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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剧一评 YIJUYIPING

确切地说，中央苏区戏剧是指 1927年冬至 1935年底，
地处我国赣南、闽西的苏维埃政权领导和影响下的戏剧创
作。显然，这种戏剧与中国苏维埃红色政权的建设，有着天
然的联系，具有鲜明的红色基因、革命底蕴和民族精神。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
江西瑞金召开，这一新生的红色民主政权成立伊始，便给予
戏剧创作与表演极大支持。设立了中央苏区戏剧运动领
导机构，制定了中央苏区戏剧运动的规范化政策，产生
了众多专业剧团，建立了多所专门戏剧学校，涌现了大
批戏剧作家和表演艺术家，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中央
苏区红色戏剧运动。书写下中国现代戏剧史上光辉而独特
的一章。

不言而喻，中央苏区红色戏剧的崇高价值在于，它
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戏剧创作与表演，表现了
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情怀和美学追求，铺就了延安文
艺、解放区文艺乃至新中国文艺前行的路基。有学者
指出，中央苏区的文艺不仅具有古朴浓郁的地方性、贴
近生活的大众性、旗帜鲜明的革命性和战斗性，还有海
纳百川的开放性。值得我们珍视的是，在为期约七年
的苏维埃戏剧运动、截至目前已收集到的近百种戏剧
作品中，除有大量宣传红色政权建设、抒发战斗情怀、
歌颂土地革命、描写工农苦难生活、追求人性真善美的
作品外，红色戏剧家也把创作视野投向“九一八”事变
后的北国边陲，涌现了反映东北沦陷地区民众生活和
抗日武装斗争的剧作。这在中央苏区戏剧历史中显得
格外触目，真切地表现出中央苏区红色戏剧“海纳百
川”的胸怀和视野。

其实，中央苏区戏剧中的东北叙事作品并不孤少。
《北宁铁路的退兵》是被誉为“红色戏剧运动开拓者”的沙
可夫为“九一八”事变爆发一周年而创作的独幕剧，讲述
了东北军执行不抵抗命令撤至关内而引起官兵极度不
满，终于返乡抗日的故事。二幕剧《鞭痕》，以 1933 年的

“东三省”为背景，真实展现了抗日军民英勇无畏、勇敢反
抗的场面：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门前，8 位被俘义勇军战
士被日寇“用皮鞭任意鞭挞”，背上“布满了鞭痕”；在兵工
厂卸货间，被逼卸货的工人，满身留下深深的鞭痕，他们
忍无可忍，终于奋起反抗，夺过皮鞭抽向日本工头，并准
备进攻兵力空虚的司令部 ……作者以“鞭痕”为标题，并
以遭受鞭打后身体留下的伤痕印记贯通全篇，显示出一
种特有的寓意：只有反抗，才能免遭皮鞭的抽打、逃脱苦
难的生活，从而获得阶级的解放和民族的自由。胡底创
作的五幕剧《热河血》，是一部内容丰满、情节跌宕之作。
讲述年仅 20岁的木兰女扮男装顶替年迈的父亲入伍抗击
日寇的故事。

此中特别值得一书的是，在数量可观的东北题材的中
央苏区戏剧作品中，有两部直接记述沈阳军民抗日斗争的
话剧文本，显得弥足珍贵，然而当今却鲜为人知。

由胡底编剧、钱壮飞导演的《沈阳号炮》，经 1933年底
精心排练后，于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演出并获得很大成功。其实，参加《沈阳号炮》创
作和演出的李克农、胡底、钱壮飞，此前曾同在白区从
事党的地下工作，战斗在敌人的心脏中，是中共中央卓
越的情报员。此次联手创演《沈阳号炮》，想来也是别有
一番滋味。

