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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黄体军
片/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 鑫

三年五易其稿，
只为“多难的圣人”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请问张导，此前
已有很多关于孔子的影视、舞台作品，您
首次试水话剧，而且选择了“万世师表”

“至圣先师”孔子作为主人公，能否谈一下
您心目中孔子的艺术形象？

张继钢：很高兴有机会执导话剧《孔
子》这一山东省重点演艺项目，也让我借
此机会真正走近了孔子，走进了孔子。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孔子毫无
疑问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高地，把这样一个
令我们高山仰止的人物搬上舞台，本身就
极具挑战性。因为全剧必须展现一种春秋
气象，但春秋时期的人物山川河流是什么
样的，人们的言谈举止是怎样的，孔子又
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对我们来说只能是
模糊的、想象的。但我们也并非完全无迹
可循，因为有《诗经》《论语》《史记·孔子世
家》等可作参考。

《孔子》创作之初，我们的目标就非常
明确，不为孔子立传，但我们有使命展示
一个“多难的圣人”“孤独的孔子”“理想主
义者孔子”。

想象一下2500年前孔子生活的时代，
正是春秋末期，社会分裂，礼崩乐坏，孔子
一生苦苦追求自己的理想，但现实困境将
其理想一次次击碎，直至逼入绝境。然而，
理想者以孤独为天地立心，为万民立命！
知其不可而为之。正是在这种追求中孔子
最终成为了圣人。

具体到舞台上《孔子》一剧的总色调，
我感觉在美学上更像秋天的景象，天高云
淡，辽阔、纯净、惆怅……你会不由自主地
产生一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
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感觉！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有“张继钢”三
个字作标签，让大家对话剧《孔子》有充分
期待。但在7月21日开排仪式上，您提到曾
一度想放弃这个项目，请问在创作过程中
遇到了哪些困难？

张继钢：此次话剧《孔子》创作团队遇
到的最大困惑，是如何处理好孔子与今人
的关系，孔子与同时代人的关系，圣人与
人的关系，虚与实的关系，历史家看孔子
与艺术家看孔子的关系，话剧与音乐、舞
蹈、美术、戏曲的关系。要在美学上打通诸
多关系，困难太大了。我们历经三年，五易
其稿，而且每次不是在原来的本子上修

改，而是推倒重来，其间多次陷入绝境，为
此确曾一度想放弃这个项目。直到我们找
到了唯一的出路——— 构成，才终于从山重
水复疑无路，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

没有构成和象征，
《孔子》寸步难行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是否可以把“构
成”理解为一把钥匙，借助于它，主创团队
自此进入了一种创作上的自由状态，2500
年间的时空转换，孔子和各朝代各色人等
的交集和互相穿越，变得一通百通？

张继钢：如果用一句话总结《孔子》的
思想和艺术形式，可以说“大同又大不
同”。大同是本剧体现的孔子的理想是天
下大同，是人人为公，四海之内皆兄弟的
理想社会；大不同是在艺术呈现方式上，
这部剧又和其他任何一部同类题材戏剧
大不同。

这种大不同，既是艺术创作的自觉，
也是创作困境逼出来的。大家知道，戏剧
需要冲突，那么孔子和什么人有贯穿始终
的冲突呢？没有，他一生无私敌。没有矛盾
冲突，戏剧性在哪里呢？但我们这时发现
了一种更大更高的冲突，这就是孔子和他
的时代过不去，和时代的冲突，而且是持
续一生的冲突。这样冲突找到了，但接下
来问题又来了，通过什么形式构建起一个
完整的矛盾纵横的戏剧结构呢？

此时，我们发现唯一的出路是———
“构成”。即把表面看似毫不相干的“材料”
嫁接在一起，在整体视像中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彼此牵引，“抛接”自如，让彼此内
在的光芒互为映照，使每个场景都具有超
验性，从而产生象征意味，实现超越的真
实和深沉的意象。如果孤立地看某一个画
面或某一些表演会不知所云，但放在一起
综合品味就不同凡响，意味深长。

