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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深：热血构筑《卢沟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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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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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

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当雄

壮的《义勇军进行曲》穿越时空在中华大

地响起，当年的那段热血如煮的历史又

将在人们眼前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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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军在北平卢沟

桥挑起战火，我二十九军奋起反击，从而

揭开全面抗战的序幕。与此同时，另一场

“卢沟桥”的战斗也在上海、南京两地迅

速展开，那就是两出话剧《保卫卢沟桥》

和《卢沟桥》举行“总动员之大演出”。这

两出话剧筹划公演主导者之一便是常州

籍戏剧家洪深。

上海：《保卫卢沟桥》打响
抗战戏剧第一炮

当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上海，洪

深正在包租的东方饭店房间内与夏衍、

于伶等戏剧家人士聚谈开展演出活动等

事宜。卢沟桥事变的消息顿时改变了聚

谈的内容。素有“洪大炮”之称的洪深立

即拍案而起，说：“我们要将戏剧舞台当

作抗日的战场，立即组织集体力量，编演

抗日救亡的戏剧去鼓舞广大军民的斗

志。”洪深的提议得到夏衍等人的热烈赞

同，决定将这出戏定名为《保卫卢沟桥》，

并经大家推选，由崔嵬、陈白尘等人集体

编剧，夏衍、于伶总撰定稿，导演团则由

洪深、欧阳予倩，唐槐秋，袁牧之等人组

成。由于洪深是我国留学美国专攻戏剧

专业第一人，又加上他在上海影剧界的

威望，因此他在导演团中起到了无可争

议的核心作用。

话剧《保卫卢沟桥》由三个连续性的

独幕剧组成，第一幕为《暴风雨的前夕》，

第二幕为《卢沟桥是我们的坟墓》，第三

幕为《全民抗战》。由于全剧气势磅礴，场

面壮阔，需要演出的演员多达百余人，其

中包括王莹、白杨、金山、赵丹、谢添、崔

嵬等影剧界当红明星。为了在舞台上充

分展现中华儿女“用血肉筑成新的长城”