三幕剧《沈阳号炮》分别以日军旅长的沈阳官邸、沈
阳城三里之外的松林深处、沈阳西门等为故事发生地，
围绕共产党组织和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攻打沈阳的一场
暴动展开情节，不仅鲜明地塑造了阴险狡诈的日军旅
长等形象，更展示了参加暴动的韩国工农和士兵、沈阳
城内工农与革命军武装官兵的风采，显示出跨国题材
特征，而且在由工农组成的暴动队伍中，还出现了领导
暴动的共产党人形象，这在以往的以“九一八”事变为
题材的戏剧中是罕见的。作者以较多的笔墨塑造的革
命党人腊梅，是一位有着坚定阶级意识和民族观念的
青年女性、革命战士，以女佣的身份潜入日军旅长家
中，窃取重要情报，机智策反日本士兵，并亲赴距沈阳
西门三里之外的松林中为革命武装传递情报、参加攻
打沈阳的武装暴动。为了解除沈阳西门日寇的军事工
事，腊梅自告奋勇，对敌谎称当晚要与已被策反的日兵
甲结婚，向已在沈阳城里的“工人纠察队”传送里外夹
攻、袭击西门的暴动计划。当藏在腊梅头发中的情报
被日寇发现后，腊梅坚称其为写给自己未婚夫的情书
并直接入口吞下，随即，日军旅长举枪对准腊梅，已被
策反的日本士兵冲上前去欲夺下旅长的手枪，在这紧
要关头，预示暴动的“沈阳号炮”响起，沈阳城内一场反
侵略的战斗拉开了序幕。剧中描述的发生在沈阳西门
的暴动场面，虽然不一定是现实中确有的事实，但的确
是符合历史发展进程的一种理性的艺术建构。

三幕剧《红光在前》系集体创作，约创作并演出于
1932 年，第一幕、第三幕剧情的发生地是沈阳，第二幕故
事的发生地点则设置在日籍工人陈天慈兰的日本家中。
剧情在中日两国普通百姓间展开。剧本真实揭露了日本
侵略者在沈阳令人发指的侵略行径和暴力统治，又围绕

“无产阶级不打无产阶级”的信念展开情节，阶级理念与
民族意识共存其间，突出体现了特定时代的特殊历史语
境，表现着工人群体的阶级启蒙与革命想象，具有鲜明的
左翼文学色彩。

远在闽赣的苏维埃红色政权，在自身非常弱小、生存极
其困难的情况下，仍以话剧艺术为武器，心系生活在日本侵
略者铁蹄下的东北民众，不忘“九一八”炮火下的沈阳，表现
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强的抗战意志、民族精神、革命情志和宽
广胸怀，极其难能可贵。

（作者系辽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专家）

中央苏区戏剧中的
沈阳故事

高 翔

7 月 21 日 17 时，距离辽宁省第十
届全民读书节闭幕式还有两个半小
时，设在辽宁省图书馆共享大厅的直
播现场，已经开始了闭幕式的倒计时
直播。而这并不是闭幕式直播的真正
开始，早在前一天，闭幕式的花絮和介
绍已经在一众新媒体平台上不断播
出、预热。直播观看人数从几十人到
几百人、几千人……迅速上升。到 19
时30分闭幕式正式开始时，直播观看
人数已经突破百万人。

与4月23日举办本届全民读书节
开幕式相同，闭幕式直播也采取了多
平台联动直播的方式，快手、抖音、北
斗融媒、北国新闻客户端、辽宁广播电
视台、新华社现场云、人民网辽宁频
道、央视频、央视新闻移动网、央广网
辽宁频道、学到汇公众服务平台等数
十个媒体、网络平台以及全省14个市
的官方快手账号形成直播矩阵，实现
了播放平台多元化、传播形式分众
化。据统计，开闭幕直播次日，全网观
看量均超过 1000 万人次，相关信息、
产品全网访问量均超过1亿人次。

如果说去年的第九届全民读书节
首次采取云直播的形式，是因疫情防控
的需要，多少带些不得已而为之的色
彩，本届全民读书节的云直播则因5G
技术的覆盖面扩大而更具传播实效。
从倒计时开始的长达5个多小时的闭幕
式直播，始终保持着高关注度，也让人
们看到了5G时代为长视频产品提供的
更大空间。当然，技术只是一个次要方
面，高关注度主要还是因为内容。开闭
幕式的内容丰富而充实，颇具“含金
量”。围绕着全面阅读这一核心，高度
聚焦“读百年党史，促辽宁振兴”的本
届读书节主题，有主题图书的发布与
展示，讴歌百年辽宁奋斗实践；有原创
说唱作品《从红山到红旗》《红色地
图》，诠释辽宁的厚重历史与红色文
化；同时还有一众文化大家、知名学
者、文艺界知名人士以及网络达人的
加持，知名作家王充闾、何建明、滕贞
甫，青年作家双雪涛，学者潘一山、田鹏
颖，钢琴家郎朗，时代楷模李超，读书推
广人樊登，知名演员刘烨、韩雪、六小龄
童，脱口秀演员李雪琴、张踩铃等，都出
现在开闭幕式的现场和视频连线中，围
绕建党百年分享创作心得、阅读感悟并
荐书、领读。

