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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演狱中难友的演员

饰演革命志士的冯子夏（左 一）等演员

饰演江姐的杨君荣（左二）

讲述人汪晓龙

饰演小萝卜头的马闻清

20 年后
再演《红岩魂》

《红岩魂》形象报告展

演，是在传统一人讲演《红

岩魂》报告会的基础上，配合

报告内容，有机嵌入相关剧情

故事，通过演员表演的方式塑造

《红岩魂》当中的江姐、刘国志等

革命先烈的伟大形象，同时利用灯

光、布景等渲染剧情，从而引起广

大观众的共鸣。

红色经典话剧《红岩魂》主要

讲述了“江姐视死如归”“刘国志

烈士三次拒绝家人营救”“陈然烈

士拒绝敌人诱降”等感人至深的

革命故事。这种报告展演方式新

颖、现场感染力强，让广大观众切

身感受革命先烈不怕牺牲、甘于

奉献的精神。“20 年前，我市首次

推出《红岩魂》形象报告展演。20

年后，我市再次演出《红岩魂》，再

现革命先烈的奋斗历程和永不言

悔的革命信仰，同时共同缅怀

红岩先烈。”市艺术剧院导

演冯子夏说。

据了解，市艺

术剧院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合 并 组

建。《红岩魂》剧

组成立于今年

3 月底，演员

包括市艺术

剧院的在职

人员和退休

人员及外请

演员、学生

共30多人。 

江姐是

《红岩魂》中

比较丰满的

艺术典型。“老

彭去了，现在

我最担心的是

我的云儿，他将

是我唯一的孩

子，而且以后

也不会再有

了。我 想 念

他。孩 子

绝 不 能

娇 养，

粗 服

淡 饭

足 矣。

盼教以

踏 着 父

母 的 足

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

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这是江姐

在丈夫彭咏梧牺牲后，给竹安弟的

嘱托。

身为一名地下工作者，当她看

到了挂在城头上的丈夫的头颅，悲

痛欲绝 ；身为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

战士，她在遭受竹签子“钉手指”的

酷刑后对众难友说，竹签子是竹子

做的，而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采访中，说起这段台词，市艺术剧

院 52 岁的“江姐”饰演者杨君荣情

不自禁地流下热泪……

“每场演出的效果都很好，我

们通过演出再现红岩精神，讴歌革

命先烈，现场很多观众都流下了泪

水，台下的这种感染力，也传递给

了我们，让我们觉得演出很有意

义。”杨君荣说。

什么叫追求？

什么是人的生命意义？

什么叫作敢于为真理而献身？

刘国志就是典型代表之一。

他出身名门望族，1944 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在签个字就可以“自由”

