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2020 年第 2 期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总第 253 期)
梅兰芳域外传播研究

梅兰芳和他的书
———梅兰芳回忆录《舞台生活四十年》俄文版(1963)序文

　 　 　 [苏联]
 

V. 科米萨尔热夫斯基　 马臻加　 译

中图分类号:J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0)02-0134-07

收稿日期:2019-04-19
作者简介:科米萨尔热夫斯基( Викто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Комиссаржевский,1912—1981),男,苏联戏剧与电影导演,戏
剧批评家,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功勋艺术家。
马臻加,女,黑龙江桐江人,杭州图书馆研究交流部馆员。 (浙江　 杭州　 310000)

在锣鼓声中一个动作优雅而妩媚的女人走上舞台。 她的动作如同舞蹈。 她忽而迅速地转圈,忽而

突然停住,急剧地转头并把目光投向自己的舞伴,又忽而跟着音乐的节拍甩起古老戏剧服装长长的袖

子。 似乎觉得,有某种看不见但又牢固的线把她的每一步,她的每根手指同乐队伴奏相连。
这时女人的手里闪耀着一把剑———最开始是一把,然后又来一把。 剑舞! 女人在她的佑护者楚国

国王项羽面前跳舞。 她想为因战斗而满心阴郁的统帅注入新的激情。 她的动作变得更有力、更勇敢。
而后,她边跳边唱。 非常响亮的假嗓充斥着整个剧院。

女人的杏仁形双眼开始变得忧郁,忽而闪着勇敢和愤怒。 她的每个内心活动,就像舞蹈和歌唱表达

的一样,与乐队的旋律密不可分,与每次的击鼓声和婉转起伏的胡琴声紧紧联系在一起。
身段、唱念和巨大的戏剧天赋完全而自然地结合在一起,使这门令人惊叹的艺术变得卓越。 在这门

艺术里令人心醉的优美同主人公的英勇相结合,灵魂的谦卑同数学般的精准性相结合,对民间戏剧古老

传统的尊重和大胆的创新相结合。
北京一夜,古老的经典戏剧《霸王别姬》女主角的表演令我们觉得惊艳,该角色的扮演者是中国伟

大的演员梅兰芳。
他当时 64 岁,但相信他 64 岁完全不可能。 在我们面前的舞台上是年轻而勇敢的虞姬,宁愿自己拔

剑自刎也不愿向敌人投降的中国传奇女子。
当我们想出版这本书的时候,电报带来了令人悲痛的梅兰芳逝世的消息……
不久前他还来莫斯科做客,我们听到了他平常生活中低沉的嗓音,当他开始娓娓动听地向我们介绍

自己的角色时,我们欣赏了他那双仿佛会舞蹈的双手。 他的艺术对我们来说就是奇迹。
在每个大牌演员的技艺中,有这样一种“神奇的”元素,可以在舞台上掌控彼此有别的各种面貌的

人物。 梅兰芳创造的最丰富的一系列中国女性形象再现了农民、爱打架的人、忠贞烈女、皇后和小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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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元素显而易见。
我们在那次见面中无止境地向这位朴素的、和蔼的、专注的而又十分沉稳的人发问,询问他演技的

