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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忘却焦菊隐——写在纪念焦菊隐先生百年诞辰之后 
宋宝珍 

作者赐稿 

- 

   

20 世纪的文化名人，大都在经历了历史的磨难之后，在晚年得到了荣誉、地位、利益的各种补偿，可谓活着的时候

局部的、阶段性的沧桑，死时哀荣备至，占尽风光。  

焦菊隐不是这样，他驾鹤西归的时候，恰恰是 1975 年，是“文革”运动将完未完，因而显得歇斯底里的时期，也

新的时代即将开始的孕育期，但是，他已经没有足够的心力和体力走出历史的阴霾了，在新、旧交替的门槛上，身患

焦菊隐溘然长逝，走的无声无息。  

焦菊隐走了，我想他走的时候一定是落寞甚至是失意的。这位出生于天津大杂院的平民艺术家，靠了个人的天赋和

获得过巴黎大学的文学博士，担任过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总导演，他毕生致力于中国话剧民族化的伟大事业，要创

一个像莫斯科艺术剧院一样世界闻名的剧院，导演了《龙须沟》（1951）、《明朗的天》（1954）、《虎符》

956）、《茶馆》（1958）、《智取威虎山》（1958）、《蔡文姬》（1959）、《关汉卿》（1963）等一批北京人艺

剧目。但是，在他生前，1957 年的全国性“反右斗争”，差点中断了他的艺术行程；1959 年的北京文化界的“拔

”，他又首当其冲；从 1966 年开始，他被完全剥夺了艺术实践的机会，下放劳动。他曾经花费了很多心血，努力

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剧体系，但是他心血耗尽，对照着英、法文译本和自己的舞台艺术实践经验，翻译的三卷本斯坦

拉夫斯基文稿，却因找不到出版机会， 后竟被他慨然付之一炬。  

在他生前，没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他的艺术追求和艺术创造，他仅仅感动过围绕在他身边的一批北京人艺的知识分子

员，他的声名仅仅响彻在北京人艺的舞台时空当中。因此，直至 80 年代《茶馆》走出国门获得国际声誉之前，焦

说从未被人当成过世纪文化名人，他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并不为人所知。即使在今天，除了从事戏剧的人，若问

菊隐是谁？”可能仍然使好些人一头雾水。  

                  一、“对于艺术事业无限的忠诚”  

2005 年 10 月，按照焦菊隐 1958 年导演的样式，复原的话剧《茶馆》，在美国肯尼迪艺术中心演出 3场后，又在旧

等地巡回演出 16 场。所到之处，彰显了东方戏剧艺术的独特魅力，可谓声名鹊起，一片赞誉。每一次《茶馆》的演

仿佛是焦菊隐在云端不经意的回眸，他在回望现世的人们，而人们却只能仰视其项背。焦菊隐，斯人已逝，背影独存

2005 年 12 月 11—12 日，在焦菊隐逝世 30 周年、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北京人艺在京举行了隆重的焦菊隐学术研讨

新编定的 10 卷本《焦菊隐文集》也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发行。提起北京人艺的历史成就，人们必得提起焦菊隐

国现代戏剧乃至现代文化的人，无法忘却焦菊隐。  

在中国近百年的话剧历史上，出现过很多著名导演，如洪深、黄佐临、应云卫、袁牧之、夏淳等等，但是能够开一

之先、创立了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人，恐怕只有一个焦菊隐；在并不算长久的艺术生涯中，不仅留下了大量脍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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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作品，而且形成了一整套民族化的戏剧理论的导演，恐怕也只有一个焦菊隐。  

焦菊隐的导演生涯从上个世纪 40 年代开始，1947 年，他为抗敌演剧队二队排演《夜店》，这个剧本是师陀、柯灵

高尔基的剧本《底层》改编的，剧本表现了聚集在下等客栈里的底层人物的众生相，这里有流氓、地痞、小偷、私娼

在师陀、柯灵的改编中，戏剧情景已经中国化了，但是焦菊隐还认为化得不够，因此，在导演过程中，他对剧本做

些改动。在焦菊隐看来，戏剧表现的是“出生在垃圾堆里，腐烂在垃圾堆里，消灭在垃圾堆里”（1）的一群人，但

的任务却不仅仅是展示这个样子的他们，而是要表现他们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据当时演剧二队的队员蓝天野回忆：“焦先生对舞美很在意，他把一个鸡毛小店设计得很真实，很自然，很有艺术