的情况下，他仍然选择了就义。“我

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

愧。”这就是年仅 28 岁的刘国志在

生命最后时刻发出的呐喊。这让今

天的我们懂得在逆境中不退缩，懂

得人为什么要有信仰，懂得什么叫

为了祖国而奋斗。

采访当天，饰演刘国志的市

艺术剧院演员马少锋，由于连演三

场，声带出现急性水肿。

今年 33 岁的汪晓龙，是市艺

术剧院《红岩魂》的讲述人。接到任

务后，他学习了 20 年前的剧本，认

真读《红岩》小说，托人找到 20年前

的讲述人。70 多岁的老前辈从声

音、状态等方面为他进行了示范、

指导，并叮嘱他“你走上舞台，是有

很多的话想说给台下的观众听”，

要有感而发，要娓娓道来……

20 年前，在《红岩魂》中饰演王

朴妻子的褚群，20 年后的今天，在

《红岩魂》中饰演监狱女特务，一个

反派角色。今年 39 岁的张知予是

市艺术剧院的在职人员，她告诉笔

者，她的专业是影视话剧表演，19

岁刚毕业那年，听母亲说宝鸡《红

岩魂》剧组招聘演员，需要 20 多名

群演，她跑去应聘，结果出演褚群

的老师腰部受伤，她很幸运地从众

多学员中被选中。这次，饰演女特

务，因为是反派角色，主要跟“小萝

卜头”合戏，日常排练时要对“小萝

卜头”板着脸，这让她很心疼饰演

“小萝卜头”的小朋友。

四场演出反响热烈

市艺术剧院推出的红色经典

话剧《红岩魂》形象报告展演连续

上演四场，场场座无虚席，在各界

观众中产生了强烈反响。 

“红岩精神值得当代每一个年

轻人学习，每一位革命志士身上

都透着一股力量，一种让人勇敢

向前、坚守信念的力量。”宝鸡文

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朱

慧云说。    

“ 这 次 参 与《 红 岩 魂 》的 演

出，我真的很受感染。砍头不要

紧，只要主义真，中国革命的历

史就是这么一段用鲜血写成的经

历。”饰演狱中难友的张子月说，

“这次演出对我来说是一种挑

战，作为在校学生，我缺乏表演

经历，所以我格外珍惜大家一起

排练演出的机会。”

