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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研究的新语境与新拓展

老舍文学经典的生成及其当代意义

　 　 　 谢昭新

摘　 要:　 老舍作为现代经典作家,是随着时代和他的文学创作不断创新发展,历经不

同时代的文学史的经典化建构及经典性定位而成为现代经典作家的。 在“经验主义”
创作基础上形成了文学经典《骆驼祥子》 《四世同堂》 《茶馆》内涵的丰富性、实质上的

创新性、艺术的感染力。 老舍文学经典一直具有超越时空的广泛的传播接受的品质,而
且不断地形成时空的传播接受“热潮”,并在广泛的多姿多彩的戏剧影视改编与演播上

创造了经典品格,凸显其经典特征。 老舍文学经典具有伦理道德力量的感化作用和传

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不仅在文学内部的艺术经典性上影响了当代文学创作,而且在

戏剧影视的改编传播上,促成了老舍诸多作品向着经典化方面增容、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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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最权威的也是最为人们接受的排序法即是人们常说的“鲁郭

茅巴老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 那么,老舍是如何经典化而成为现代经典作家的?
是他成为经典作家后才生成文学经典作品,还是他的文学经典作品成就了他的现代经典作家? 作为老

舍的文学经典作品有哪些? 老舍文学经典又是怎样生成的? 其类型、特征是什么? 老舍文学经典对当

代文化文学建设有何意义? 这是本文要探讨的几个问题。

一、经典作家老舍的经典化历程

一个作家必须经过经典化才能成为经典作家,经典作家及其文学经典是文学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标

志,更是文学发展史中的最醒目的流传物。 经典作家和非经典作家的不同处,就是经典作家在文学史中

具有显赫的位置,而非经典作家仅仅在文学史上留有其名,但掀不起文学史的大波大澜。 老舍与一般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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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不同处,就是他一登上文坛就不同凡响,他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①掀起了“打破当时一

般作家的成规,另向新的风格方面创作”②的大波澜。 这三部小说发表后,立即引起精英批评家、文学史

家朱自清的评价和赞赏。 朱自清在《〈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中评价其讽刺艺术特色与清末“谴责
小说”接近,在人物性格上的扩大的描写方法与《阿 Q 正传》接近,并称赞老舍是写景能手,“写景是老舍

先生的拿手戏,差不多都好”③。 也就在 1929 年,朱自清在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等高校开设中国新

文学史课程,编有《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在本书的第五章“长篇小说”一节中,评述了老舍的《老张的
哲学》《赵子曰》与《二马》,突出了它们的讽刺的个性及讽刺的发展,由前两部小说的“过火的讽刺”而

发展到《二马》则成了“恰如其分的讽刺”,尤其可贵的是他发现老舍受“鲁迅的影响”,这就提升了老舍

的地位。 因此,《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是老舍经典化的开端。 在此之前的文学史影响较大的,比如
1926 年大光书局出版的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其中最后一节是讲新文学的,评述的作家作品较多,
突出彰显作家地位的是鲁迅的《呐喊》《彷徨》、郭沫若的《女神》、茅盾的《蚀》和《虹》。 那时已经把鲁迅
视为中国思想界的领袖、现代中国文学的实际大家。 当然,赵景深出版这部文学史时,老舍早期的三部

小说还未问世,他未对老舍加以评论是在情理之中。 但到了 1933 年出版的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

史》时,老舍作为现代作家经典化的程度已上升到了鲁迅、郭沫若、茅盾之后的第四位了。 黄修己先生
称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是第一部具有系统规模的中国新文学史专著”④,具有文学史的权威

性。 在这部文学史中,第五章:新文学创作第一期,小说部分评述了鲁迅等 26 家,重点突出鲁迅,诗歌部

分突出胡适、郭沫若。 第六章:新文学创作第二期,小说部分评述的小说作家分别为茅盾、老舍、巴金、丁
玲等 19 位。 从这部文学史看,已初步显露出“鲁郭茅老巴”的经典性位置了。 这部文学史对老舍的评

价相当高,不仅对具体作品作了富有特色的评点,认为《老张的哲学》是一部讽刺小说,“给读者换了一

种新鲜的口味”,《赵子曰》《二马》仍然保持着“讽刺的风味”,《二马》具有“异国情调”,《猫城记》“对于
婚姻及教育各种问题,都有深切的讥讽”,而且从总体上评价老舍是“以夸大的诙谐的笔锋,描写故都的

风物,陈旧的社会”的天才作家,“就作风上说,在当时的讽刺小说也不是没有,然像这样雄宏的气魄,冗
长的题材,巧妙的诙谐,除了老舍的作品以外,尚找不出第二人。 只就他打破当时一般作家的成规,另向