“构成”使得《孔子》一剧同时也确立
了诗剧的品格。诗剧的超现实主义和超验
性特色，天然地需要象征，象征就要抓取
符号，如轮子、竹简、笔墨、古乐器等。《孔
子》的舞台多次出现轮子，它既是现实中
孔子周游列国的交通工具，阳货的战车，
又是年代的象征，时光飞驰如轮的象征。
第七场，孔子以车为船渡河，也是象征，他
渡不过去，路不通。孔子见老子，以树为象
征。而且众多人物也具有了哲学上的象征
意义，如阳货、赖三、南子，乃至孔子。他们
不再只是个体，而成了某个特定类型的化
身。如此一来，创作灵感蜂拥而至，好像进
入了一种自由状态，舞台意象也纷纷而
立。可以说，没有“构成”和象征，《孔子》寸

步难行。
每一次新的艺术创作都像探险，路要

么通，要么不通，通了就是一条新路。令人
欣慰的是，我们最终做了一件知其不可而
为之的事！

在我所有作品中，
《孔子》最具综合性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在戏剧创作上，
既有做减法的，甚至是极简戏剧，又有做
加法的综合戏剧，我发现《孔子》一剧在艺
术上既有减法又有加法。

张继钢：《孔子》在艺术上做的不是简
单的加减法，而是化学反应式的加减法。
对孔子的一生，我们用“构成”的样式结构
了“君子”“进退”“为政”“去国”“见南子”

“困境”“渡河”和“彼岸”八场戏剧，选取了
孔子七十三年人生的八个重要节点，可谓
极简；在艺术表现方式上，又采用了加法，
围绕话剧这个核心，辅助以戏曲、舞蹈、合
唱以及管弦乐等进行综合呈现。是不是采
用加法，关键是看各艺术品种之间是否能
和谐交融，而且目的都是为了展现春秋气
象，塑造孔子这一形象。

比如音乐，《孔子》的音乐是非常美妙
的，很多是关于《诗经》的内容，这些都是
为塑造孔子的形象服务的。其实孔子本身
就是一个音乐家。过去提到孔子，都知道
是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其实孔子还是
大音乐家。他晚年曾编修《诗经》，并评价
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司马迁曾说《诗经》“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
之”。皆表明孔子在音乐上造诣之高。为
此，我们在剧中专门讲了一个孔子向盲乐
师请教的故事，目的就是展示孔子作为音
乐家的一面，这将大大颠覆原来人们对孔
子的认识，使孔子的形象更加丰满和完
整。当然孔子并非只是为乐而乐，而是有
更高的目的：见天地，见苍生，见自己。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创新和突破是
艺术家永远的使命。请问，与您从前创作
的众多作品比，《孔子》一剧有哪些新的不
一样的探索？

张继钢：在我所有作品中，《孔子》最

具综合性，蕴含了更多的艺术品种。可以
说，我这几十年的艺术创作皆是为今天

《孔子》作的积累。我始终觉得电影是蒙太
奇手法，剧场是舞台语言，话剧是综合艺
术，话剧的表演最具包容性。如果只拿传
统的话剧的概念理解《孔子》，那就大大地
局限和误解了《孔子》。同样是艺术的真
实，但它更浪漫，更概括，更抽象，更诗歌
化，更寓言化。

春秋时期人们的言谈举止到底是什
么样的，谁都没有见过，但我们用戏曲身
段，锣鼓点，让这些人物自然就有了一种
古意。他们每说一句话都有姿势，都有音
乐相伴，都自带风水，自带仙气，自成中国
气象，多美啊！

一组崭新形象，
将进入戏剧人物画廊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在对艺术标准
的要求上，您是一个严格甚至有点严厉的
导演，但很多演员说，在发挥演员主观能
动性上，您又给他们很大空间，并不作特
别具体的指示。请问，《孔子》从7月21日开
排到现在已排练了一个多月，您对演员们
的表现满意吗？

张继钢：因为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
《孔子》正式开排一直推迟到了7月21日，
但此前我们已做了很多准备工作，比如安
排演员先读剧本，写心得笔记，请专家对
演员们的台词表达、形体身段等进行专业
训练，从而使得我们现在的排练非常顺
利。山东省话剧院有一流的演员，一流的
管理，艺术氛围很浓，演员们都很有上进
心，很入戏，“孔子”“南子”“阳货”“赖三”

