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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
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两周年
之际，记者获悉，我市大型原创锡
剧《夕照青果巷》前不久晋京，在
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中国评剧
大剧院）隆重上演，获得专家和观
众一致好评，国庆期间赴徐州推
广演出，上周走进横山桥五一村
下乡巡演。

“感人肺腑、催人泪下、发人深
省。”“常州又有了一部好戏。”6月
3日晚，我市《夕照青果巷》作为省
优秀现代戏精品剧目晋京演出，全
场掌声雷动、喝彩不断，不少观众
拿出手机记录镜头。

“东边马来咧，西边牛来咧，
隔壁张家大姐家来咧；戴个嗲花，
戴个草花⋯⋯”在上星期首次下
乡巡演走进五一村时，市锡剧院

派出最强阵容，直接在村民家门
口献演，乡音乡情让村民们备感
亲切，场场爆满，掌声连连。

一部讲述老年人故事的戏，
一部没有大腕、大牌的戏，一部没
有“小鲜肉”的戏，为什么能在遥
远的首都取得如此大的反响、这
么多的好评？而听惯了传统锡剧
的农村中老年戏迷，为什么也会
对新编现代戏如此痴迷呢？

专家们认为，这首先得益于
题材，以小人物触碰大主题。

在《夕照青果巷》，活跃的都
是一群社区里的小人物，除了年
轻社工唐娜外，其余都是 6 旬以
上老年人，以此直面老龄化社会
的养老问题，堪称“国内首部直面
银发浪潮的戏曲作品”。

“老人的苦处谁来问？老人

的心声谁来听？老人的精神谁抚
慰？老人的情感托何人？难道说到
老就该认绝境？难道说到老就该由
死生？这世上谁人能够永不老？这
世上谁人能够永青春？倘说是暮年
就该落此境，岂不是凄凄惨惨，栖栖
遑遑，孤孤单单，冷冷清清，无依无
靠无奈无助无念无望无盼无想，让
天下老人都寒透了心！”在第三场
中，女主角丁蓝以清亮的嗓音，唱出
这样一连串的问题，给观众带来强
烈的情感共鸣。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文联
主席孙家正评价该剧“题材重大，催
人泪下”。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杂
协主席边发吉表示，《夕照青果巷》
以老年人的生活为题材，在老龄化
社会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也启迪
我们今天还要注重仁爱”。中央直

属机关党建研究会会长张辉认为，
这是一台反映关爱帮助老年人的好
剧，“这部剧的上演将有助于唤起人
们对老龄事业的重视和支持，召唤
更多人履行社会责任，关爱和帮助
老年人尤其是空巢老人”。

其次，这部戏也反映出常州锡
剧的新突破。无论是故事、演员，还
是舞美、唱腔，《夕阳青果巷》都把常
州传统锡剧推向了一个新高度，并
得到专家和观众连连点赞。“剧本写
得好，体现正能量，可以说是完美的
戏。”史兆杰是北京一名退休教师，
80 岁的他专程坐了一个半小时公
交车来看演出，一边看一边用笔在
本子上记录下精彩台词，他告诉记
者，完全没有想到土生土长的锡剧
这么好看。

舞台上，青砖黛瓦马头墙；故事

中，孟河医派青果巷。《夕照青果
巷》还巧妙地融入许多常州元素，
从开幕时的常州童谣“东边马来
咧，西边牛来咧，隔壁张家大姐家
来咧⋯⋯”，到“谁不知道我们青果
巷是江南第一巷，唐荆川、盛宣怀、
瞿秋白、周有光⋯⋯历史上出过多
少大名人”，不生硬突兀，不喧宾夺
主，点到即止，偶尔画龙点睛，这样，
常州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一点点
地浸润其中，让即使不了解常州的
观众也耳濡目染了不少常州地方文
化。长期在北京工作、生活的王道
诚说，看到这部戏，“仿佛又回到了
家乡、回到了青果巷”。

