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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放眼全国，关于孔子的文艺
作品已很丰富。三年前您担
任山东省话剧院院长期间，
省话再次开始以孔子为主
题的作品创作，再创作这类
作品有着怎样新的着眼点？
有何背后的故事？

于剑：当年张继钢导演
和他的团队来山东考察、采
风时，就认为山东是文化资
源大省，可书写的篇章很
多，最后才确定做话剧《孔
子》。这是因为，凡是识字的
人几乎都念过《论语》，关于
孔子的正史、传说也非常
多，可要想呈现一个人人都
满意的孔子形象，这个剧太
难写了，我认为想写好这个
人物是个世界性的难题。

创作话剧《孔子》之
初，我们走访时也听到了
方方面面的声音，但大家
期望值越高，我们压力就
越大。关于这部戏的说法
越多，越容易让这部戏在
定位上莫衷一是。这个命
题太大了，承载的压力很
大。但如果艺术创作是为
了迎合的话，永远不可能
出真正的艺术精品。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最终确定与张继钢导演团
队合作话剧《孔子》，是出于
什么样的考虑？张导团队的
优势如何与省话、这部戏相
得益彰？

于剑：这是一个有着无
数的声誉和声望，创造了很
多优秀的作品，仍然孜孜不
倦、苦苦以求、好学又严谨
的团队。这个团队的创作起
手就在高点上，追求的是一
丝不苟，对艺术高度负责。

话剧《孔子》五易其稿。
据我所知，编剧们和导演都
写了数个剧本，最后把最有
共情、最认可的内容结合在
一起，一遍遍地打磨完成

《孔子》剧本。整个创作团
队，多次把专家们汇聚在一
起，开会研究这个戏，包括
灯服道效化所有的内容，都
是反复推敲，一次又一次推
翻，一次又一次否定。在孔
子的创作上，我和演员们都
学到了这种精益求精、艺无
止境的精神。

再比如，排练进程中晚
上演员们都休息了，张继钢
导演再领着各个部门的人
一点一点去打磨，根据排练
发现的问题及时修改。导演
每天的工作量是最大的，有
一天我看到导演都累得瘫
坐在椅子上。张继钢导演团
队非常棒，他们最终呈现出
来的作品如此之好，是我没
有想到的，也只有这个团队
能完成这样的艺术水准。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话剧《孔子》首演后，您怎么
评价呈现在舞台上的《孔
子》？您认为它最大的亮点
是什么？

于剑：张继钢导演说
过，我们的《孔子》是舞台艺
术概念上的《孔子》。《孔子》
一定要让观众看到2500年
前的孔子是一个什么样的
人，生活在什么样的年代，
文化格局产生了什么样的
变化，他的弟子们是什么样
的，等等。

这部剧搬上舞台，从其
艺术水准、思想深度来看，
水平很高。这部戏中有舞
蹈、音乐的元素，舞蹈、音乐
等成为一种道具，把春秋时
期的古意、古风在舞台上呈
现出来。看这部戏，我能感
觉到孔子从春秋时代走到
了当下，与我们展开对话，
跟我们共同审视人、人的价
值，共同审视社会。我们仿
佛看到了先贤的智慧、道德
和人生境界，就像自己在面
对一个先生一样，自己则成

了子贡、颜回、子路。
张继钢导演说，他要写

一个“多难的圣人”，看完这
部剧，我就感觉真正的伟
大，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孔
子也说“古人云”，他的前面
也有先贤，但孔子真正的
伟大在于他不懈的追求，
他对自己学说的传播、传
承。孔子让人“高山仰止”，
但不至高无上，也有凡人
的一面。

话剧《孔子》这部戏很
深刻地感染着我。排《孔子》
这部戏，让我自己回到了原
点，让我继续学习。《孔子》
这部戏首先让我受教，我特
别希望观众看到这部戏由
此改变对生活、对事业的态
度。学习传统文化，让我们
永远不自傲，永远莫问前程
地往前走。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孔子》隆重首演之后，山东
演艺集团将如何在推广上
发力，把《孔子》传播好，让
话剧《孔子》享誉全国，乃至
走向世界？

于剑：我相信，推广话
剧《孔子》不仅仅是推广一
部作品，而是推广一种智
慧，一种精神。我们会义无
反顾把它一直推广下去。这
个戏不仅是山东的，也是中
国的，是世界的。

我们有了《孔子》演出
的详细计划，会根据具体情
况进行计划、安排，这里就
不剧透了。我相信这部戏
也会在不断打磨过程中，
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这
个影响不是时令性的，将
成为一个永恒的话题。

于剑：

这个戏的影响将是永恒的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董院长，山东省话在31年间
排演了3个不同版本的《孔
子》，为何钟情于“孔子”的
题材？

董旋：张继钢导演的
2020版话剧《孔子》，将确立
新时期我们剧院的艺术风
格，会成为我们山东省话新
的代表作、看家戏，也必将
为中国话剧创新发展打开
一个新的视野。