“在《红岩魂》中，并没有着重

突出惨烈的场景，更多的是通过朴

实的人物对白和演员表演，以‘红

岩烈士’的故事为主要素材，通过

对‘话’，诉说他们的青春与热血、

信仰与忠诚，生动诠释了伟大的红

岩精神。”观众张亮亮说。

剧组全体演职人员在红岩精

神的激励下，克服一切困难，90%

的服装、道具，用的都是 20 年前

的。当 6 月 10 日第一场演出开始，

这种用报告、剧情演绎等形式把

“红岩魂”再次呈现在观众面前，

在场观众无不被感染，无论是观

众或者演员纷纷落泪，演出结束

后，每个人都热血沸腾，心情久久

不能平复。

在《红岩魂》形象报告展演

中，还有一位江北籍的烈士王朴。

1944 年，王朴从复旦大学毕业

后到江北老家，担任地下党江北

区工委委员，负责为地下党筹措

经费，创办学校，提供活动据点。

王朴的母亲变卖田产折合黄金

一千六百两，用于支援川东地下

党购买枪支、弹药和药品，创办了

莲华小学、志达小学。1948 年 4

月，王朴不幸被叛徒出卖。1949

年 10 月 28 日，王朴被敌人公开

枪杀。党和政府决定向王朴的母

亲归还一千六百两黄金时，老人

说，我把儿子交给党是应该的，现

在享受特殊是不应该的 ；我变卖

财产，奉献给革命是应该的，接受

党组织归还的财产是不应该的 ；

作为家属和子女，继承烈士遗志

是应该的，把王朴烈士的光环罩

在头上作为资本，向组织伸手是

不应该的。

我们向他们学习，学习什么

呢？学习他们在关键问题上怎样

做一个人，怎样做一个对国家、对

民族有用的人。

饰演王朴的纪晨曦，今年 20

岁，是宝鸡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

他在学校排演过话剧《觉醒》，因

嗓音条件好，被《红岩魂》剧组邀

请出演。从被捕、入狱直至枪杀牺

牲，随着两声枪声倒下，为了表演

真实，从排练至演出，他摔了 40 多

次……6 月 11 日晚，纪晨曦的爸

爸、大伯专门从咸阳赶来宝鸡看他

演出。

“不记得，没好过。”面对左右

膝盖上哪个是新伤哪个是旧痕？

剧中饰演王朴妻子褚群的宝鸡文

理学院大三学生翁灵这样答道。她

饰演褚群以来，认真听导演讲戏，

细读《红岩》小说，上网查阅历史资

料，当喊“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

号时，由于入戏太深，泣不成声。她

说，只有真情实感地演绎，才对得

起革命先烈。

演出扣动观众心弦

《红岩魂》形象报告展演的成

功说明，爱国主义教育有着深厚的

群众基础，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

今天，人们更加渴求有一个充实的

精神世界。

《红岩魂》通过舞台、灯光、布

景的综合运用，报告与演出融为一

体，生动形象，春风化雨，潜移默

化，真实感人。  

对于《红岩魂》剧组来说，如

何扣动观众的心弦？面对这个问

题，剧组的所有人给出了同样的

答案，“一部好的作品要想感动他

人，首先要感动自己。”“我们认真

对待每一次排练，在每一场演出

中，每个人都会发自内心地感动，

都会有一种情不自禁流泪的冲

动。”杨君荣说。

“红岩魂是一种精神，一种坚

贞不屈、追求自由的斗争精神; 红

岩魂也是一种信仰，一种坚信共产

主义必胜的信仰。红岩精神，是革

命烈士对共产主义信念执着追求

的高度概括 ；红岩精神，是革命先

辈为国家、为人民无私奉献的真实

写照 ；我们一定要记住，为新中国

成立而牺牲的烈士！我们一定要

弘扬红岩精神，沿着红岩精神的指

引坚定走下去!”《红岩魂》剧组全

体成员的声音铿锵有力!

为 庆 祝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100
周年，即日起，本报开展“我想对党
说 ”“ 我 的 入 党 故 事 ”“TA 改 变 了
我”主题征稿活动，征集一批优秀文
章，展示广大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
热爱之情，进一步凝聚起迈进新征
程、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一、征稿主题
紧紧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以对党的坚定信仰和深厚
情感，用文学方式讴歌党的光荣历
史和丰功伟绩，着力反映 100 年来
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各种
艰难险阻、谱写中华民族自强不息
壮丽凯歌的光辉历程，结合自身经
历和所见所闻，真诚讲述自己的入
党故事、曾经的光荣时刻以及内心
感受，表达对党的热爱和祝福，展现

广大群众积极向上的良好风貌，以
及对于美好生活的珍惜。

二、征稿时间
2021 年 6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三、征稿要求
1. 征稿主题：“我想对党说”“我

的入党故事”“TA 改变了我”。
2. 稿件要求 ：以上三个主题任

选其一进行创作。
3. 紧扣征稿主题，以 1000 字左

右文章为主。文章可以配图片。
4. 所有上传文件请注明作者

姓名、单位职务、联系方式及详细地
址，以便后续联系。

5. 作品须为原创稿件，作者投
稿数量不限。本活动不接受一稿多
投或已参加过其他活动的作品。

6. 稿 件 均 不 退 还，请 作 者 保
留底稿。

7. 按照征集一批、遴选一批、
展示一批的方式，优秀作品将在《宝
鸡日报》文化周刊刊发，并通过“掌
上宝鸡”客户端进行展示。

四、投稿方式
1. 微信上传 ：扫描右方二维码

上传作品。
2. 投 稿 邮 箱 ：bjrbwtb@126.

com
3. 电 话 ：0917-3273344
五、注意事项
1. 来稿作品须拥护党的领导，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社

会正能量，突出思想性和艺术性。
2. 投稿者应对作品拥有完整的

著作权，并保证所投送的作品不侵
犯第三人的包括著作权、肖像权、名
誉权、隐私权等在内的合法权益。

3. 本征稿启事解释权属于主办
单位。凡投稿者即视为已同意本征
稿启事所有规定。

宝鸡日报社
2021 年 6 月 18 日

征稿启事

扫
码
投
稿

观众入席，铃声响起。一束灯
光下，一队“革命志士”戴着镣铐，
由几名“特务”押着，从观众席中

走过。舞台中央，遒劲有力的“红岩
魂”三个字分外醒目。口号声响起 ：中

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新中国万
岁！……全场一片寂静。一个声音娓娓道来 ：

“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
上按下电钮，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此
时，重庆的白公馆、渣滓洞监狱里，依旧上演着烈

火中永生的悲壮……”
 这是我市红色经典话剧 《红岩魂》 形象报告

展演的一幕，该剧是市艺术剧院经过 3 个月时间
精心编排，呈献给广大市民的一部弘扬红岩精神
的艺术精品，也是我市文旅系统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的献礼之作。6 月 10 日至 11 日， 

《红岩魂》 形象报告展演在市工人文化宫演出。剧
中，一位位共产党员的命运与抉择，牵动着台下观
众的心，现场一次次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这是对演
员们的致敬，更是向那些为了坚守理想信念，抛头
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的礼赞。

饰演刘国志的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