“秘密”。
现在梅兰芳已经不能回答我们的问题了。 他成了京剧的历史和神话,但他同专职人士、同观众、同

所有喜欢戏剧的人的对话直至今天也不会中断。 梅兰芳编写的书会同人们对话。
以谈话—回忆录的自由形式写成的这本书让读者有机会研究一个著名演员是如何在数十年间磨砺

和提高技艺的,使人们了解他有关京剧艺术原则和发展道路的思想,帮助人们走进中国传统戏剧的迷人

世界,梅兰芳在它的革新中扮演了诸多著名角色。
梅兰芳于 1894 年出生在北京李铁拐胡同的一所老房子里,那里生活着他的父亲———当时小有名气

的演员梅竹芬。
梅家很久以来独具艺术灵感。 梅兰芳的曾祖父在泰州有个小商铺,专售精美的小佛像。 老人家把

对古老的艺术、古神话人物及其动作的轻盈优美,和对精雕细琢的技艺的热爱作为遗产传给了自己的儿

子———梅兰芳的爷爷,他当时已成为著名京剧演员。
梅兰芳的爷爷叫梅巧玲,在旧中国成名前曾经历过艰难的学艺生活。 他很小的时候就被贩卖儿童

的人卖到戏班班主手里。 残酷的木棒打手或打脸是这个学校里戏剧教育的基本“方法”。 但梅巧玲经

受住了这些考验。 他如饥似渴地向老演员学习技艺的秘密并努力地理解生活。 他就这样成了大师。 经

过对传统京剧众多角色的诠释,他成为这些戏剧改革的奠基人。 而他的孙子后来在舞台上荣耀地实现

了这些改革。
梅巧玲的儿子同样为自己选择了艺术之路。
梅兰芳的父亲从扮演老人和年轻人起开始了自己的舞台之路,后来转向扮演女性角色。 也正是扮

演同样的女性角色,他的儿子获取了世界殊荣。
梅兰芳的父亲很年轻就去世了。 他 26 岁时,严重的脑膜炎夺去了他的生命。
梅竹芬逝世后他的弟弟梅雨田成为梅家的老大。 他是京剧界最有天赋的著名音乐家之一,中国舞

台上的第一琴师。 他长期为当时最好的演员谭鑫培拉胡琴伴奏。 内行的人相互间分享喜悦的时候,演
员和伴奏者完美地融为一体。

就是这样一个家庭,一代又一代地继承着中国民族艺术的光荣传统。
梅兰芳获得了珍贵的遗产。 但家庭的荣光和传统并不能确定继承者的命运。 遗产可以落在无所事

事的懒人手里,可以被游手好闲的人挥霍掉,还可以在天才和勤奋的人手中通过其劳动悄无声息地成倍

增长。 梅兰芳的一生充满忘我奋斗的时光,他的头脑中每天都在掀起如何完善自己艺术的思想风暴。
一次在北京,我黎明时刻出去遛弯,大约早上六点钟时走到绿树成荫的孙逸仙公园。 烈日炎炎的日

子里,北京人喜欢在这里的湖边和凉亭里打发时光。 在公园附近的宫墙边,我看到令人惊奇的一幕:很
多年轻人脸朝向墙高声喊嗓并朗诵着某种庄重的念白。 正如人们向我解释的,这是戏剧学校的学生在

练声。
走向公园深处,我看到一个大约六岁的小女孩从林荫路走来。 有一位受人尊敬的老人胡子已灰白,

但动作轻盈,酷似年轻人。 小女孩在他的带领下练习极其优雅的剑舞。 实际上,这就是古老的剧本里女

主角虞姬的舞台角色。
我也亲眼目睹了梅兰芳的“秘诀”之一。 为了达到梅兰芳所拥有的那种艺术顶峰,需要献出毕生的

时光。 并且我恍然大悟:无论梅兰芳的天才怎样的绝无仅有,在这个国家里他不算是例外。 这里所有人

民的感受力都是那么美好。
梅兰芳在他八岁的时候开始学习演员艺术。 从他的书中我们了解到他是怎样艰难地开始自己的

路。 他曾经腼腆和内向,他的眼睛毫无表达能力,声音也很弱小。 “祖师爷没赏你饭吃!”———他的第一

任老师生气地说道,并拒绝了这个“无能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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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投入到同自己不完美的天赋的斗争中并取得了胜利。 他在书里回忆道,早上五点钟就和自