的壮丽画卷，洪深要求剧务组租用市区

的大戏院作为演出场所，可是那些大戏

院老板受到日本特务的恫吓，谁也不敢

接纳《保卫卢沟桥》的演出。剧务组几经

奔波，最后觅得一家地处偏僻、舞台条件

简陋的蓬莱戏院作为首演的地点。这可

让洪深和导演团成员伤透了脑筋，因为

百余人上台演出，不但化妆费时费力，且

上台下台十分频繁。时值炎夏酷暑，七月

流火在拥挤的排练场上烤得人挥汗如

雨。而洪深在此期间，严重的老胃病又告

发作，可他忍受着巨大的胃痛，依旧热情

如火地指导演员在台上走地位，练插曲，

布灯光，每天总要忙到深更半夜才得到

片刻的休息。洪深一丝不苟的忘我精神

感染了众多演员。他们当中有不少是临

时招募来参加演出的民众，这些怀着抗

日救亡热情的群众演员，除了认真排练，

还自带干粮充饥。有些影剧明星虽在剧

中只扮演一个小角色，但在洪深严格要

求下，不怕汗流浃背一遍又一遍进行排

练。此时，已在影坛上崭露头角的谢添在

剧中扮演一个大刀队队员，这一角色是

编剧根据二十九军一名年方十九岁的战

士力砍数名日军，最后壮烈牺牲的真实

报道而特意添置的。谢添在排练中经洪

深不断启发和指导，使他深刻领悟到，扮

演大刀队员不能只注重舞刀的花架子，

要将国仇家恨的感情凝聚在刀口上。“后

在正式公演时，这个出场仅数分钟的小

角色通过谢添的精心表演，取得极大的

成功，当他扮演的这个小战士临死振臂

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时，台下的观

众激昂地跟着一起高喊“打倒日本帝国

主义”的口号，整个剧场顿时变成沸腾的

海洋了。

当《保卫卢沟桥》紧锣密鼓地进行排

练时，驻在上海的日本宪兵队，不时派遣

日本特务和汉奸多次以撕毁演出海报，

剪断戏院电线，写恐吓信，扬言要扔手榴

弹等卑劣手段，妄图阻止《保卫卢沟桥》

的演出。但这一切都没有吓倒洪深和演

职员工，大家经过日以继夜的努力，全剧

提前完成排练任务，洪深面对即将公演

的第一部以正面表现抗战为题材的戏

剧，既兴奋又激动，特别让他欣慰的是排

练《保卫卢沟桥》的演职员工中既有共产

党员，也有国民党员，大家都在抗日救亡

的大旗下精诚地团结起来了。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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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就已加入国民党

的洪深多么希望消除党派纷争，枪口一

致对外，让孱弱的东方睡狮站起来向全

世界发出强烈的呼吼啊！

《保卫卢沟桥》是在
+

月
.