新的风格方面创作而言,已经值得我们佩服了”。⑤ 这就突出了老舍的经典所在:他是描绘故都北平市

民社会生活、风俗民情的开创者,他是现代讽刺小说、诙谐幽默艺术风格的创造者。
20 世纪 30 年代是老舍创作的丰收期,出版的长篇小说有《小坡的生日》 《离婚》 《猫城记》 《牛天赐

传》《骆驼祥子》等,短篇小说集有《赶集》 《樱海集》等。 《离婚》 《猫城记》曾得到众多文学批评家尤其

像李长之、王淑明等大批评家的评论、赞赏,大都认为这两部小说达到了老舍创作的成熟阶段,称《离
婚》是作者创作中的第一本完美的作品,《猫城记》表露了作家的国家观念、爱国思想和对国民性的批判

态度。 成熟之作、完美之作,无疑提升了老舍作为经典作家的经典质素,而到了《骆驼祥子》这部文学经

典的出现,更加固了老舍经典性的地位。 虽然 20 世纪 30
 

年代的左翼文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对老舍有这
样或那样的质疑,像舒乙于 2014 年 2 月 22 日在西城区第一图书馆讲老舍时所说的,左翼文艺思潮对老

舍作品的评价是不高的,把他看成了另类,但是“另类”并不影响作家成为经典,因为老舍有大量的精品
尤其是经典作品。

在抗战全面爆发后的 20 世纪 40
 

年代,作为经典作家老舍的经典地位已经上升到了辉煌阶段。
1938 年 3 月 27 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老舍当选为“文协”的总务部主任,即相当于
我们现在所说的文联、作协的主席,因战时特殊原因,“文协”不设主席、副主席,全部的事务、责任都由

总务部主任统管。 所以这个时期老舍的地位,很明显是在鲁迅、郭沫若之后,茅盾、巴金、曹禺之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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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老舍自己是不在乎也从不计较什么地位、荣誉的,他始终把自己视为“写家” “文艺界尽责的小

卒”。 但是,他为了配合抗战、宣传抗战、激励民气,创作发表了大量的通俗文艺作品、抗战话剧、抗战诗

歌、抗战散文,到抗战中后期,创作发表长篇小说《火葬》《四世同堂》(《惶惑》《偷生》),登上了文学创作

(小说创作)的第二个高峰。 老舍为抗战文艺以及“文协”所作的不朽贡献,深得广大民众和各阶层、各
党派作家们的高度赞赏。 1944 年 4 月,在重庆由邵力子、郭沫若、茅盾等 29 人联名发起老舍创作二十

周年纪念活动;4 月 17 日,各界人士三百余人向老舍表示祝贺,十余家报纸开设专栏,共发表数十篇文

章,对老舍的为人为文做了高度评价。 它们称老舍为“新文艺的一座丰碑”,在“新文艺上划出了一个时

代”,“无论在做人做文上,都为我们创作出更多不朽的范本,使我们的新文艺愈加充实光辉,文艺界愈

加团结一致,促进抗战的胜利,建国的成功”。① 这已将老舍放在新文化新文艺运动的旗手、主将后面

了。 同时,老舍此间的通俗文艺创作和话剧《残雾》 《国家至上》、小说《火葬》 《四世同堂》等,也都纳入

了蓝海(田仲济)的《中国抗战文艺史》(现代出版社,1947 年版)。 20 世纪 40 年代另有一本较有影响的

李一鸣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世界书局版,1943 年版),将现代小说分为四派,鲁迅、叶绍钧、老舍等

为第一派,是新文学前十年中主要的一派。 应该说,进入文学史并在文学史中占有突出地位,是作家经

典化的重要标志。
从抗战时代起,老舍就不断地追随时代。 到新中国成立后,他更将自己真诚的情感融入新社会、新

时代的大潮中,常以新旧对比的模式歌颂新中国、新社会、新制度。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他以话剧《方

珍珠》尤其是《龙须沟》的创作获得了现代作家中唯一一位由政府颁发的“人民艺术家”的荣誉称号。 作

为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下的权力话语代言者的周扬,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报告、发言中肯定了现代经

典作家们的经典地位,其中包括对老舍的定位。 他认为,老舍是改造自己并很快实现“转型”的一个典

型。 他在《从〈龙须沟〉学习什么?》一文中,提出主要“学习老舍先生的真正的政治热情与真正的现实主

义的写作态度”②。 老舍本来是伦理文化型作家,当他在政治生活化的社会氛围下,完成像周扬所说的

向富有“真正的政治热情”的政治文化型转化,再加上“人民艺术家”的头衔,这样既保持又发展了经典

作家的经典性。 特别是到了 1957 年话剧经典《茶馆》的出现,更将老舍作为经典作家推向了经典化的

第三个高峰阶段。 可见,经典作家催生了经典作品,经典作品又推动了经典作家的经典化进程。
从文学史进行考察,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老舍作为经典作家的定位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权威

