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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一

致敬经典，50 年后全新亮相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

灿灿暖胸怀，红星是咱工农的

心，党的光辉照万代，红星是

咱工农的心，党的光辉照万

代……”这首《红星歌》是红色

电影《闪闪的红星》主题曲，自

电影上映后，影片中的《红星

歌》《红星照我去战斗》《映山

红》传唱大江南北。可以说，

《闪闪的红星》的小说、电影和

歌曲都是当之无愧的经典，它

激励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奋发

向上。

“‘闪闪的红星’这几个

字本身，就有着巨大的魅力。

潘冬子的经典形象、耳熟能详

的歌曲，是一个时代的共同记

忆。50 年后的全新亮相，如

何既能致敬经典，又不简单重

复电影片段，还能让新作品感

动当代，这是我们努力要做

的。”张弓惊介绍道。因此，舞

台剧《永远闪闪的红星》在保

持原作中心思想和故事情节

的基础上，首次通过舞台表现

形式和沉浸式演出等方式，生

动再现少年潘冬子如何在艰

苦环境中一步步成长为红军

小战士的过程。

怀旧的情怀加上多年编

导经验的积累，张弓惊对《永

远闪闪的红星》充满信心，但

随着创作一步步深入，他也越

发意识到自己肩负的重任。他

表示，今年是伟大的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要想让这

部主旋律的现代剧依然吸引

观众，得到各年龄段观众的认

可，就要在思想性、艺术性、时

代性、观赏性上下功夫，无愧

于当年的历史，也无愧于当今

的时代。

看点二
潘冬子和他的小伙伴

原著故事发生在红色革

命根据地江西，作为编剧，张

弓惊用了大量时间研究 1930

年到 1939 年间那里的社会情

况。他还借鉴了叶圣陶的小说

《多收了三五斗》中的描述，甚

至还参考了著名的活报剧《放

下你的鞭子》。在注重故事连

贯性的同时，《永远闪闪的红

星》更将抒情性的体现放在重

要位置，将故事提纲挈领，形

成舞台张力。

为了讲好这个家喻户晓

的红色故事，《永远闪闪的红

星》在保证原著思想、情节等

基本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运用

多种戏剧手段，让这部剧既保

留了经典魅力，又成为一部颇

具时尚气息的艺术精品。全剧

以潘冬子从一个单纯善良有

正义感的儿童，成长为一个机

智勇敢的红军小战士历程为

主线，其中，冬子妈、冬子爸和

红军战士的角色更加鲜明。反

派角色胡汉三等也增加了一

些喜剧特色。

与原作相比，《永远闪闪

的红星》中的人物更集中，情

节更紧凑，以青春、国潮、互动

为特色。为让潘冬子的形象更

加丰满生动，适应舞台演出的

需要和当今观众的欣赏习惯，

导演张弓惊还为潘冬子增加

了小伙伴——英子。其实，英

子是由电影中潘冬子的小伙

伴春芽子而来，为了舞台更具

表现力，那个男孩春芽子变成

了如今的小姑娘英子。当然，

在戏剧冲突的考虑下，剧本几

次修改过后，胡汉三的儿子也

登台亮相了。“剧中设置了儿

童特点的角色摩擦，这更符合

现代年轻观众的心理特点与

观赏预期。因此，我们增加了

一些角色，比如胡汉三的儿子

大名叫胡孝祖，小名就叫胡

闹。”张弓惊介绍道。新剧中，

英子、胡闹等来自不同家庭环

境，他们对潘冬子的成长有着