日那天正

式对外公演的。当日前来看戏的观众人

山人海，将本来就很狭小的蓬莱戏院挤

得水泄不通。在此期间，刚从日本偷渡归

国的郭沫若和戏剧界梅兰芳、周信芳等

著名人士十分激动地观看了彩排和演

出，并作了高度的评价，郭沫若还特意为

《保卫卢沟桥》的演出题诗。遗憾的是，为

此剧倾注满腔热血的洪深却未能见到轰

动上海的演出盛况，因为他未等到彩排

便急急应田汉之邀，前去南京导演另一

出话剧《卢沟桥》了。

南京：同心协力打造又一
出《卢沟桥》

七月流火煎烤着上海大地，同时也

煎烤着素有火炉之称的南京。被国民党

当局软禁在南京的田汉，挥着扇子正在

将鲁迅的《阿
0

正传》改编为话剧。卢沟

桥的事变消息传来，这位常将国事艰危

担在肩上的剧作家立即掉转笔头，以最

快的速度编写出一部气壮山河的四幕话

剧《卢沟桥》。这部话剧跟《保卫卢沟桥》

一样，场面壮阔，气势宏伟，参加演出的

人员也有百人之多。剧本写就后，田汉在

激动之余不禁为两道难题愁思起来：其

一，这部规模宏大的话剧应有谁来导演？

其二是演出的舞台找谁去落实？无奈之

下，他先找了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任教

的马彦祥（洪深的学生），敦请他抽些时

间来执导《卢沟桥》，然而马彦祥怕驾驭

这出大戏力有不逮，便转而推荐学识卓

著、经验丰富的洪深做《卢》剧的导演，并

自告奋勇代田汉去上海邀请洪深来南京

排戏。

好事接踵而来。马彦祥去上海不久，

又有人给田汉解决了第二道难题，此人

原来是监视田汉活动的国民党中央宣传

部干事王晋笙，田汉的爱国抗日行动深

深打动了这个良知未泯的青年人，是他

慨然出面联络南京新闻界，以“首都报人

慰劳抗日将士公演委员会”名义，帮助将

话剧《卢沟桥》搬上舞台。

马彦祥在上海找到正在为排练《保

卫卢沟桥》而忙碌着的洪深。洪深看了马

彦祥带去的《卢沟桥》剧本，不仅为高扬

抗日斗志的剧情所激动，更为田汉桎梏

在身、尚不忘忧国忧民的情操而深感钦

佩，于是未等《保卫卢沟桥》一剧进入彩

排，便急急赶往南京帮助田汉排戏去了。

临行前，洪深为增强此剧的演员阵容，还

约请了胡萍、刘保罗、冼星海、张曙等影

星和音乐家一起前去助阵。

对于洪深应约到来，田汉自然是十

分兴奋，他和洪深原是至交，早在田汉创

办南国社时，两人便为推进戏剧改革运

动而并肩战斗，后来又共同为创立“话

剧”这一新的剧种作出很大贡献。虽然在

话剧《卢沟桥》开排时，卢沟桥已经陷入

敌手，但是二十九军将士为保卫国土不

惜抛头颅、洒热血的壮烈事迹仍然深深

鼓舞着田汉和洪深。在排练期间，两人为

使南京的《卢沟桥》和上海的《保卫卢沟

桥》相互映辉，经常是通宵琢磨加工剧中

的情节与细节以臻完善。田汉善写诗作

词，他在剧中着意添写了几支插曲，其中

的《送将士出征歌》，既悲壮又抒情，大大

增强了全剧的感染力。洪深写诗作词虽

稍逊于田汉，但在舞台上塑造人物，把握

戏剧冲突的功力则非一般导演所能及。

由于他在上海刚排完《保卫卢沟桥》，因

此调度舞台上的大场面自是驾轻就熟。

只是《卢沟桥》一剧的演员有不少是从新

闻界招来的，这些习惯于摇笔杆子的“书

生”们无论是念台词做动作都比较生硬。

幸好洪深素有点拨演员、启发演员的独

到功夫，台词读不准就请影星胡萍、刘保

罗协助一句一句地教，插曲唱不好就让

冼星海、张曙一遍一遍地练，动作不到

位，洪深则不厌其烦地讲解剧情，分析人

物，并亲自作示范表演。因为演的是抗战

戏，参加排练的演员怀有极高的热情，虽

然反复排练很累，且南京这个大火炉热

得人汗流如雨，但大家毫无一丝怨言。

《卢沟桥》在演职员工共同努力下，

按期进行了彩排。可是首场演出却遇到

了一场意想不到的风波。那天在大华电

影院为慰劳抗敌将士举行首演，当国民

党官兵蜂拥前来观剧时，南京卫戍司令

部突然派来一队武装的宪兵阻拦在电影

院门口，负责前台联络的剧组人员与宪

兵们几经交涉，均无结果，理由是日本大

使馆已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要求立

即禁止《卢沟桥》演出。洪深得知此事后，

他那“大炮脾气”一下发作起来，随即冲

出门去雇了一辆人力车找国民党中央宣

传部部长邵力子进行交涉。邵力子在国

民党内素有“开明人士”之称，支持爱国

抗日宣传亦是他的一贯主张，可是又因

卢沟桥烽火虽起，但中日帮交尚未断绝，

对于日本大使馆的抗议又不能置之不

理。为此，邵力子婉言相劝洪深：“演出

《卢沟桥》这类抗日戏剧无可厚非，只是

最高当局尚在作最后努力，以求卢沟桥

事件和平解决。”洪深一听此言，便从衣

袋中取出一份报纸，大声地朗读起蒋介

石在庐山谈话中的一段文字：“我们知道

全国应战以后的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

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随着，洪深声

如洪钟般地质问邵力子：“既然蒋委员长

已声称‘牺牲到底’，又何来‘和平解决’？

这不是自相矛盾么？”邵力子素知洪深好

胜善辩，一时拿不出应对的办法，不得已

允诺打电话给卫戍司令部将拦在戏院门

口的宪兵撤走。

然而卫戍司令部并不理会邵力子的

电话，等洪深赶回大华电影院，那些前来

看《卢沟桥》演出的官兵仍然被拦阻在门

外。洪深见此情状，便快步跑上石阶向官

兵们深深一鞠躬，随后朗朗地说道：“弟

兄们，对不起，让大家久等了，但这不是

我们的过错，因为有人不让我们演出，说

是日本大使馆提了抗议，真是岂有此理！

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为什么不可以

演出保卫祖国的戏？！难道我们在日本人

抗议面前还要点头哈腰吗？”