己的老师吴菱仙来到城墙附近的旷野上,就是我在孙逸仙公园看到的很多年轻人所在的地方,进行几个

小时的吊嗓。 然后这个孩子在背诵好十部老剧本的同时,要重复二三十次老师给他布置的经典唱段和

念白。
这些剧本再现了英雄的战斗和功勋故事,重现了善良的和凶恶的魔术师的古老神话,讲述了高尚的

无私奉献的爱和卑鄙的阴险。 经常有些情节来自于中国著名古典小说《三国演义》 《水浒传》 《西游

记》,但这些剧本绝大多数没有作者,他们由民间智慧集体创作。
梅兰芳如饥似渴地汲取着这些养分。 他进入的戏班表演的剧种属于传统戏曲的基本形式之一,写

入中国传统舞台的历史,称为“京剧”;在中国也可以称为“首都的”“北京的”音乐剧。 中国有很多种传

统戏剧,它们以戏剧的音乐伴奏形式、演员的歌唱气质、乐队的组成、方言、同一剧本的一系列不同的舞

台和形象戏剧处理方法而互相区分,但与此同时保留着所有传统京剧的基本特点。 京剧,可能更多地表

达了中国传统戏剧艺术的本质。 梅兰芳是最著名的京剧大师之一。
但是为了成为一名京剧演员,年轻的梅兰芳必须掌握更多不同种类的技能。 在歌剧中演员应会歌

唱,在舞剧中需要会舞蹈,在话剧中要掌握舞台动作和台词,在马戏中需要会腾跃、旋转行进,并且学会

许多杂技动作。 京剧要求演员同时掌握所有这些技能,并同步有机地组织在一起,但欧洲戏剧就连其中

的一种技能都不了解。
毫无疑问,我们经常有歌剧演员或芭蕾舞演员同时又是很好的话剧演员;但他的话剧天赋表现在他

能歌善舞,以自己的艺术手段来创造舞台上的某个形象。 在欧洲的轻歌剧中,戏剧性对话和歌舞是互相

穿插着的。 但京剧这种精湛的演技令舞台上一边歌唱一边表演的演员那种充满了敏锐的节奏感和音乐

感的身体语言变成了“舞蹈”,这种技艺可以让令人惊叹的悲剧独白立刻变成一系列闪亮的杂技空翻或

具有特殊象征性的动作。 这些动作以自己的且中国观众完全懂得的语言,揭示了正在发生的事件的最

深层次含义———这种技术只适用于中国剧院的演员。
学生若想把自己培养成为一名京剧大师,还应该掌握一个特别重要的事项,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

就是“挑戏笼子”,它是传统京剧特有的组成部分。 从城市到城市,从乡村到乡村,旧中国的流浪戏班不

能随身携带很复杂的舞台布景。 同时,他们编排的剧本,讲述着皇宫和天宫,讲述着英雄穿山越岭、长途

跋涉和远征。 这就只剩一种解决办法:用演员的技艺替代舞台布景。 演员应该用自己的行为和一系列

虚拟的、象征性的,有时又是完全现实的“造型动作”向观众解释,事情在哪里发生。 是的,这要求观众

们有足够的想象力。 京剧观众过去具备而且目前仍然具备着这种宝贵的素质。
于是产生了特别的词语“造型动作”(指身段),开始自己演员之路的梅兰芳需要研究这个词。 他应

该知道,正如所需要的,掀起长袍的下摆并轻轻地甩甩衣袖,同时眼睛向下看,就是让大家明白,女主角

正从桥上跳下来;他应该掌握象征着野鹅飞行的复杂的扇面波浪状动作;应该学会跨过台上不存在的群

山,在假想的河里游泳,打开假想的门,驾驭假想的马,做更多的复杂事情,因为在中国舞台符号和舞台

象征语言几乎如同语言文字一样包罗万象。 为了完全掌握这门语言,梅兰芳应该让自己的眼睛善于观

察且变得敏锐,让自己的身体有力量,易于控制且变得灵活。 这有时是残酷的,但又是必修的功课。
让那些认为演员生活是令人向往的轻松的人们都读读梅兰芳的书吧!
如果您有机会在黎明时向他北京家里的小天井看一眼,您可能会看见,梅兰芳晚年仍练习复杂的舞

剑艺术,或者他手里会拿着一个大水罐,对着它念整段的独白,为了练声(也避免吵到家人)。 这就是获

得世界声誉和终极完美的演员做的所有练习。
甚至当梅兰芳休息的时候,就像他年轻时代所做的,养鸽子,晚些时候他养花或者画画———他从休

息中取得了对自己艺术的宝贵经验。
在鸽群面前挥舞着长杆,他伸展了肩膀和双臂。 鲜花告诉他如何搭配戏服的色彩。 他的美术老

师———伟大的齐白石先生给了他智慧的建议,教会他更敏锐地感知线条和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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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这本书的时候,你会惊讶,在梅兰芳身上丝毫没有演员常有的那种妄自尊大和虚荣心;他接受任

何的建议,任何的评论,哪怕其中有一丁点儿的真理。 比如有人对他讲,在他扮演了角色十多年的一出

戏里,有一个汉字发音不准确。 梅兰芳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真正的科学研究,直到找到答案为止内心才归

