 的第 209 场和
210场演出了。在它还没被带到慈溪
之前，许多迫不及待的慈溪观众已经
在北京、上海、南京或其他地方先睹
为快了。记者通过慈溪大剧院的工作
人员了解到，听说《戏台》要在慈溪
上演，许多戏迷早在几个月前甚至半
年前就预订了票。“连续两个晚上的
上座率都超过了90%，这是大剧院开
演以来规格最高的一次，也是观众叫
好声最多的一次，以前还没有出现过
这样的盛况。”

记者了解到，许多慈溪观众在看
完《戏台》后直呼“太震撼了”，“买
的这张票值了”“实在找不出理由错
过这样好的话剧”……

身为教师的张女士说，《戏台》
这一出京味十足的戏中戏着实让人震
撼，它以民国时期军阀混战为背景，
以五庆班在京演出《霸王别姬》为线
索，以德祥大戏院的后台为窗口，折
射出了历史风云突变中社会的荒谬，
以及强权政治统治下人民的委曲求
全。她觉得，对于生于江
南的慈溪人来说，京味儿
和京剧都相对遥远，但是
《戏台》一开场，就把观
众带进了老北京那动荡的
岁月里。“看的时候，我
发自内心地鼓掌、发自内
心地大笑，而每一次酣畅
淋漓的笑却都能咂摸出一
阵彻骨的心酸。”她说自
己在看的时候完全“融
入”了，直到灯光亮起，
才在恍惚间穿越回来。所
以，她强烈向朋友们推
荐，希望大家有机会一定
要去看这出好戏。

90 后小陈说，这是
她到目前为止看到的质量
最高的话剧，买的这张票
实在是太值了。“在《戏
台》演出结束谢幕时，剧
院里掌声叫好声特别热
烈。一对老夫妇鼓掌特别
持 久 ， 嘴 里 还 念 叨 着

‘好，真好’，由此可见大
家对这场戏的喜爱。”她
认为，《戏台》能将乱世
里的社会百态浓缩在一个
小小的戏院后台，情节紧
凑跌宕，编剧功不可没。
而主演陈佩斯和杨立新在
舞台上的表演更是可圈可
点，“剧中小人物的圆滑
取巧令人发笑，而坚守传

承则发人深省。”
搞艺术的孙先生和四位朋友“组

团”去看了演出，他最为感叹的是这
出戏的编剧非常了不起。每一个“包
袱”都抖得不露痕迹，每一个人物无
论主角、配角还是那些跑龙套的、打
酱油的都非常丰满，每一句台词都可
品味出编剧的良苦用心，每一个笑点
都不是咋咋呼呼逼着你笑，而是完全
靠情节发展和人物性格冲突来完成，
实在是找不出理由错过这样好的话
剧。他说，“这真的是一部让人看的
时候笑个不停，看完后却忍不住再三
回味的好作品。”

网友“胡朔”说，《戏台》笑点
很多，看点也很多，这些对大师级的
陈佩斯而言自然不在话下。但他最为
认同的是该剧道出了一个丛林社会的
众生相。苏格拉底的学生安提西尼有
一则寓言，丛林里的动物们讨论森林
里应该如何建立平等的秩序，小动物
们赞成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当狮
子大吼一声“我反对”时，小动物们
便吓得四处逃散。“这个寓言告诉我
们，在动物世界，秩序是由最有权力
的动物确定的。看了这个剧之后，我
觉得他是想用荒诞和讽刺的方式从反
面说明建设一个法制社会的重要性。”

自称是陈佩斯“铁粉”的李先生
说，他已经不止一次看过陈佩斯导演
或出演的话剧了。他在看过《戏台》
之后感慨，通过十多年的打磨，如今
的陈佩斯已经成长为“成色十足”的
喜剧大师，《戏台》这部作品中看似
写的是民国年间的旧事，但只要稍一
留心就能体会到他对现实、历史和艺
术的深层次思考，“我认为这就是艺
术家的良知。如果艺术不能回应现
实，那么再好的作品也会失于空洞。
虽然在《戏台》中，陈佩斯扮演的侯
班主只是一个配角，但他完全将侯班
主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各种情态诠释得
淋漓尽致，那种痛苦和无奈过去、现
在以及将来都可能存在，这就是历史
的穿透力，也是话剧的魅力所在。”
他认为，《戏台》完全称得上是一部
叫得响、留得下来的好戏。“因为它
让我们笑中带泪，在泪中看到前进的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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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看一眼就让人发笑的陈佩斯
来了。从 12 月 2 日到 6 日的几天时间
里，他和他的话剧团成员逛鸣鹤古
镇、看青瓷，与慈溪文艺界朋友谈艺
术，与喜爱他的观众合影、聊天……

最重要的是，他将自己导演并与
杨立新等著名演员共同主演的年代大
型话剧《戏台》带到了慈溪。在一浪
接着一浪的笑声中，他让慈溪观众见
识了传统文化的无限魅力，领略了话
剧舞台的无限张力。

见面会上，本报记者向陈佩斯和杨立新提
问。 ■摄影 通讯员 胡蓉

■摄影 通讯员 沈斌煊

陈佩斯与杨立新在《戏台》见面会上接受主持人采访。 ■摄影 全媒体记者 孙丰立

■■摄影摄影 全媒体记者全媒体记者 孙丰立孙丰立

■全媒体记者 赵思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