文学史即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③中得以充分展现。 “鲁郭茅巴老曹”的专章模式及叙述方法虽未

浮出史面,但对他们则进行了“新民主主义”的评价。 老舍虽未设单独章节,但在上册第 8 章第 4 节“城

市生活的面影”中,评述老舍、叶绍钧、沈从文、张天翼、欧阳山等,老舍的篇幅占居第一;下册第 3 编第

13 章第一节“战时城市生活种种”,在诸多作家中,评点了老舍的短篇小说集《火车集》《贫血集》和长篇

小说《火葬》,第 14 章第 2 节“抗战与进步”在介绍诸多抗战戏剧中,介绍了老舍的《残雾》 《面子问题》
《张自忠》《大地龙蛇》《归去来兮》等。 其后的文学史著作像带有政治化色彩的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

史略》(作家出版社,1955 年版),以政治划线,分革命文学作家、进步作家和资产阶级作家,突出鲁迅的

旗手地位、郭沫若及茅盾的革命文学作家特质,将老舍和巴金置于进步作家中加以评述。 但不管怎么划

线,“鲁郭茅老巴”的文学史位置显现出来了。 这个时期还有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 (作家出版

社 1957 年版),他突出了鲁迅,以专章加以评述,而将叶圣陶、巴金、老舍诸作家放在“对于现实的暴露

和批判”的标题下加以介绍,显然对他们的地位及价值认识之不足。 在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中

(香港昭明出版社 1976 年版),上卷突出了鲁迅(设专章)、郭沫若(设专节);中卷第十九章在介绍长篇

小说七大家中介绍了巴金的《家》、老舍的《骆驼祥子》和茅盾的《子夜》等,在短篇小说一节介绍了《月

牙儿》;下卷第二十六章“长篇小说竞写潮”中介绍了老舍的《四世同堂》。 文学史发展下来,到了新时期

开端,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共三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1980 年版),“鲁郭茅巴老曹”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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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单独章节出现,其中第二册第九章第二节是老舍和他的《骆驼祥子》。 这之后的钱理群、吴福辉、温儒

敏、王超冰所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以“鲁郭茅老巴曹”为序设专章,其中第十二章“老舍:现代中

国的‘市民诗人’”,将老舍定格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市民诗人”;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

国文学史》(上、中、下三册,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按“鲁郭茅巴老曹”为序设专章或专节;朱栋

霖、朱晓进、吴义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13)》 (上、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版),按
照“鲁郭茅老巴曹”为序设专章。 总之,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及新世纪以来的诸多《中国现代文学史》
著作大都以“鲁郭茅巴老曹”的专章专节形式出现,进一步确立了现代经典作家的文学史定位,同时在

文学史中出现的作为老舍文学经典的是《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

二、老舍文学经典的生成及其类型、特征

作为经典作家老舍的经典作品是《骆驼祥子》 《四世同堂》 《茶馆》。 它们既为文化精英、社会大众

所公认的,也是文学史所接受定位的。 它们不仅在文学作品内部具有内涵的丰富性、实质上的创新性、
无限的感染力,而且在文学作品外部的社会、时代、文化权力、大众接受等方面具有时空的跨越性和永久

的生命力。
文学经典的生成是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这种文学现象是由多方面的文化文学因素

组成的。 老舍文学经典的生成也有着多种文化文学因素。 首先,它们是在作家经验主义的创作基础上

产生的,是历经作家精心打磨而成的,带有经验型的特征。 老舍在《骆驼祥子》未产生前,已出版了《老

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 《小坡的生日》 《猫城记》 《离婚》 《牛天赐传》以及《赶集》 《樱海集》中的短

篇小说。 同时,在创作经验集《老牛破车》中也已写成了像《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式的我怎样写九

部作品的九篇文章。 到 1936 年夏《骆驼祥子》写完后,又补写了《我怎样写〈骆驼祥子〉》等文章,使《老

牛破车》成为老舍式的“经验主义”的创作理念和文学批评观的理论之作,而不是单纯的创作经验谈。
《老牛破车》所说的老舍式的“经验主义”的文学批评观都是从创作实践中来,受到创作实践的需要,也
受到创作实践要解决的实际问题的启发而形成的,还会再回到实践中去,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进一步提

高实践也即作品的质量。 从《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到《我怎样写〈骆驼祥子〉》可以看到的是老舍创