洪深的一席话像是一蓬火，顿时使国

民党官兵骚动起来，大家一齐高喊：“打倒

日本帝国主义！”随着，人群像潮水一般冲

破宪兵们的阻拦涌进剧场里去了。

演出的大幕拉开了，演员们以炽热

的感情演绎着一幕幕悲壮的故事，坐在

台下的国民党官兵不时地被台上的演出

所感动，不少人看着看着禁不住泪流满

面，高唱起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这

样如火如荼的演出氛围中，血脉贲胀的

洪深为使演出效果达到最高潮，毅然将

扮演二十九军士兵的演员从后台调度到

剧场的走道口，等台上的军号一声吹响，

这些演员挥舞大刀喊着杀敌口号从剧场

的走道口往舞台上冲去。洪深这一临时

设计的动作大大感染了在场观众，有些

国民党士兵竟也情不自禁地高唱着“大

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跟着演员们一

齐向舞台上冲去了。首演获得了极大成

功。当时刚从国民党监狱里释放出来的

沈钧儒、李公朴、史良等七君子特地来到

大华电影院观看《卢沟桥》的演出，并由

李公朴登台作慷慨陈词，他感谢《卢沟

桥》的演出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

斗志。

由洪深参与导演的上海《保卫卢沟

桥》和南京的《卢沟桥》轰动了两地的民

众，每场演出都是人满为患，盛况空前。

但是，没过多久，随着“八·一三”战争爆

发，由卢沟桥事变引发的中日军事冲突，

转入了全面抗战阶段，《保卫卢沟桥》和

《卢沟桥》两出话剧也因时局的逆转而停

止演出。洪深和一批爱国影剧人随即离

开舞台，组织“救亡演剧队”分赴各个战

地，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演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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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中央书

记处书记& 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一

行来常视察'

新中国成立后% 姚依林同志长

期担任国务院财贸部门的领导工

作% 作为主管国家财贸工作的中央

领导同志的主要助手之一% 对国家

若干重大经济政策%参与了研究&制

定和具体组织实施(

%"((

年
&

月%姚依林同志任国

务院财贸领导小组组长%

%"()

年
)

月任商业部部长& 党组书记(

%"("

年
&

月% 中央决定在国务院设立财

政经济委员会% 姚依林同志任秘书

长%他协助陈云&李先念同志坚决纠

正前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失误(

%"("

年
(

月% 在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

上% 姚依林同志被任命为国务院副

总理%分管经济工作(在党的十三届

一中全会上% 姚依林同志当选为中

央政治局常委(

姚依林副总理在常视察期间%

听取了常州市委& 市政府负责同志

的工作汇报% 视察了常州自行车总

厂&半导体厂&国棉一厂&常州灯芯

绒印染厂& 时代食品店和群众小百

货商店%参观了天宁禅寺&红梅阁&

文笔塔和花园新村% 对常州的经济

工作和财贸工作给予了肯定(

王鹤鸣 文

常州市档案局书 供图

一代女杰陈撷芬

辛亥风云与常州人物 !

臧秀娟

! ! ! !

陈撷芬（
)++-!)"$-

），出生在常

州一个封建知识分子家庭，其父陈范。

陈撷芬从小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国

学功底深厚，陈范曾以“支那女中杰，

舍君复谁蹈”的诗句勉励她。

陈范接办后的《苏报》社是一家

全家齐上场的“夫妻老婆店”，陈撷芬

不时也在报纸上发表一些诗词小品

之类。陈撷芬有了在《苏报》不断练笔

和办报经验的积累，想到日常生活中

妇女受到的压迫，她积极筹办一份属

于女性的报刊。
)+""

年冬上海出现了

内容新颖、文字泼辣的《女报》，该报

的主编是当时
),

岁的陈撷芬。《女报》

出版并没有坚持多久就因稿源不足

而停刊。

)"*$

年
)"