于平静。 当他表演新的剧本时,他的朋友坐在厅堂里审视着每个动作;然后他们会到后台真诚地对他

说:“这个不好,这个不太确定,而这个很好。”
对于那些在演艺生涯中享有盛誉的角色,梅兰芳研究了一生。 “到现在我还记得努力奋斗的学徒

时代”———他在自己的访谈之一中同许姬传讲道。 在艺术家的严格要求之下,在对真正完美的热切追

求中,他总结了他的艺术“神奇”的最重要秘密之一。 其中也有其他的“秘密”,同样在此书中有所讲述。
在梅兰芳开始他的戏剧工作的时候,京剧里的戏剧构造的特质、演员角色和表演方式是严格规定

的,似乎是完全不可动摇的。 反派角色有一张麻白色的脸,圣灵、诚实的和英勇的主角是画有黑色或红

色的脸,骗子和喜剧人物则是在鼻子上有白点,谦虚和勇敢的姑娘总是穿着特定的服装并带有头饰,在
这样或那样的剧本里总是应该使用特定的动作造型,严格秉持确定的歌唱气质,精准地复制用几个世纪

创作出的表演画面。
京剧里演员有四种基本角色。 在女性角色的界定中,“旦”是“身着朴素衣装的女性”角色。 忠诚的

女性称为“正旦”或者“青衣”;同欧洲的嬉笑调皮的丫鬟相近的角色,在传统京剧中称为“花旦” (身着

彩色衣装的女孩);女军人的英雄角色称“刀马旦”;半大女孩子称“小旦”(与我们的女扮男装的角色相

近);上了年纪的妇女角色称“老旦”,喜剧老妇人称“彩旦”。
京剧的传统法则要求演员在此舞台流派范围内高度的专业化。 扮演“青衣”的演员,不能扮演“花

旦”,对于专门扮演女军人的演员,一生无缘于其他女性角色。
梅兰芳的爷爷用自己的舞台实践打破了这些严格限制演员的藩篱。 他的孙子最终巩固了该剧种的

“革命”成果:他同样成功地扮演了年轻女性的角色,机智的女仆,还有战争和幻想剧中的英雄女性。 但

梅兰芳比自己的爷爷走得更远:他重新审视了之前角色的合规的表演方式,赋予了他们新的生命。 “我

决定找到一条新路,它可以开启保存在艺术宝库中的无穷的财富”———他在自己的书中说。
在京剧历史的“前梅兰芳”时代,定型的舞台表达手段“永远”固定于每个演员。 因此,表演“花旦”

角色不一定必须拥有歌唱家的嗓子;表演的质量是演员的根本武器:表情、造型动作、喜剧方式。 对女军

人的角色来说必须很好地掌握击剑作战技巧。
特别乏味的是年轻女主角的行当———“青衣”。 僵化的传统完全禁止对其“表演”:缺乏热情的毫无

表情的脸,静止的姿势,在舞台上缓慢而拘谨的移动,她们应该只有唱念,不要求她们更多。 “笑不露

齿,行不摆衣”———是古老的戏剧法则对她们的要求。 从实质上说,这不仅是戏剧的法则,也是如今远

去的旧中国,封建中国的生活法则。
封建政权想把中国女性看成是缺乏个性的、受拘束的、缺失性格和意志的。 梅兰芳在自己的戏剧革

命中不仅仅是反对毫无生气的虚伪的传统;他以自己的艺术为手段同死气沉沉的生活法规作斗争。 如

同旗帜一般,梅兰芳抬高了中国女性的尊严、天赋、心灵的美感和无畏精神。 他为在他之前模糊不清的

“青衣”角色带来了话剧演员的技艺;在造型动作、声腔、舞蹈、表情的高超技艺的帮助下,他创作了深刻

而真实的个性,全新开启了古老剧本的传统形象。
在梅兰芳之前,美女赵艳蓉的角色在京剧《宇宙锋》里既没有观众喜爱也没有演员喜爱。 故事讲的

是大臣的女儿反对权威的皇帝,装疯,也不服从父亲的命令,誓死捍卫对丈夫的忠诚。 故事充满真正的

戏剧性和社会意义。
但正如梅兰芳在自己的书中所讲,演员们面对如此丰富的内容该做些什么,在舞台上站立不动做

“抱肚子”的动作,毫无激情的唱念,面无表情吗? 梅兰芳饰演的并非暮年的赵艳蓉成为中国舞台上最

受喜爱和最受欢迎的女主角之一。 面具被现实女性的鲜活、忐忑不安的性格所取代,这个性格最初是阳

光的、充满着年轻的优美,然而,随着赵艳蓉发现自己父亲的阴险和皇帝龌龊的强迫,便逐渐变得倔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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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强。
梅兰芳扮演的这个角色里充满着异常丰富的心理细节。 模糊的怀疑让位于发现真相的恐惧,焦急