作的不断发展成就了文学经典《骆驼祥子》的诞生。 从小说创作题材上看,从写学堂、商人(《老张的哲

学》),“五四时期”的学生生活(《赵子曰》),市民公务员的灰色人生(《离婚》),社会组织体制的整体剖

析(《猫城记》),再到市民社会贫民阶层的生活、精神遭际(《骆驼祥子》),题材贴近生活的关系更加成

熟;从人物描写上看,由类型化逐渐走向典型化,创造出市民社会中的车夫祥子“这一个”典型;从人性

展示、性格刻画看,从描写好、坏对立的一元化的好就是好、坏就是坏的人性、性格形态,发展到真正描绘

出了像祥子那样的“好人也有缺点”以及虎妞、刘四式的“坏人也有好处”的人性的多样性和性格的丰富

性、复杂性;从读与写的经验的增多促成文学形式之美考察,由初期两部作品受狄更斯影响下的“泼辣

姿肆”到采用康拉德说故事似的往“细”里写《二马》①,继之读法国小说,回国后读俄国小说,“觉得俄国

的小说是世界伟大文艺中的‘最’伟大的”,“读的多了,就知道一些形式,而后也就能把内容放到个最合

适的形式里去”②,加之写得多了历经艺术形式上的磨炼,才使《骆驼祥子》达到了艺术上的完美;从幽默

艺术风格上看,从初期的“立意幽默”到《猫城记》“禁止幽默”到《离婚》 “返归幽默”再到《骆驼祥子》幽

默的成熟,老舍说:“它的幽默是出自事实本身的可笑,而不是由文字里硬挤出来的。”③而且小说的文字

“极平易,澄清如无波的湖水”,再加上提炼过的北平的口语俗语,“给平易的文字添上些亲切,新鲜,恰
当,活泼的味儿。 因此,《祥子》可以朗读。 它的言语是活的”。④ 这就在“经验主义”创作基础上形成了

《骆驼祥子》内涵的丰富性、实质上的创新性、艺术的感染力。 同样,《四世同堂》是在《大地龙蛇》对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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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老舍:《我怎样写〈二马〉》,《老舍文集》15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73 页。

 

老舍:《写与读》,《老舍文集》15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546 页。
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老舍文集》15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07 页。
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老舍文集》15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08 页。



方文化进行全面审视的基础上,也是在总结《火葬》写战争经验得失的基础上的大发展、实质上的创新

性。 《茶馆》是在他“经验主义”的诸多话剧创作的基础上,在艺术技巧上的大创新、大发展,也是在《秦

氏三兄弟》(《茶馆》前本)的创作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经典话剧。
老舍文学经典的生成与作家创作时对“经典”的潜心追求也有一定的关系。 老舍在创作《骆驼祥

子》时,在心理愿望上就很想把它打造成文学经典。 他是在辞去山东大学教职后拟做“职业写家”而开

始写《骆驼祥子》的,老舍说:“《骆驼祥子》是我作职业写家第一炮。 这一炮要放响了,我就可以放胆的

作下去。”①他满怀信心要放响这“第一炮”,他写完后就认为这部小说是“最使我自己满意的作品”②,文
学经典已经住进了他的心中。 同样,《四世同堂》也是在他经验主义的创作基础上经过精心打磨而成的

文学经典。 如果说《骆驼祥子》酝酿构思的时间长,搜集的材料相当多,那么到了《四世同堂》,它创作的

时间更长。 从 1944 年 1 月老舍写第一部《惶惑》、1945 年写第二部《偷生》到 1947 年至 1949 年间写第

三部《饥荒》,历经长达 6 年时间的精心磨炼才成就了《四世同堂》这部文学经典。 老舍说过:“就我个人

而言,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部小说,因为它是我从事写作以来最长的,可能也是最好的一本书。”③

文学经典的生成必须有广泛的阅读接受,必须具备跨时代被接受的品质。 老舍这三部文学经典从

问世以来,一直具有超越时空的广泛的传播接受的品质,而且不断地形成时空的传播接受“热潮”。 老

舍的作品大都先在报刊上连载,继之出单行本。 不仅在国内多次出版,而且在国外出版多种翻译文本。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除了鲁迅,作品被翻译成外文最多的是老舍。 据不完全统计,老舍有 20 多部作品被

翻译成 20 多种文字,其中这三部文学经典的版本更多、流传更广。 《骆驼祥子》在《宇宙风》杂志连载

后,从 1939 年至 1941 年,上海人间书屋出版社共出版 6 次;1941 年至 1949 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共出版