岁的陈撷芬在父亲的

协助下续出《女报》，于次年
$

月更名

为《女学报》（月刊），随《苏报》一同发

行，一时间声名鹊起，人称“女《苏

报》”。
)"*-

年在上海新马路华安里设

报馆作为编辑所，陈撷芬自任主笔，

取“楚南女子”为笔名。她思想活跃，

文笔流畅，通晓日英两国文字，撰稿

最多。该报以妇女为主要对象，栏目

除论说、演说、女界近史、译件外，还

辟有尺素、词翰等专栏，附有插图。还

注重在报纸的新闻形式上推陈出新。

当时中国新闻界处于政论报纸时期，

大多报纸偏重于政论而轻时事新闻。

陈撷芬一反时尚，在《女学报》中让新

闻担任报纸中的主角，刊登不少鼓吹

女权、提倡女学的政治新闻。翻译栏

目中，主要译介西方的女子教育理论

与实践，如《女子教育论》、《斯氏女德

新说》、《泰西妇女近代史》，以及外国

女名人的传记、演说，还有外国小说

等。由于《女学报》内容新鲜、思想激

进、形式灵活，在当时颇有感召力，因

而亦有“小苏报”之称。

)"*$

年
-

月，蔡元培、章炳麟等人

组织“中国教育会”。陈撷芬随同父亲

等一同前往参与活动，这在当时是十

分先进的。女子不仅能够出入于厅堂

之外，并且能融入到时代更替的新环

境中，参与到在以往眼光中是男人做

事的政治活动中，她希望能够在社会

活动中发挥女子的作用。陈在女学报

馆还开办“自立女学塾”，亲自教授课

程，主要是偏重于开启女智。她并不满

足于此，决心为更多的女子服务，又担

任爱国女校校长。

因《苏报》案发，陈撷芬随父亲东

渡，加入了更加激进的反清革命活动

中。

)"*1

年
))

月，陈撷芬、秋瑾与留日

女生在留学生会馆召开大会，决心恢

复女界爱国团体———共爱会。“公举陈

撷芬为会长，潘英为书记，瑾亲任招

待，使得成立一年之久的共爱会组织

健全起来”。她们制定了严格的、系统

的行动纲领，从宗旨、权利、义务到活

动都有极为详细的规定。在陈撷芬的

领导下，共爱会向国内女界倡导女子

留日。

)"*/

年中国同盟会于东京成立。

陈撷芬深受孙中山女权思想的影响，

成为最早加入同盟会的女会员之一。

她精通英文，对西方妇女的社会生活

有直观的感性认识，因而对妇女解放

的要求显得更为迫切。在此期间陈撷

芬还积极参加留日资产阶级革命派组

织的反清革命准备活动。为了准备武

装起义，中国同盟会在横滨设制造弹

药机关，聘俄国人为教授，陈撷芬与秋

瑾等女士亦加入练习。

在参加反清活动的同时，陈撷芬

也没有忘记对女权思想和反清思想的

宣传，虽然是在日本逃亡，她依然笔耕

不辍。在
)"*-

年至
)"*1

年之交，《女学

报》在日本一度复刊，由国内《国民日

报》代为发行，陈撷芬继续以“楚南女

子”的笔名在报上发表论说和传记文

学，她写出了《沈荩死》、《章邹囚》等诗

文，具有明显的反清革命色彩。

陈撷芬作为中国辛亥革命前夕宣

传女权、为女性解放作出贡献的最早

一批划时代的女性之一，虽然在近代

史上她遗留下的痕迹不是很多，但是

她矢志不移地追求理想，最早投入到

宣传妇女解放、创办妇女报刊的事业

中，成为了一代女杰。

作者供图

陈撷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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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深%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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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祖籍常州(

+"+,

年赴美国公

费留学%先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学习陶瓷工程%后转学哈

佛大学攻读戏剧与文学%获得硕士学位%成为中国留学

生到国外专攻戏剧专业的第一人(

洪深一生创编的话剧& 电影等剧本计八十部% 其中有中国第一部意识流话剧剧本 )赵阎

王*%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剧本)歌女红牡丹*(此外%他还导演了近六十部话剧+戏剧和电影%经

典之作有)法西斯细菌*&)丽人行*&)铁板红泪录*等(并撰写出版戏剧&电影理论专著十几部近

五百万字%为中国的话剧&电影理论作出了具有开拓性的贡献(

相 关 链 接

洪深导演的)保卫卢沟桥*剧照

洪深导演的)铁板红泪录*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