“弟子们”……他们在排练场上每天都能
打动我。像演孔子的两个演员，我看他们
已生活在孔子的精神世界里，生活和艺术
已经分不清了。在此我很想赞美他们，很
想对他们说———“你们认真工作的样子真
美！”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塑造人物是戏
剧的重要命题。我看了多场排练，孔子、南
子、阳货、赖三、颜回、子路、子贡等都很能
打动我。我想，这些充满新意的富于哲理

张继钢简介

导演、艺术家、艺术教育家、文艺理
论家。

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主席；中国舞蹈
界唯一“世纪之星”称号获得者；“中华民
族二十世纪舞蹈经典”获奖人；第29届奥
林匹克运动会开闭幕式副总导演，第13
届残奥会开闭幕式执行总导演，大型音
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总导演。

担任国际、国家级大型晚会总导演
70余次；创作舞蹈作品600余部。在舞剧、
歌剧、京剧、音乐剧、歌舞剧、说唱剧、杂
技剧、舞蹈诗、舞蹈史诗等多种艺术领域
均有突出建树；大部分作品曾在100多个
国家和地区上演或移植上演，获国际比
赛金奖15次、国内金奖50余次。

代表作 :舞蹈《千手观音》、《黄土
黄》、《一个扭秧歌的人》等；杂技作品《肩
上芭蕾——— 东方的天鹅》；说唱剧《解
放》、舞剧《野斑马》、《一把酸枣》、《千
手观音》、音乐剧《白莲》、民族音画《八桂
大歌》、史诗京剧《赤壁》、歌剧《洪湖赤卫
队》(国家大剧院版)、3D舞蹈诗《侗》、舞
蹈史诗《黄河》等。

著有“张继钢论艺术系列丛书”：《限
制是天才的磨刀石》《打开关键》《让灵魂
跟上》《秉烛夜话》。

先后获得党中央、国务院授予的“北
京奥运会残奥会先进个人”；中宣部第三
届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
第十四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特别贡
献奖”以及“十大中华文化人物”等二十
多项荣誉。

性的人物，一定会成为当代戏剧人
物画廊的新成员。

张继钢：这要感谢演员们的精
彩演绎！单说孔子的形象就很有意
思，剧中既有衰老的孔子，也有少年
的孔子，既有杏坛讲学的孔子，也有
见了美人南子的局促不安的孔子，
既有做了大司寇的从政的孔子，也
有带弟子们周游列国时如丧家犬般
的孔子，如此众多的不一样的孔子
形象，观众在其他同类作品中是鲜
少能看到的。

还有南子，无疑是剧中的一大
亮点。如果说《孔子》的八场戏就像
八幅水墨画，那南子就是八幅水墨
画中的一点粉色。这位卫国国君的
夫人，卫国的实际掌权者，貌美如
花，能歌善舞，有政治头脑，有权谋，
她既是孔子的崇拜者，也是孔子的
知音，她很想让孔子留下来，帮她一
起治理国家，让卫国强大。但因为她
是国君夫人，不是国君，不符合孔子
坚持的道，孔子最终遗憾地离开了
卫国。在一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
代，南子的理想注定是难以实现的。
这样一个美丽孤独苦闷的大女子的
形象，是不是也特别让人为之唏嘘
感叹？

再说阳货和赖三。阳货与孔子
并非敌人，只是信仰不同，“道不同，
不相与谋”。阳货内心其实是敬佩认
可孔子的，但孔子一直对他避而远
之。孔子和阳货可以互为镜子。阳货
的仆人赖三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他
在戏里戏外，跳进跳出，在古今之间
来回穿越，有点类似时政评论员的
角色，起到了一种很好的间离效果。

还有颜回、子路、子贡三个弟
子，各具特色。颜回是七十二贤之
首，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也是最懂
孔子的弟子。他谦逊有礼，寡言善
思，可惜英年早逝。孔子一声撕心裂
肺的“回！”，足见他的死对孔子的打
击之大！佩剑的子路勇猛，率直，可
爱。子贡则是弟子中最有谋略，最善

辞令，最富有，官职做得最大的。剧
中第一个开口说话的弟子便是他，
最后见证孔子之死的也是他！

“大同”之声，
叩击万千心扉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任何一部
完整的舞台艺术作品都是创作者和
观众共同完成的结晶。我想代表观
众问一个问题，如果作一个导赏，对
于普通观众而言，《孔子》有哪些特
别值得期待的看点？