11 次;新中国成立后不同出版社的版本计有 74 种。 国外有日、朝、英、法、德、意、瑞士、西班牙、南斯拉

夫、匈牙利、捷克、丹麦、瑞典、俄、拉脱维亚、哈萨克等文的译本,直到 2017 年,马西娅·施马尔茨将其译

成葡文,首次在巴西出版。 《骆驼祥子》创造了广泛的时空传播接受之最,它的不同译文的出现,即带来

了该地域、该民族的老舍“阅读热”和老舍“研究热”,这种文化文学现象最集中的表现是在日本、俄罗斯

和西欧。 以苏联、俄罗斯为例,《骆驼祥子》的各种译本就有 10 余种,由此带来了老舍研究“热潮”,据统

计,“1953 年至 80 年代末的 30 多年间,俄罗斯共发表出版了老舍研究论文、论著约 120 篇(部)”④。
《四世同堂》也是如此,以它在日本的传播为例,从 1949 年至 1983 年就有日文译本 7 部,其中邻木择郞

等于 1951 年至 1952 年间翻译的《四世同堂》引起了强烈反响,成为畅销书。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芦田

孝昭译《四世同堂》(上),竹中伸、芦田孝昭译《四世同堂》(中),日下恒夫译《四世同堂》(下)⑤,也都是

日译本名著。 在日本更出现《四世同堂》“研究热”,据不完全统计,仅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 14 篇评

论文章。 此外,《四世同堂》还有德译版、英译版等。
《四世同堂》在国内的传播“热潮”是循序渐进的,且直到当下还依然出现新的热浪,形成一种独特

的文化现象。 《四世同堂》的第一部《惶惑》初载于 1944 年 11 月 10 日至 1945 年 9 月 2 日重庆《扫荡

报》,1946 年 1 月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单行本;第二部《偷生》初载于 1945 年 5 月 1 日至 12 月 15
日重庆《世界日报》“明珠”副刊,1946 年 11 日晨光出版公司分上、下册初版;第三部《饥荒》只在 1950
年 5 月至 1951 年 1 月《小说》月刊连载了前 20 段,即因故中止。 在特殊年代作者手稿丢失,此书遂成残

璧。 1981 年马小弥根据浦爱德翻译、美国哈考特·布拉斯出版社 1951 年出版的《四世同堂》节译本《黄

色风暴》,转译了该书的最后 13 段,补足了作家原设计的全书的 100 段。 马小弥转译的 13 段中文稿,载
于《十月》杂志 1982 年第 2 期。 之后,大陆流行的《四世同堂》主要版本中,后面的 13 段都是马小弥所

译。 近年来,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赵武平在哈佛大学的艾达·普鲁伊特的档案里,发现了《黄色风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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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老舍文集》15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05 页。
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老舍文集》15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07 页。
老舍:《致劳爱德》,舒济编:《老舍书信集》,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71 页。
白杨:《老舍作品在俄罗斯的传播与研究》,《俄罗斯文艺》2015 年第 4 期。

 

日下恒夫翻译的《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不仅翻译了前面的中文部分 20 章(老舍称“段”),而且对末尾的英
文的 13 章(段)进行重译,这样就成全了日译版的共 100 章(段)的《四世同堂》。



前的英文手稿本。 这个手稿本比《四世同堂》的 100 段的版本多出了整整 3 段,这就使《饥荒》在 20 段

后有了 16 段,全书成为 103 段。 这部分与马小弥转译本不同的内容,经由赵武平的转译,发表于 2017
年第 1 期《收获》杂志。 同年 8 月,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了《四世同堂》的完整版(103 段),接着又有

天津人民出版社的《四世同堂》 完整版,2018 年 6 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四世同堂》 完整版(103
段)。 这就形成了文学经典传播的独特的文化现象:各种文学版本均以“完整”和后 16 段的翻译出色而

竞放光彩,从而引起学界对《四世同堂》文学版本的研究还将继续下去。
老舍文学经典不仅在纸制版本的广泛传播上显示其经典品格,而且在戏剧影视改编、演出上,更能

凸显它们的经典品格。 在现代作家中,老舍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的就有 20 多部(从 1950 年电影

《我这一辈子》以来至 2016 年的电影《不成问题的问题》,据不完全统计有 21 部,不包括小说改编的话

剧),他的文学经典被改编成戏剧影视的数量最多,且精品、经典纷呈。 《骆驼祥子》改编成戏剧影视的

有:1. 话剧《骆驼祥子》,1957 年 7 月,梅阡改编同名五幕六场话剧,成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经典话剧

(主要演员:舒绣文、李翔、英若诚、于是之等)。 从剧本发表至 1958 年 3 月不到一年的时间,已演出 100
场以上。 据有关资料提供的数据,北京人艺演出话剧《骆驼祥子》从 1957 年到 1962 年共演出 200 余场。
1980 年再上演以来至 1989 年陆续演出了近 100 场。 2007 年上演了顾威导演的新排本《骆驼祥子》①。
对于话剧《骆驼祥子》年年上演,仍然是一票难求的文化现象,顾威有自己的解读,他认为这种现象既得