地找寻出路被平静地接受决定所替换,装疯的大胆的喜剧色彩被大笑所取代,在这笑声中可以看到受伤

的心灵的泪和痛。 最终,所有这些亮点融合成为真正的无所畏惧的悲剧主角,当着皇帝的面抛出果敢的

话“普天下属于每个人”,而并非属于他一个人。
梅兰芳在《白蛇传》里扮演的经典白蛇角色是非常有人性的。 剧本取材于古老的传说,讲述了水中

之王白蛇如何变成女人,如何在西湖遇到年轻的许仙,如何互相爱慕,而凶狠又有嫉妒心的和尚法海是

如何破坏了他们的爱情:法海说服许仙离开自己的“不诚实” 的妻子,而把白蛇囚禁在一座古老的寺

庙中。
梅兰芳扮演的白蛇不是女巫,不是有变形术的人,也不是故事里虚幻的人物,而是善于在爱中自我

牺牲和捍卫自己爱情的几百万中国女性其中之一。
在“断桥相遇”的剧本中,与法海斗输了的白蛇遇见了从禅寺中跑出来的丈夫。 这一幕需要对女性

的心灵有多么深的认知! 在她身上,有见面最初几分钟时忐忑的羞愧,有深深的自责,有原谅,有对自己

爱人动情的保护,有为他而斗争的英勇决定,有搏斗之后还未冷静的愤恨,还有对丈夫和自己未来孩子

的无尽的温柔。 梅兰芳表演的《白蛇传》,是舞台艺术家对旧中国女性命运的激情讲述,使人们确信拥

有追求愉悦和幸福生活的权力;与此相反,所有形式的法海仇视人类的阴谋诡计必败。
梅兰芳创作的深刻人文主义线条可以在他的任何一部作品中有所发现。 表演《贵妃醉酒》时,很多

演员都会把醉酒变成一场足够轻佻的折子戏,其内容是吟唱被皇帝失宠的红人的孤独,而他(指梅兰

芳———译者)在这个似乎是舞台小摆设的一场戏中,却善于窥探女主角空洞的内心,理解她社会命运的

悲苦,并凭着自己精湛的演技创作了细致入微的角色画面,这场折子戏理所当然地走进了他舞台经典作

品之列。
没有必要在该文章里详细地重建梅兰芳的角色,因为他本人在自己的书中已经阐述明了。 他详尽

地分析了赵艳蓉(《宇宙锋》)、赵色空(《孽海记》中的《思凡》)、杨贵妃(《贵妃醉酒》)的角色扮演。 最

后讲到了在爱国主义民间戏剧《木兰从军》中对中国的圣女贞德———花木兰这一女英雄角色的把握。
他的分析和讲解为介绍自己在这些剧本中的表演提供了机会,我认为,也为聚焦短期的舞台创作开辟了

新途径。
这些关于全部角色的详细记载,记录了每个动作、音调、舞台场面设计、演员的所有内心的进程,他

的思考和具体表现方式,为研究者提供了珍贵的材料,为年轻演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课程,为所有戏剧

爱好者提供了迷人的故事。
梅兰芳创作的一百多个角色,一百多个女性形象,都是鲜活的,各有不同,她们都标志着梅兰芳艺术

中最珍贵的东西,标志着真正的和充分的才华的体现。 “演员永远应该化身于他扮演的角色……忘记

他是个演员,就像与所扮演的人物融合了一样”———梅兰芳在自己的书中写道,也不止一次在书中强

调,只有最深地理解主人公的个性,只有了解他的社会命运和社会环境,才可以为演员带来真正的艺术

成就。 独树一帜的、虚拟的京剧完全有别于拥有舞台系统的俄罗斯戏剧,京剧演员接触先进的俄罗斯舞

台思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非常有限。
“1935 年我第一次来苏联巡演的时候,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见面”,梅兰芳在发表于 1953 年《文艺

报》杂志的文章中回忆:“首次见面我就被这位艺术家的真诚和内心的纯洁所打动。 我们见了几次面,
并且长时间的相互倾诉各自在创作中的快乐与悲伤,成功与失败。 当我在莫斯科巡演的时候,斯坦尼斯