张继钢：《孔子》一定要好看，好
听，震撼心灵，这是基本要求，否则
再崇高有什么意义呢？好看好听是
要每一场都好看好听，而且每一场
的每一个环节都要好看好听。《孔
子》一定要在好看好听的基础上，震
撼人们的心灵，以艺术美感唤醒生
命美感，并使全剧呈现思辨美，宏阔
美，空灵美，意象美。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请问全剧
的高潮在哪里？能否剧透一下容易
产生泪点的地方？我看了多场排练，
看到其中第六场，孔子三个弟子纷
纷跪在舞台上高喊“我看见了，我看
见了那颗最亮的星”，瞬间被感动
了，一种肃穆的感动，一种高山景
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感动。一
位艺术家朋友看过多场排练后，告
诉我这样一种感受：“看这部剧，你
可能不会号啕而哭，但一定会有很
多个瞬间令你哽咽不已。”

张继钢：我想告诉这位艺术家
朋友，这话说得可能太早了点儿！我
敢肯定首演时号啕而哭的现象一定
会有，只是哭声大小不好说。作为导
演，我很想告诉大家，创排这部剧，
我曾多次流泪，每天都会流泪。当
然，一部戏的好坏，不能仅仅以流泪
为标准，但一部好的艺术作品，一定
是能陶冶情操，震撼心灵，触动泪点
的。

说到高潮，全剧八场戏，可以说

环环相扣，高潮不断，直至第八场即
最高潮。我预计从第三场为政开始，
观众可能就会开始流泪。孔子杀完
少正卯，面对“子为政，焉用杀”的质
问，在晚霞满天中的一段痛苦的独
白，应该是全剧的第一个小高潮。

第五场见南子，在得知留孔
子而未果后，南子失落之下发自
肺腑的一段独白，并引出“女人
呐，长得丑，不好过，生得美，也不
好过啊”的感慨，估计会让众多女
性观众感同身受，也会让男性观
众为之遗憾！

接着是你刚才提到的第六场困
境，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周游列国
四处碰壁，狼狈如丧家犬的孔子和
众弟子被大雪埋成雪堆。孔子突然
从雪堆里伸出一只手，道：满天的星
斗，多美啊！颜回、子贡、子路三个弟
子纷纷跪地高喊：“我看见了，我看
见了那颗最亮的星”……

第七场渡河。白发苍苍的孔子
与同样白发苍苍的阳货隔河对话。
站在滚滚黄河边，孔子发出了那句
千古名叹：逝者如斯夫！并引出三段
递进式独白：“浩浩天下，滔滔人间，
孔丘何处安身……”一句“逝者如斯
夫”，引发古往今来多少代人感慨时
光流逝如水，人生世事变换之快啊！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我特别期
待全剧最高潮最后一场，张导能否
为我们作个导赏？

张继钢：第八场彼岸。孔子在六
十八岁时，周游列国十四年后返回
鲁国。在生命的最后四年，坚持著书
立说，继续宣扬自己的理想。

本场一开场，先是孔子与少年
孔子的一段对话，孔子口中念念不
忘的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正是
他一生的写照。……最后，孔子画外
音自天宇间传来———“天下大同，丘
是看不见了，吾儿吾孙也未必能见，
但吾坚信，终有一日天下能见。”

孔子何以成为圣人？也许你能
从中找到答案！

由著名艺术家张继钢执导，山东省文旅厅出品，山东省话剧院倾力推出的

话剧《孔子》，将于9月28日在山东省会大剧院举行首演。

那么，孔子此次会以怎样与众不同的艺术形象出现在舞台上？《孔子》作为

张导首部话剧作品，又会给当今剧坛带来哪些惊喜？作为普通观众，我们将在3

个小时的时间内，随着台上300余名演职员的精彩演绎，完成怎样一次长达

2500年的“时空穿越”？在紧张排练的间隙，张继钢导演接受了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记者的独家专访。

专访著名艺术家张继钢：

话剧《孔子》的 “大同”与“大不同”

记者手记

2020年9月28日是孔子诞辰2571周年。同
一天，话剧《孔子》将于山东省会大剧院举行
首演。“《孔子》一定要好看，好听，震撼心灵，
这是基本要求。”在观看多场排练并进行了
两个小时的采访后，我坚信，张继钢导演的
话在9月28日一定会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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