益于深厚的文学基础(老舍小说经典和梅阡改编的话剧经典),又归结于戏剧的魅力。 2. 电影《骆驼祥

子》,1982 年 9 月,由凌子风编导,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同名电影,成为电影经典。 3. 京剧《骆驼祥子》,
1999 年 1 月,江苏京剧院上演。 4. 电视连续剧《骆驼祥子》,李翔改编,1999 年 2 月播出。 5. 北京曲剧

《骆驼祥子》,2011 年上演。 6. 歌剧《骆驼祥子》,2014 年 5 月,国家大剧院首演。 7. 广播剧《骆驼祥子》,
香港版,共 5 集。 一部文学经典产生出这么多经典的剧种、剧目、电影、电视,这是少见的文化艺术现象。
电影《四世同堂》,1985 年,林汝为导演;电视剧《四世同堂》,2009 年,汪俊导演。 这两部也成了影视剧

经典。
如果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在广泛的多姿多彩的戏剧影视改编上创造了经典品格,凸显其经典

特征,那么《茶馆》则在广泛的跨越时空的经久出新的演出中,创造出奇迹般的经典品格,彰显其经典特

征。 1958 年 3 月 29 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第一场《茶馆》,焦菊隐、夏淳导演,于是之、郑榕、黄宗

洛、蓝天野、英若诚等著名表演艺术家演出,立即产生轰动效应。 之后常演常新,经久不衰,精彩纷呈,创
造了北京人艺的演剧经典。 总导演焦菊隐把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和中国戏曲艺术相结合,
为中国话剧民族化做了有益探索,进而形成了北京人艺演剧学派。 而北京人艺一代卓越的导演和表演

艺术家们,对确立《茶馆》的当代“经典”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 1982 年上演的由谢添执导、北京人艺表

演艺术家们主演的电影《茶馆》,更加广泛地传播了《茶馆》的经典品格。 到了 1992 年 7 月 16 日,北京

人艺的第一版本结束了第 374 场的演出。 1999 年,由林兆华执导,梁冠华、杨立新、濮存昕等演出的《茶

馆》第二个版本,至 2018 年 6 月 17 日,第二版的《茶馆》演出了 336 场。 这样,《茶馆》上演 60 年,计 700
余场,而且每一轮上演都引起全城轰动、一票难求的场面,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由这种文化现象,又派生

出一些具有先锋创新精神的导演艺术家们以各自独特的阐释与演绎的《茶馆》演出方式:2017 年 11 月,
由李六乙导演、四川人艺演出的四川话版的《茶馆》;2017 年 7 月 21 日,导演王翀将 19 世纪的“茶馆”搬
到了 21 世纪的校园里,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演出了“残酷校园”版《茶馆 2. 0》;2018 年由中国

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制作出品广播剧《茶馆》,高度还原老舍作品精髓,填补了《茶馆》在听觉领

域的空白;2018 年 10 月 18 日至 21 日,在乌镇戏剧节上演了由孟京辉执导、文章领衔主演的中德合作剧

《茶馆》,此版全新的舞台剧是站在当代角度,用整个人类的视角观察周遭,将当下融于传统进行再创

造,打造一场抽象现实主义的时空碰撞。 此戏在乌镇首演后,又开启了德国、法国、北美洲等世界各地巡

回演出。 作为文学经典,《茶馆》在国内不断地创造奇迹,在国外的演出传播更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

艺术光辉,显示了其更加灿烂的经典品格。 1980 年,《茶馆》赴西德、法国、瑞士进行了为期 50 天,巡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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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本《老舍研究会会报》第 30 号(2016 年 9 月 3 日),第 14 页。



15 个城市的访问演出,掀起了欧洲“《茶馆》热”,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 这是新中国话剧第一次

走出国门,也是新时期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盛事。 1983 年,《茶馆》在日本演出,创造了继 20 世纪 50 年

代和 70 年代“老舍热”后掀起的第三次“老舍热”。 2016 年,北京人艺赴加拿大演出《茶馆》,创造了加

拿大的“老舍热”。 总之,老舍的文学经典是跨时代的、跨地域的、国际化的,永远绽放着思想艺术的

光辉。

三、老舍文学经典的当代意义

从上述经典作家老舍的经典化历程可以看到他是追随时代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入文学史的

经典地位的。 从上述老舍文学经典生成的实质上的创新性和无限的感染力看,他是属于民族的文化伦

理型的经典作家。 他既从伦理范畴反映人伦关系以及维持人伦关系所必须遵循的规则,又以道德目光

审视社会上的生命,以道德标准考量人性、人伦,进而调节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 我们