什么样的影响，舞台上呈现什

么样的戏剧效果，相信演出

后，观众将一见分晓。

看点三
精彩有趣的宝鸡元素

熟悉张弓惊的戏迷都知

道他的偏好，那就是常在剧中

设置他家乡宝鸡的元素。当

年，张弓惊导演的舞台剧《五

道口》在北京上映，很受大学

生喜欢，剧中那位会做肉夹馍

的宝鸡人令观众眼前一亮，尤

其那人用宝鸡话说的台词，让

人印象深刻。在《永远闪闪的

红星》中，张弓惊考虑到之后

的全国巡演，他将更多有地方

特色的元素融入剧中，这自然

少不了来自他儿时记忆的宝

鸡元素。

陀螺，是剧中的一个重要

道具。这是张弓惊小时候特别

喜欢玩的一样玩具，甚至大学

时他还以“陀螺”作为笔名写

诗。这回，他把熟悉的陀螺交

在了潘冬子手中，这个设置以

另一种方式实现了他儿时的

梦想，又带着如今自己的些许

期望。但之后这个陀螺被胡闹

抢走了。

当然，潘冬子最终在粮

店制服了胡汉三一家，他找

胡闹要回了陀螺。但其中的

过程并不一帆风顺，为了制

服胡闹要回被抢走的陀螺，

潘冬子和小伙伴学习武术，照

着书刻苦练拳。如此有趣的剧

情，仍是张弓惊小时候在宝鸡

的经历反映。当年电影《少林

寺》风靡全国，张弓惊看过电

影就买来许多关于怎样练铁

砂掌、少林棍的武术“秘籍”，

甚至还想偷偷扒火车去少林

寺学武，没想到这段经历被

自己搬上舞台，只不过此时

他已离开家乡多年。

看点四
超强团队打造高品质新剧

不管是舞台剧、话剧、音

乐剧，张弓惊的“社戏”成立

的短短几年里，他导演了《五

道口》《后稷》《平西地下交

通线》《中关村往事》《越节越

能》等８部戏剧作品，而张弓

惊表示，这些作品能得到观众

好评还屡屡获奖，并不是他个

人的功劳，完全是团队合作的

结果。

其实，作为导演的张弓

惊本就出类

拔萃，从小他就

喜欢跟着戏迷父

亲去看戏，只是那时

谁也没想到他与舞台

有着如此深厚的不解之

缘，而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就

像为运筹帷幄这个舞台做着

准备。高中时，他开始写诗，在

宝鸡师范学院（今宝鸡文理学

院）上大学期间，信手拈来便

是一篇好文章。他加入学校文

学社“火鸟”诗社，全诗社只有

他一人是英文专业，最令诗社

里中文专业的文友刮目相看

的是，他还担起了《火鸟诗刊》

的美编，那些油印杂志的封

面、插图都是张弓惊画的。毕

业后，张弓惊离开家乡，翱翔

于更广阔的天地，他在媒体机

构供职多年才转行做话剧，

成立了如今领军于业内的

“社戏”。这一路回头看，把他

所有的爱好综合起来，其实

就是戏剧——编剧、舞美、音

乐等都是戏剧的基本要素。

本剧的团队阵容强大。

担任文学顾问的是中国作家

协会副主席黄亚洲、叶辛以及

著名艺术评论家李晓东，历史

和学术顾问由中央党校穆占

劳教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

学院副院长杭敏、中国传媒大

学通识教育中心主任李

有兵担任，而负责视觉设

计的刘纯曾担任国家艺术

基金项目舞剧视觉总监，对

实景演出、情景体验剧、舞剧、

音乐剧也有着丰富经验。这些

来自北京、上海、浙江、陕西等

地的专家组成了超强团队，为

打造高品质新剧座谈、研讨，

对联排提出自己的建议。张弓

惊除了担任本剧的编剧和总

导演，他还邀请在乌镇戏剧节

获过大奖的刘添祺担任导演，

让这部戏洋溢着青春气息和

鲜活力量。

在该剧即将与观众见面

之时，也得到了当年参演

《闪闪的红星》的许多老

艺术家的支持，尤其是

电影插曲《映山红》的

原唱邓玉华录制短