拉夫斯基经常来看我的剧,我也在艺术剧院观看了他导演的剧目……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我的友善鼓

舞着我并在我内心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去年秋天我重新拜读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著作《我的艺术

生活》和《演员的自我修养》,又进一步认知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
在书的第二部分,梅兰芳讲解了他在《贵妃醉酒》中运用的舞台程式之一。 这是个别的,乍一看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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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是无足轻重的案例,但是它形象地说明了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有关人类行为逻辑的理论丰富了中

国演员独特的演技这一事实。 杨贵妃这一角色的戏剧传统规定表演这部戏的每个演员需要在其场景之

一使用“卧鱼”的程式:演员应在舞台上蜷成一个半圆形,下蹲且左手做出规定的动作。 大概某些时候

这个程式曾经拥有某种现实的理由。 几百年过去了,理由被遗忘,而程式留了下来。 每个演员都认为必

须采用它,却没有思考过,它究竟意味着什么。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失去了自己本源的传统变成了刻板

的公式。 演员可以娴熟地掌握它,而它却绝对无法促进演员真实地诠释角色。
一次,梅兰芳在赏花,他俯身去闻花香,不由自主地做了在舞台上为完成“卧鱼”程式而毫无理由做

出的动作。 于是,杨贵妃在此赏花! 舞台活了。 舞台场面设计的内在理由出现,而这个行为逻辑,梅兰

芳也不止一次地在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见面时谈起。
舞台现实主义———有丰富内涵的概念。 它的诗化的语言可以是虚幻的、与生俱来和独具一格的。

与生俱来和独具一格是传统京剧诗歌语言的特性。 但每个现实戏剧体系的核心都有“有关人类命运、
人民命运的具象故事”。 这就是为什么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创造的舞台“人类行为学”的睿智科学对世

界所有戏剧,包括对梅兰芳的戏剧,如此贴近并如此富有成效。
“卧鱼”程式的故事,当然只是细节,只是个别现象,说到有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这位伟大的中国

演员创作的实质性影响,就是帮助他争取传统京剧拥有真正属于人民的人文主义开端。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同样对梅兰芳的艺术有着特别高的评价。
我记得,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去世前不久,他同自己工作室的学生们进行了最后的交谈,全神贯注

地为他们讲解了梅兰芳精湛的技艺、令人叹为观止的音乐天赋和优美动作。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舞台

上体现生活真理有各种手段,演员应该完全掌握这些手段,就像梅兰芳能够掌控自己的身体一样,例如

他的双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当时说———可以写一部叙事诗。
“向梅兰芳学习技艺的精准性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建议自己的学生。
在梅兰芳北京的家里,在他所喜欢的齐白石的作品旁边,我看到一张大照片,是梅兰芳同斯坦尼斯

拉夫斯基的合影。
这张照片象征着连接苏联和中国舞台的彼此滋养的深厚友谊。
有趣的是,1953 年梅兰芳出访朝鲜为中国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战士演出时,士兵们为讨演员欢心,

在他的床上挂了这张照片———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合影。 他们明白,这张照片对他有多珍贵。
很多能够解释梅兰芳神奇技艺的秘密,读者都可以在他的书里有所发现。 但这些“秘密”中有一个

主要的、关键性的,假如一个艺术家不能掌握它,那么无论他有多么天才多么坚强,任何时候都不能达到

梅兰芳所达到的那个艺术顶峰。 一个演员如果忽视这个“秘密”,就会像《舞台生活四十年》的作者令人

信服地指出的那样,很容易“与闭门造车的人一样,当上路时才发现轮子与轨道不相符”。
梅兰芳的主要“秘密”在于,虽然他一生成功演绎了诸多古老的剧本,但他热情支持自己时代优秀

的思想和事物,了解人民生活,从而知道人民期待从戏剧中得到什么,他深深的爱国主义和对人民的爱

把剧本转化成为轰动一时的时代现象。 正是因为梅兰芳善于倾听自己时代的“音乐”中的英勇的革命

的基本旋律,看到引领他的“轨道”,深刻理解未来走在这条道路上的数百万人,他才能完成民族传统戏

剧创新的大量工作,这确定了他在中国舞台历史上的杰出地位。
梅兰芳生活在动荡的社会。 他的生活开始于中国“满清”时代统治的时期。 他出生那年中日战争

打响了第一枪,同年民主人士孙逸仙创建了革命组织,开始了为中国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 他的创作生