据了解，《夕照青果巷》还将赴云
南、陕西等地演出，进一步扩大常州
地方戏曲的全国影响力，让更多人欣
赏常州锡剧。

从晋京演出，到本地巡演——

我市锡剧《夕照青果巷》赢喝彩

“我喜欢锡剧的吴侬软语、丝竹声声，希望锡剧在我们
这代人身上焕发青春活力。”经过 3 个月的寻找，16 名孩子
脱颖而出，成为常州锡剧“第七代传人”，其中之一的盐城女
孩朱彦秋这样说。

“地方戏曲要发展，一要出戏，二要出人。”《夕照青果
巷》编剧徐新华说。

从被戏称为“背包戏班”的新华实验剧团，到现在的常
州锡剧院，常州锡剧人才一代代涌现，吴雅童、沈素珍、杨企
雯、丁甲飞、唐成林、许志良、吴小英、居亦琴、刘平鸽、万建
焕、王胜标、孙薇、陈鹰、冯玉英、李舒娴等一大批名角薪火
相传，而至于今。

在新形势下，为解决市锡剧院发展后备人才难题，今
年，市文广新局、市锡剧院与江苏省戏剧学校采用联合办
学形式，面向常州、无锡、苏州、镇江、泰州等地招生，寻找
常州锡剧“第七代传人”。这也是时隔 10 年之后，市锡剧
院又一次大规模招收后备人才。在 3 个月里，招生活动吸
引了 2000 多人报名，考生不仅来自常州本地，还有来自
南京、张家港、江阴、南通、泰兴等地，甚至有安徽、四川等
地少数民族考生。最终，8 男 8 女共 16 人成为常州锡剧

“第七代传人”。市锡剧院委托省戏剧学校订单式培养这
16 名“常州锡剧班”学生。他们经过 5 年学习，毕业时将
获得大专文凭，经考核合格后进入常州市锡剧院。

市锡剧院副院长孙薇表示，“再过若干年之后，等到常
州锡剧的‘第七代传人’在舞台上绽放，戏迷们或许会以他
们为骄傲，锡剧再现辉煌的日子真的不会远了”。

常州锡剧——

“第七代传人”正在培养

今年 5 月，全国政协副主席卢
展工受国务院委托，来我市调研地
方戏曲院团现状及发展情况，对我
市戏曲院团改革取得的成绩表示
充分肯定。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地方戏曲
传承保护，明确成立3亿元规模的市
级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把戏曲艺术的
传承、精品创作扶持列入基金扶持范
围，通过各级政策，关心、扶持地方戏
曲事业发展。

作为全省首批国有文艺院团改
革试点城市，我市在精品生产、人才培
养、院团建设等方面，取得一系列阶段
性成果。

目前，我市共有 3 家市属地方
戏曲院团（常州市锡剧院、常州市
滑稽剧团、常州市曲艺团），以及金
坛、溧阳、武进3个县级锡剧团。常
州锡剧已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常州滑稽戏、常州评弹也列入
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0 年

以来，我市对戏曲精品创作的投入
累计达 1300 万元，计划 2013 年起
连 续 5 年 ，每 年 300 万 元 ，累 计
1500 万元用于戏曲等重点领域文
化人才培养。

同时，交响锡剧《天涯歌女》、
滑稽戏《全家福》《幸福的红萝卜》、

弹词《江南第一燕》《龙城谍恋》等一批
舞台艺术精品纷纷与观众见面。此
外，市锡剧院正在创排另一部大戏《觉
意千秋》，向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
献礼，年内演出；市歌舞剧院也将与

“越剧王子”赵志刚领衔的赵氏工坊合
作，打造越剧音乐剧《红色娘子军》。

市锡剧院正在创排大戏《觉意千秋》，年内演出

我市地方戏曲——

有3家市属团3家县级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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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剧的衍变
一、滩簧时期（清乾隆年间—1921）
特征：剧目多为一生（或丑）一旦的对子戏，以清唱为主；演