从老舍作品尤其是经典作品中,总能受到伦理力量的感化,伦理力量成为老舍文学经典的最终的具有决

定性的感化力量。 老舍作品始终都有“善”者形象的存在,以“善”者形象感化人。 以女性形象为例,初
期《老张的哲学》中李静为救叔父而嫁老张,后被人救出,最终抑郁而死,是个守爱情、讲人伦的“善”者

形象;《月牙儿》中的女儿为生活所迫也为养活年迈的母亲而卖身;《骆驼祥子》中的小福子,有着为父亲

和弟弟们的饭食、养家糊口而献身的精神。 老舍不是把这些妓女形象作为有违人伦道德的化身,而是把

她们作为为父母家庭献身的“善”者形象塑造的。 到了《四世同堂》中的韵梅,她不仅是贤妻良母形象,
而且是在民族危亡、战争灾难中,凭着坚忍的精神维持着“四世同堂”全家人的生活,帮助丈夫保持了一

家人的清白,是一位伦理化、道德化、民族化的“善”者形象。 即使像虎妞,也有“善”待祥子的一面。 至

于《四世同堂》中的几位老太太,她们身上或许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国民精神弱点,但她们对家庭子孙以

及对街坊邻里的“善”,也都为人们所喜爱。 在老舍伦理化的审视中,善与恶的对立总能让人感悟到

“善”能净化社会风气,人们能够从社会的善者、良者身上得到伦理道德的完善;而“恶”则是滋生社会腐

败的细菌,从而引起人们对“恶”者的憎恨,消除滋生“恶”者的细菌土壤,这同样能起到道德完善的感化

作用。 当然,老舍文学作品尤其文学经典作品中对“善”与“恶”的伦理化形象化的描绘,对人性的揭示、
考量,又是多元的、丰富的、复杂的,就是在那些为作家所张扬、同情的“善”者形象身上,也有着人性丑

恶的一面,而人性丑恶的一面,恰恰是人类社会的通病,老舍对这一人类社会通病的批判,往往以对“国

民性”的揭示与反思来实现的,这又使老舍文学经典具有非常重要的普世价值。
老舍以伦理目光审视社会上的生命,以道德标准考量人性、人伦,又使他的文学经典具有传承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 老舍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既不是全盘颂扬也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批判地继承。 他

继承的是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劣性的东西。 作为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核

心价值观是爱国主义、民族精神,而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则是贯穿老舍一生创作的思想情感主线。 爱国

情感在国外创作的《二马》中表现得很强烈,回国后,20 世纪 30 年代的小说大都以暴露、批判现实为主

调,但在暴露、批判中蕴涵着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感、民族精神。 到了 20 世纪 40 年代的《四世同堂》,爱
国主义情感、民族精神的主题发展到了高峰。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杀身成仁,舍
生取义”的爱国主义和献身精神,在钱默吟身上得以充分展示;而在祁瑞宣身上,则让我们看到了抗战

时期的知识分子家国情感发展的心路历程。 作品通过抗战八年亡城北平中的各色人物的人生、人性、人
情的描绘,让人看到“小羊圈胡同”乃至整个北平城里的爱国主义的正气始终成为压倒汉奸们卖国行为

的试金石,正义、和平、爱国、民族复兴成为中国人民共同的理想追求。 《茶馆》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感蕴

藏在“埋葬旧时代”的主题表达之中,剧本最后的舞台展示,三个老头走完了他们的人生路,在台上撒纸

钱以祭奠自己,各自发出了悲愤的倾诉:王利发一辈子没忘记改良,只盼着“孩子们有出息,冻不着,饿
不着,没灾没病!”“我可没作过缺德的事,伤天害理的事,为什么就不叫我活着呢? 我得罪了谁?”秦仲

义办民族工业,为国家做好事,到最后他的工厂却被腐败的政府给拆了,所以他悲愤地说:“有钱哪,就
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千万别干好事!”常四爷“盼哪,盼哪,只盼国家像个样儿,不受外国人欺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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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迎来的是国家越来越不像个样儿,外国人在中国横行霸道,人民群众爱国有罪,学生爱国运动受到

镇压,“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①这些爱国主义的思想情感是很能教育人、感化人的。
王利发、秦仲义、常四爷三位老人的人生悲叹,爱国情感的悲愤倾诉,也深深地带有老舍自身“爱

国”心路发展的特点。 老舍在《我们在世界上抬起了头》一文中,写出了他的“爱国”心路历程,特别真

诚。 他说:在小学读书的时候,“我已经会说‘爱国’两个字”,可那时国旗上画着一条张牙舞爪的龙,国
旗上的“龙”与皇帝本是一体的,那时候的爱国前面还有“忠君”二字,所以他讲那时候会说“爱国”两个