从1989年版《布衣孔
子》到2015年获国家艺术基
金版《孔子》，再到2020年版

《孔子》，相当于平均10年重
排一次《孔子》，而且是不同
版本，这都缘于我们山东省
话的“孔子情结”。

山东省话作为山东省
内唯一省级话剧院团，不能
没有《孔子》这样的作品，作
为孔子的家乡院团，我们排
演《孔子》有近水楼台先得
月的优势和自信，同时也是
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担当。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对这三个不同版本的《孔
子》，人们会不自觉进行比
较，您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董旋：对于艺术和美的
见解，历来见仁见智。但我
们对待艺术创作的态度是
严谨而充满敬畏的，对于创
新发展始终是敢于尝试和
勇于挑战的。所以虽然是同
一题材的三个不同历史时
期的舞台呈现，都体现了当
时条件下创作团队的最高
水平，三版《孔子》堪称是三
个不同时期的代表作。

对当代人来说，孔子既
古老又年轻，他无时不陪伴
在我们左右。这次张继钢导
演的“超现实主义”《孔子》，
正可以让我们尤其是年轻
人更好地走近孔子，亲近孔
子，喜欢孔子！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为了排演《孔子》，省话做了
哪些人力物力准备？

董旋：这次排演《孔子》
对我们山东省话是一次重
大考验和历练。单说这次演
职员达410多名，这是省话
从未有过的规模。

《孔子》原计划从今年2
月开始排练，因为受疫情影
响，一直推迟到7月下旬才
正式开排。但此前我们一直
在做各种准备：组织演员深
度研读剧本，阅读不同版本
的《孔子传》，司马迁的《孔
子世家》等，查找春秋资料，
写人物小传；邀请著名语言
艺术家晏积瑄老师来剧院
做台词基训；邀请北京人艺
著名演员杨立新老师来省
话讲座；先后从省、市京剧
院聘请专业老师对演员进
行戏曲身段的集中训练。

我们还组建了现场演
员统筹、项目保障、舞美统
筹、后勤保障、宣发推广、首
演接待团队等。大家发扬

“一棵菜”的精神，全力围绕
《孔子》高效运转。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前不久偶尔谈到《孔子》选
角的事，我看到您眼睛里竟
然有泪花在闪烁？

董旋：我是感慨加欣
慰！一个演员能在一出重要
剧目里得到一个角色，是多
么不容易的事啊。《孔子》选
角经历了三个阶段，去年底
和今年4月、7月。导演组先
后来济南初步摸底，今年7
月21日开排仪式后，又对所
有报选演员进行了现场选
拔并最终定角。

记得导演组郑重地把
装着选拔结果的信封交给
我时，我简直不敢打开它。
等鼓起勇气看到最终名单
时，那一瞬间我流泪了。我
们的演员真的太棒了，他们
通过努力抓住了机会。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您1991年从山艺毕业分到
省话，至今近30年，在此我
们很想听一听您作为一个
老省话人的心声。如果总结
一下在省话30年的工作心
得，您会选择哪些关键词？

董旋：我首先想到了
“氛围”一词。正是山东省话
浓厚的艺术氛围，滋养了我
的艺术生命，也给予了我生
活中前行的力量。

前两版《孔子》都有我
的角色，这次则是以制作人
的身份全程参与。记得1991
年刚到省话，我就参演了

《布衣孔子》，一个人演了五
个群众角色。当时薛中锐老
师演孔子，王玉梅老师演孔
子的夫人亓官氏。2015年版

《孔子》，我演的正是当年王
玉梅老师演过的孔子夫人
亓官氏。想起当年跑龙套的
情景，我特别认同一句话：
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

这次我们话剧团有6位
老演员参演。他们都已退
休，都曾在前两版《孔子》中
扮演主要角色，但这次却甘
愿为年轻演员抬轿子，当绿
叶。年龄最大的杨振兴老师
已近80岁了，这次演的讽刺
孔子和众弟子“四体不勤，
五谷不分”的老农夫。75岁
的韩春玉老师演的是孔子
杀少正卯时喊“慎重”的那
个老者。他们精湛的技艺，
他们的气场，给舞台的带动
效果真是出奇地大。这就是
职业精神，这就是传承，这
就是省话人对艺术的坚守，
我很想告诉年轻演员，职业
的尊严就是这么来的。

董旋：

新版本会成为新的里程碑

9月28日，孔子诞辰日。
由著名艺术家张继钢执导，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出品，
山东省话剧院倾力打造的话
剧《孔子》在济南山东省会大
剧院成功世界首演。这部处
处充满着超验性以及浪漫气
息的剧作，一亮相便引来了
多方好评。

幕启幕落，月亏月盈。三
年的等待，话剧《孔子》终于
问世。山东演艺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原山东省话剧院
院长于剑，以及现任山东省
话剧院院长董旋，心中思绪
万千。三年来，他们对这部戏
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只待炉
火纯青的这一刻。

话话剧剧《《孔孔子子》》

世世界界首首演演，，山山东东省省

话话剧剧院院演演员员李李帥帥
（（左左））、、翟翟兵兵（（右右））表表

现现 出出 色色 。。齐齐 鲁鲁 晚晚

报报··齐齐鲁鲁壹壹点点记记者者

王王鑫鑫 摄摄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黄体军 师文静

A10 文娱
2020年9月30日 星期三 编辑：徐静 美编：继红

热点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A10-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