出多为场头和茶馆；从业人员均系半职业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
曲调只有[簧调]及由它衍化和派生的[开篇]和[哭腔]，杂以众多
的民歌小调，敷衍故事，带有明显的说唱性，属单声腔剧种的雏
形。

二、文戏时期（1921—1952）
特征：从对子戏走向本头戏、连台本戏；从茶楼走进剧场；从

清装过渡到古装；从半职业化转为职业化班社；吸收了[大陆板]
等曲调及京剧锣头，为锡剧建立了文武场及双声腔的音乐体制。

三、锡剧时期（1952—）
特征：一批新文艺工作者参加了戏改，使编、导、演、音、美综

合艺术得到健康有序发展；改幕表制为剧本制；改旧班社为政府
领导的剧团，涌现了一批表演艺术家及不同流派；确立了[簧
调]、[大陆调]、[铃铃调]三个基本调，并分别形成散、慢、中、快的
系列板式，初步建立起一个兼容曲牌连套和板式变化的综合性
音乐体制。

改革开放以来，锡剧进入一个恢复调整期。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三十四次会议

（上接A1版）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财政局局长

周效华受市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常州
市 2016 年 1-9 月份预算执行情况及
本级预算调整情况的报告、市人大财
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蔡建兴所作的关
于 2016 年市本级支出预算调整初步
方案的初审报告，决定批准市政府提
出的 2016 年市本级预算调整方案。
会议要求，市政府及有关部门要进一
步加强经济运行研判，落实各项财税
政策，助推经济稳定增长；强化收入组
织和预算支出管理，确保全年财政收
支平稳运行；切实用好新增债券资金，

努力提高资金使用绩效；优化债务结构，
支持重点项目建设；加强政府债务限额
管理，切实保障到期债务及时偿还。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卫计委主任王
莉受市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市十五届人
大六次会议“关于深入推进医疗联合体
建设”议案办理情况的报告、市人大常委
会教科文卫主任曹建荣所作的议案督办
工作的报告。会议肯定了议案办理、医
联体建设工作取得的进展和成效，要求
市政府及卫生等相关部门和单位进一
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以医联体建设
为契机，完善规划、积极探索，加快建立
现代医疗管理制度，创建分级诊疗新途

径，推进医疗资源纵向整合、下沉共享
及薪酬、绩效、医药分开等改革工作，努
力实现医联体管理体制改革、投入方
法、技术指导等方面的新突破。会议同
时要求市人大常委会及相关工作机构
进一步加强跟踪监督，推动议案办实办
好，办成民心工程，与市政府及各有关
部门一道，共同向人大代表、向全市人

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副秘书长

杭勇受市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市十五届
人大六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报
告、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主任陈
国辅所作的关于督办市十五届人大六次
会议代表议案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会
议指出，市十五届人大六次会议期间，代

表共提出 118 件议案建议，其中的 117
件建议经过各承办单位的积极办理，代
表满意率达 93.5%，所提问题得到解决
或 计 划 逐 步 解 决 的 占 建 议 总 数 的
78.2%，办理成效较为明显。会议要求，
要把提高代表建议的解决率放到更加突
出位置，创新办理工作方式，扩大代表参
与办理覆盖面，健全代表建议办理责任
体系和考评机制，加强代表建议跟踪督
办，切实提高办理质量，回应代表和群众
关切，推动代表建议办理再上新的台阶。

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常州市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
规定》，审议了省人大代表省直常州代表

组履职情况的报告（书面）。
市委常委、副市长曹佳中，副市长张

耀钢，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
各辖市（区）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及6位
市人大代表列席会议。（舒泉清 蒋逸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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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市 今 天 多 云
到阴，部分地区有小
雨，偏东风 3 到 4 级，
今天最高温度 24℃，
明晨最低温度18℃。

链 接

《夕照青果巷》在横山桥五一村巡演

常州锡剧“第七代传人”

《夕照青果巷》在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中国评剧大剧
院）演出，受到观众好评。

《夕照青果巷》在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演出剧照。

《夕照青果巷》在五一村巡演，受到戏迷们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