字,就“有些不大自然”,不懂得“龙”和皇帝为什么代表中国。 到了民国,五色旗代替了龙旗,爱国上面

已不必加“忠君”,感到轻松些了,“爱国心也就更大了”。 可是军阀混战,各处都有土皇帝,“使我莫名其

妙,不知道到底哪里才是中国”。 到了蒋介石当权,“我几乎没法爱国了,因为爱国就有罪”。 老舍到过

欧美各国,“一出国,我才明白中国为什么可爱”,尽管他在国外明白了“中国与中国人的伟大”,“我却抬

不起头来”,无论在纽约、伦敦,还是罗马,“我都得低头走路”,因为人家看不起中国人。 新中国成立后,
不一样了,“到哪里都可抬头走路了”,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爱我们的国家吧,这国家值得爱!”②老

舍这种真诚的爱国主义的心路历程,王利发、秦仲义、常四爷们也都经历过,常四爷深深感受过“爱国有

罪”的灾难痛苦;秦仲义的“实业救国”被外国人的小手指头和国内的反动势力给打倒了,只不过他们没

有盼到国家真的像个样儿,所以才发出他们内心的爱国感喟。
老舍文学经典不仅前有传承,传承中国文化传统;而且后有影响,影响了当代文学创作。 他以写老

北京的市井人生、民俗风情、世间百态,开创了现代京味小说,影响了新时期的京味小说家,像邓友梅、刘
心武、陈建功等继承了老舍经典小说的传统和风格,促成了新时期京味小说的发展。 在话剧创作上,比
如《茶馆》以其经典性的散点透视的“人物展览式”结构,开创了中国话剧文学的先河,对《小井胡同》
《天下第一楼》等后世名剧有着明显的影响。 老舍文学经典不仅在文学内部的艺术经典性上影响了后

世作品,而且在戏剧影视的改编传播上,促成了老舍诸多作品向着经典化方面增容、扩展。 长篇小说

《离婚》《猫城记》以及中篇《月牙儿》《我这一辈子》《微神》等,已经有了不同版本的戏剧、电影、电视剧。
像《离婚》有:1992 年,王好为导演,赵有亮、丁嘉莉、李丁、陈小艺主演的同名电影;1998 年,马军骧导

演,葛优、陶红等主演的同名电视剧;2007 年,根据《离婚》改编的电影《纳妾》,马军骧导演,葛优、陶红、
傅彪等主演。 1950 年,石挥导演、主演的电影《我这一辈子》,早已成为电影经典和导、表演艺术家的表

演艺术经典;2001 年,又有了张国立导演、主演的电视剧《我这一辈子》。 《月牙儿》既有电影《月牙儿》
(1986),又有电视剧《月牙儿》(1986)、《月牙儿与阳光》 (2006)。 以上这些影视艺术作品,全都得力于

老舍的原作,但它们的广泛传播,又对老舍作品的经典建构的扩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像这样的老舍作品

的戏剧影视改编与老舍作品经典建构的互动关系,近年来又出现了“热潮”。 据我所知的就有:2011 年

版和 2013 年版的一直演下来产生轰动效应的话剧《老舍五则》,改编于老舍五篇小说《柳家大院》《也是

三角》《断魂枪》《上任》《兔》。 电影《不成问题的问题》,根据老舍 1943 年的同名小说改编,由梅峰编剧

并执导,在国内上映引起轰动,在 2016 年 11 月 3 日第 29 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上获最佳艺术贡献奖。 自

2011 年起,方旭连续创作、执导并主演了话剧《我这一辈子》 (1 人演)、《猫城记》 (2 人演)、《老李对爱

的幻想》(原名《离婚》)(3 人演)三部作品;2016 年,改编自老舍长篇小说《二马》首次采用“全男班” (5
人演);2018 年,由老舍 4 篇短篇小说、2 篇幽默小品改编的《老舍赶集》 (6 人演),在北京、上海、重庆、
沈阳等演出,反响空前。 由老舍小说不断地被改编与演出而出现的“热潮”,而且被改编的话剧不断地

向短篇小说、幽默小品扩展,也带来了老舍作品经典建构的扩展。 这些作品能否成为经典,还将经过长

时期的历史检验,但它们围绕在《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三部文学经典的周围,像群星围绕北斗

那样,一齐放射出璀璨夺目的光彩。

(责任编辑:素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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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茶馆》,《老舍文集》第 1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21 页。

 

老舍:《我们在世界上抬起了头》,《人民日报》1951 年 3 月 13 日第 3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