形式也颇具匠心。开幕式分为
“书·红色记忆”“书·红色奋斗”“书·红
色未来”三个主要篇章，开启几个月的
读书节各项主题活动；闭幕式分为

“读·初心”“读·奋斗”“读·梦想”三大
主题板块，全景式盘点呈现本届读书
节取得的丰硕成果。领读人、寻书人、
荐书人的设置，既起到了穿针引线的
作用，又发挥了阅读的引领效应。

“云”上传播
实现传播平台多元
化、传播形式分众化

从“云”传播到“融”变奏

创新让全民阅读聚合效应不断放大
本报记者 高 爽

辽宁省全民读书节已
经举办十届。十年树木，
全民阅读的种子在辽宁大
地生根、发芽、结果。

随着时代发展,读书节活动不断
丰富着新内容、新领域、新形式、新载
体，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拓展。如果
说，去年的辽宁省第九届全民读书节
以“云”为关键词，那么今年读书节的
关键词就是“融”。从“云”传播到“融”
变奏，全民阅读的聚合效应不断放大。

融合，可以说是本届全民读书节最具
特色的一个创新关键词，平台、技术、阅读
的领域、形式与手段都因融合而变奏，让
全民阅读不断产生新意。

本届读书节研发的“打卡辽宁红色地
图”小程序，充分利用辽宁丰富的红色文
化资源，在全省14个市的纪念馆、博物馆
以及革命遗址遗迹中选择了 100 处有代
表性的红色地标，网友只要在手机上点
击，就能“云”上游览。活动得到广大网友
竞相转发和参与，访问量超过 1000 万
次。“今天，你打卡了吗？”成为热门语句。
这一活动成果最终以一本融媒体图书的
形式呈现出来，由读书节组委会策划出
版的《打卡辽宁红色地图》，将这100个辽
宁红色打卡地用文字、图片和视频的形
式加以介绍，读者只需扫描二维码，就可
以在手机端收听、观看音视频产品。

文艺与阅读的融合也很有看点。大

连话剧团为庆祝建党百年创作的献礼作
品——《把一切献给党》，根据我国军工
事业的开拓者、被称为“中国的保尔·柯
察金”的吴运铎的同名自传体小说改
编，这部文学作品在上世纪 50 年代出版
后风靡全国，成为影响了几代人的红色
经典作品。闭幕式上，吴运铎的饰演者
张晓军现场表演了话剧《把一切献给
党》的片断，让年轻网友对这部文学作
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谈到对这部话
剧的创作感受，张晓军更愿意引用吴运
铎写在书里的话：“顽强战斗，以创造性
的劳动克服一切困难。”“即使自己变成
了一撮泥土，只要它是铺在通往真理的
大道上，让自己的同志大踏步地冲过
去，也是最大的幸福。”从话剧回到文
学，从舞台回到阅读，这就是融合产生
的阅读新场景。

学术研究与全民阅读的融合也是本

届全民读书节的一个有益尝试。由省委
宣传部、辽宁出版集团、辽宁人民出版社
与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同策划出
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

（100卷），是国内第一套权威、全面、系统
考证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的大型主
题图书。这样一套严肃的理论著作如何
向公众推介？闭幕式上，东北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院长、学者田鹏颖以讲故事
的方式介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
过程，“最初李大钊看到的《共产党宣
言》原来是从日文的翻译版本翻译过来
的。”“《共产党宣言》有几个不同版本，
我 们 现 在 比 较 熟 悉 的 是 陈 望 道 翻 译
的。”田鹏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让理论栩栩如生，是他作为马克思主义
理论传播者和大学教师的分内之责，很
高兴能让更多手机前的观众感受到“真
理的味道真甜”。