涯经历了中国人民为自己的自由而奋起抗争的革命风暴时代。
义和团起义、1911 年革命、反对军阀袁世凯独裁的斗争,如同对俄国伟大十月革命和强大而有魅力

的列宁思想的回应而爆发的反皇权和反封建的五四运动。
之后开始了为成立新中国英勇奋斗的几十年。 国民党的叛变、日本人的围攻、中国红军万里长征的

传奇诗篇、延安窑洞里的“共产主义学校”,最终迎来了旧制度的覆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中国人

931

[苏联]
 

V. 科米萨尔热夫斯基　 马臻加　 译　 梅兰芳和他的书



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成绩。 在所有这些风雨飘摇的英雄年代,梅兰芳始终同人民一道,相信人民

的革命思潮。 1959 年梅兰芳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国民党怯懦、投降主义政策影响的混沌日子里,梅兰芳在舞台上的爱国主义戏剧《抗金兵》《木兰

从军》中树立了自己大无畏的著名古代女英雄形象,成为他这一代高尚的道德标杆。 当出现一些要求

艺术家积极影响生活的问题的时候,梅兰芳敢于打破已有传统,把丝绸和镶金的古典剧服换成了现代服

饰,出演反映当下紧迫问题的剧本。 这些现代戏剧,像《孽海波澜》或《一缕麻》,勇敢地对旧中国女性无

权的地位提出反对,迫使不止一个中国家庭对自己女儿的命运进行深刻思考。
艺术家的爱国主义和公民良知是梅兰芳的最高法规和艺术标准。 在日本侵略时期,梅兰芳不愿为

侵略者表演,抗议性地蓄起胡须,拒绝在剧院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后的日子里,中国政府号

召中国艺术大师重新评价古典遗产,把珍贵的人民文化本质从一切非固有的、过时的封建思潮影响中解

放出来。 梅兰芳审视了自己的剧本,为了宣传新思想而毫无惋惜地告别了曾经得到好评的角色。
“这里我想说,为什么在我的剧目中我停止了《刺虎》的表演”。 梅兰芳在《文艺报》刊登的文章中

说:“在几十年间,基于之前主角的表演技术经验,我继续独立研究剧本的主人公,并在此方面耗费了大

量的时间和精力。 我多次在国外表演这个剧本,很受欢迎。 但现在我发现,费贞娥打死了农民革命领袖

是反动行为,是奴性现象,在舞台上不该占有位置;我明白这样的剧本是有害的,决定毫不吝惜地从自己

的剧目中剔除。”
梅兰芳作为一位改革者和传统京剧孜孜不倦的宣传者有巨大的意义。 他无论在哪里表演———在自

己的祖国或是在苏联,或是在纽约、东京、巴黎①,又或是在遭到破坏的平壤———他都会俘获成千上万的

新朋友和对中国戏剧艺术崇拜者的心。
最近几年梅兰芳特别经常在国内活动,在同建筑工人、冶金者、矿工的交往中为自己的创作找到新

的力量和灵感。
1958 年蒋介石的炮兵炮轰台湾海峡,在福建前线的第一线可以看到为战士们表演自己的经典角色

之一的梅兰芳。
某个时候,这位著名的演员只是在自己巡演的时候离开中国边境。 最近几年他经常远行,为了扮演

他的完全另一个“角色”:梅兰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之一。 他以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亚

太国家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 中国人民选举他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

表,他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的委员。
梅兰芳领导了在新中国成立后创建的中国戏曲研究院,并任中国京剧院院长。
“老一辈的人正在离开,而年轻人还没有成熟,我就像坚守岗位的艺术战士,应该顽强奋斗到筋疲

力尽为止”———梅兰芳在自己的书中写道。 只要他还有力气,他就坚信自己的职责,他就不会离开自己

的岗位。
前不久在《戏剧报》杂志中有幸读到这本书的第三部分的开头,是梅兰芳在自己生命的尽头写下

的。 他急于向年轻人转交接力棒。
读者将会带着对伟大演员一生功勋的崇敬,带着对发掘他杰出艺术的鲜活兴趣而拜读这本书。 这

部著作在苏联的出版是联结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生机勃勃友谊的见证。

(责任编辑:素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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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梅兰芳没有在巴黎表演过,或是作者的笔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