剧中有个穷苦的赖嫂子，长年卧病不起。为了让演员有身临其境的贫病感觉，焦菊隐让人在赖嫂子的床边墙上，画

死的臭虫血。他还要求不能直着画，必须与病人的活动手迹相一致。其实台下的观众看不到这微小的痕迹，但是这有

员进入角色。胡宗温演收租婆赛观音，额头上打上了三块拔火罐留下的红斑，人物的狞厉、泼辣立刻凸现出来。以

在舞台上表演，台词和动作都带有程式，焦先生让我们‘生活’在舞台上，他改变了我们的戏剧观念”。（2） 

焦菊隐解放后导演的第一个戏是老舍的剧本《龙须沟》。那时候，北京人艺刚刚成立，它的演员部分来自国统区，

来自解放区，还有一部分是北京城里的青年学生，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支艺术杂牌军。他们各自所走过的艺术道路不

各有自己的演剧习惯，因此，如何统一其创作方法，是焦菊隐遇到的第一大困难。  

为此，焦菊隐决定运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剧方法，用体验生活、培养“心象”、进入角色、化为形象的途径，

起他们和谐、一致的新的演剧观念。焦菊隐一面花大力气修改老舍的剧本，一面动员演员们进入龙须沟去体验生活。

须沟，演员们一呆就是两个多月，他们观察、体验、熟悉人物，并根据焦菊隐的要求，写出了很多观察日记和角色小

每周向导演汇报一次。对于演员们交上来的文字材料，焦菊隐都做了认真、仔细的批示。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艺术

也是焦菊隐戏剧理念的初步展示。向生活学习，改变造作的演剧习惯，从此成为北京人艺共同的艺术识见。  

在体验生活的过程中，焦菊隐发现，有的演员很快有了“心象”的种子，而有的演员却茫然无措。焦菊隐认为，人

造，在 初必然有一段缓慢而且看不出迹象的过程，重要的是导演要加以正确引导。他告诫演员，体验生活，不是

某些人的局部的动作，而是作为劳动人民中的一个，去体验一种真实、自然的生活。体验生活要避免两种错误，一

生活之外，作为旁观者、同情者、调查者去体验生活。二是直接向生活里去寻找艺术创作上的典型。  

在排戏时，焦菊隐有意识地要消灭演员演戏的感觉，要求他们从人物出发，进入规定情境，实现舞台上的“一片生

”朱旭说，“焦先生在剧院有个外号，叫面人焦，因为他老爱捏咕演员，直到你的戏演到了位为止。”（3）据欧

忆，“排《龙须沟》，焦先生让人在排练场摆了很多砖头，让演员垫起脚尖走路，体会遍地泥泞的感觉。”（4）

《龙须沟》的艺术呈现有自然主义倾向，其实，这样的评价并不公正和准确。焦菊隐虽然尊重演员的个性以及他们

造性的发挥，但是，却没有忘记自己作为导演的职责，在艺术创造上，他是一丝不苟，甚至是严肃得近于苛刻的。

1951 年，在《龙须沟》的排练中，焦菊隐给舞台监督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  

“我 近发现有个别的演员，错误地理解了‘再创造’，认为意识地临时加些或者减少些台词和动作，是情感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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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些演员，完全脱离了角色，在台上说些与戏无关的话，甚至开玩笑，讲笑话……这都是摧毁自己和别人创造角

惯，希望你向演员们提出，要求大家建立演剧道德——对于艺术事业的无限忠诚。”（5）  

焦菊隐一向强调演员要谦虚地吸收观众的意见，但在 1953 年演出《龙须沟》时，当他意识到于是之、叶子为了迎

批评者的意见，提高说话声调，损害了角色的心理和性格逻辑的时候，他异常愤怒，说那是 16 世纪的表演，他甚至

士比亚的话讽刺说，他们创造的角色“既不像英国人，也不像希腊人，而像上帝不在家时由他仆人创造的一个人。”

在经历了曲曲折折、反反复复的艺术磨练之后，《龙须沟》走向了艺术的成功。  

《龙须沟》的成功可以说是空前的：它为北京人艺奠定了艺术的基石，它为老舍赢得了北京市政府授予的“人民艺

的称号，为焦菊隐赢得了演员的敬重并树立了优秀导演的美名，它还让于是之、郑榕等一批有才华的青年演员脱颖

以至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经由他们的艺术实践，北京人艺演剧学派逐渐地建立起来。  