创新融合 拓展阅读边界，探索阅读新形式新手段

每一年的辽宁省全民读书节都有年
度主题，今年的主题“读百年党史，促辽宁
振兴”成为贯穿读书节全过程的一条红
线，所有的活动内容都围绕着这一主题，
并力求让这场有意思的文化盛宴同时也
成为有意义的党史课。

一系列形式多样的线上线下阅读推
广活动，如直播分享、展演、赛事、春风惠民
等活动，让读者在参与中滋养精神，感受百
年党史。在领导干部群体中开展的“强素
质·作表率”主题读书推广活动，在学生群体
中开展的全省青少年讲党史故事线上展示
等活动，在基层群众中开展的科普“大篷车”
进社区、读书节进乡村等巡展活动，在女性
群体中开展“巾帼心向党 奋斗新征程——
女性读书活动”等，连点成线、连线成面，为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营造了书香
氛围。省教育厅举办的辽宁省中小学生

“坚定跟党走 实现中国梦”好作文征集展
评，辽宁报刊传媒集团开展的“百生读百
史”“重温抗疫日记”专题展示活动，省广
电局开展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全省广电视听播音员主持人大型诗文
朗读活动，省文化演艺集团（省公共文化
服务中心）举办的“馆藏红色文献图文特
展”“童心向党，童颂祖国”辽宁省第四届
少儿故事大赛、第五届全省农民工读书征
文大赛，辽宁广电集团开展的“传承经典
红心向党”主题朗读活动，辽宁出版集团
举办的“初心永向党，百年新征程”建党图
书暨主题出版书展等，都成为群众喜闻乐
见并在全省乃至全国具有影响力的阅读
活动品牌。沈阳市的“全国劳模领读示
范”“主播为您读经典”活动，鞍山市的“党
史慕课”，本溪市推出的评书表演艺术家田
连元的系列评书“话说党史”，都成为极富
地域特色的全民阅读活动品牌。

以党史为主题的系列图书出版与推
介，为读书节提供了优质阅读资源。读书

节主题图书《世纪芳华·辽宁颂》以及《马
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长征》《静
静的鸭绿江》《火种——辽宁各地第一个
基层党组织建立始末》《战旗》《天晓——
1921》等一批有广泛影响力的理论力作及
重大历史和现实主义题材文学作品在全
民读书节期间问世，社会效益显著，各方
反响热烈。

正在辽宁省图书馆举办的辽宁省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展览，也
成为全民读书节传播红色文化的一个载
体。闭幕式上，辽宁省党史研究室副主
任许晓敏带着网友“云”上观展，东北抗
联的故事、雷锋精神的时代解读、改革开
放的辽宁实践、毛丰美留在大梨树村的

“干”字精神都在她深情质朴的讲述中传
播出感人的力量。

闭幕式直播现场嘉宾、报告文学作
家何建明的出场很特别，在他出现之
前，先播放了一段电影《战狼 2》最经典

的片断，主人公手举国旗带着同胞穿越
火线的镜头一出现，立即引起了网友的
关注。《战 狼 2》正 是 根 据 何 建 明 的 长
篇报告文学《国家》改编的，他的现场讲
述也由此开始，从我国大规模海外撤侨
行动讲到他在创作《革命者》《1921》《忠
诚与背叛》《雨花台》等作品时收集到的
那些革命者的故事，让大家感受到信仰
的力量。

何建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参
加本届辽宁省全民读书节活动，特别是参
观了辽宁省庆祝建党百年主题展览之后，
对辽宁的红色文化有了更多的认识，也唤
起了他的创作冲动。“辽宁省在中国革命
和建设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这笔丰厚的
红色文化资源于今天有着强烈的现实意
义，作为‘共和国工业长子’的辽宁，它的
气质是阳刚的、奋进的，这也正是今天大
步走在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上的中国气质，
辽宁的故事值得好好书写。”

聚焦主题 有意思的文化盛宴也是有意义的党史课

核心
提示

聚焦省第十届全民读书节

辽宁省第十届全民读书节闭幕式现场。

“辽宁最美青年”和青年学子代表发出读书倡议。 本文图片由本报记者谭硕摄

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