视频，祝福《永远

闪闪的红星》演

出成功。6 月 2 日下午，当张

弓惊在北京与剧组开会之时，

曾参演电影《闪闪的红星》的

著名演员臧金生前去探班，面

对老艺术家的期待和鼓励，剧

组全体人员表示，红色文化是

最经典最时尚的文化，一代代

传承的红色历史故事，给了大

家智慧、勇气和始终坚定的信

心，他们将走好未来的路。

希望《永远闪闪的红星》

的全国巡演，能早日与宝鸡观

众见面。

宝鸡               放光彩
—— 访 青 春 国 潮 互 动 舞 台 剧《 永 远 闪 闪 的 红 星 》 编 剧 、总 导 演 张 弓 惊

本报记者 王卉

什么是青春国潮
互动舞台剧？

本报记者 王卉

热点
解读

1970年，著名作家李心田为孩子们创作了一部儿童小

说，名字叫《闪闪的红星》。1974年，根据小说拍摄的同名彩

色电影，让这部作品家喻户晓，红军小战士潘冬子机智勇敢

的形象，深深地留在了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心中。如今，当年

银幕前那些目不转睛看电影的孩子早已长大，宝鸡的张弓

惊带着他的“红星”也从家乡走向了全国，成为享誉全国的

知名导演。6月12日，由他担纲编剧、总导演的《永远闪闪

的红星》，将以青春国潮互动舞台剧的形式在上海亮相，让

观众重温小英雄潘冬子的红色成长故事——

红星

《永远闪闪的红星》

被称为青春国潮互动舞台

剧，这样的定位，绝不是

哗众取宠蹭热度，而

是主创团队经过深

思熟虑的。其一，

今年是中国共

产 党 百 年 华

诞，这部剧

不仅是向

革 命 精

神 致

敬 ，

还

要传承光荣梦想。其二，《闪闪

的红星》这是一个经典老IP，

已经被改编成舞剧等艺术形

式搬上舞台，所以此次亮相必

须要以新的艺术形式呈现。

红星，红色的五角星，代

表着青春和热血。电影《闪闪

的红星》首演于 1974 年国庆

节。在当年的年轻观众中，这

部电影有着他们被感动的青

春记忆。正如宣传海报中所写

“红星闪闪亮，点燃青春血”，

《永远闪闪的红星》不仅要让

那些看过电影《闪闪的红星》

的人重温青春，更重要的还要

让现在正值青春的年轻一代，

90 后、00 后能和潘冬子成为

朋友，让这部有关青春与热血

的红剧在青年观众中产生新

的共鸣。

国潮是一种骨子里的中

国美学观，或者可以直接叫中

国哲学。在该剧总导演张弓惊

看来，眼睛告诉你的不一定全

对，心灵告诉你的才更真实。

“闪闪的红星”，红五星等元素，

本身就比较抽象，如何在舞台

中完美表达，这就需要借鉴

舞美设计中的山、水

等表达方式的

灵感，使

用一些大胆的甚至可以说是

奇思妙想的东西，达到“比真实

更真实”的效果。所以这里说的

国潮，也可以理解为用中国美

进行表达的一种方式。

互动式戏剧中，演员直

接在台上问观众，观众作答，

甚至演员走进观众席，或者邀

请观众上台参与戏剧，这样的

表现已司空见惯。在这部剧排

演中，原先也设计了一些参与

性的剧情，比如红军走进观

众、群众在台下制止胡汉三

等环节，但最终还是做了些

取舍。张弓惊表示，真正的互

动，不应停留在这些表面上，

而是要抓住观众的观剧心理，

让观众入戏，让观众随着戏

哭、随着戏笑，这才是真正的

互动。一部剧的节奏，什么时

候铺垫，什么时候抬升，什么

时候急转直下，什么时候豁然

开朗，意料之中，更在情理之

中。所以，当观众去体验这部

青春国潮互动舞台剧的时候，

在剧场门口等候之时，就已经

开启了整场的“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