                       二、“话剧和戏曲要互相借鉴”  

北京人艺的人们评价他们的焦先生是“学贯中西”，此话并非一般性的溢美之辞，而是包含了他们内心丰富的潜台

比如，他们会自豪地说起，焦菊隐精通法语、英语，自学的俄语，达到了阅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原著的水准；他不

起西方剧作家和戏剧史来头头是道，而且重要的是，他真的懂戏曲，曾经在年轻的时候做过中华戏曲学校的校长，正

师学过京剧小生，肚子里有一百多出老戏，等等，等等。也许正因为如此，焦菊隐才能做到“博古通今”，让经他导

话剧，充盈着民族传统戏曲的艺术神韵。  

在现代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中，意识形态里始终存在着新与旧的矛盾，维新者渴望日日新，又日新，日新月异；守旧

待万物守成、一成不变，恨不能旧有的一切“永永保持而勿坠。”新、旧戏剧之争从 19 世纪末已经开始，直至 20

初形成了话剧与戏曲分道扬镳之势，仿佛传统戏曲与现代话剧就此设立了自己的分界线。  

但是，焦菊隐并不这么看，他以自己的舞台艺术实践，试图跨越戏曲与话剧相互阻隔的界限，大胆提出了“话剧和

要互相借鉴”（7）的艺术主张，并且毕生致力于创造民族的、现代的戏剧样式。  

1963 年，焦菊隐曾试图比较全面地阐发其戏剧民族化的理论，他写出了《论民族化》提纲，可惜论文未见完成，如

只能就现有的提纲，领略他戏剧民族化思想的框架。在他去世后，人们整理他散佚的文稿时，又发现了另一个论文

论推陈出新》，写作时间与上文大致相同。这两个提纲，在思想上有其连贯性，加在一起虽然不过区区两千字，但

有非常厚重的思想内容。  

焦菊隐说，“无陈（原有基础），出不了新。不能否定、轻视或脱离传统，像虚无主义那样，另外，也不能一成不

”“但不出新，也推不了陈。”“新奇不一定就是艺术。脱离原有的基础，谈何发展，谈何创造。”“‘新’非猎

‘新’非迎合，‘新’非照搬。”谈到如何推陈，他设计出了如下方案：“1.推动——发展变化。2.推移——移植

推究——找规律，为创新找道路。4.推敲——精益求精。5.推论（衍）——举一反三，为创新找灵感。”（8）在《

化》提纲中，他在第一条就打破了话剧第四堵墙的概念，提倡“欣赏者与创造者共同创造。”“通过形似达到神似，

在神似。”“戏剧艺术的全部手段都是为刻画人物服务的”。（9）为此，他提出了话剧创作中以少胜多、虚实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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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等舞台表现方法。  

在焦菊隐学术研讨会上，朱琳说，“提起焦菊隐，我很激动，很感激。他对话剧民族化的毕生追求，可谓前无古人

无来者。通过焦先生的戏剧实践，作为演员，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以前我们学了半本斯坦尼，只讲体验不讲体现，

生导戏，让我们学到了内部体验与外部体现的有机统一。他很注意向传统戏曲学习，他导《虎符》，为了强化形象，

节奏，加进了戏曲的锣鼓点，引来了毁誉参半的效果。他吸取戏曲精华，运用的比较好的戏是《蔡文姬》，对这个戏

一个细节，焦先生都做到了精益求精。光是他参与修改的布景图，就画了两百多幅，参考了很多历史资料。甚至连舞

云雾效果，他都要求达到水断山环的境界。蔡文姬的服装造型从长袖到短袖再到无袖，花费了焦先生很多心血。他

究演员的出场亮相，这里面渗透着戏曲美学思想。《蔡文姬》第二幕，辞别匈奴一场，演员站成一个虚拟的半圆形，

现了匈奴王宫的大穹庐了，文姬短短的一句告别语，却是在通过形体动作在舞台上转了一大圈之后才说完，这个戏里

姬的舞台表演，融汇了很多戏曲程式化的因素。焦先生导的戏，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典型，他考虑了演员，

画面，考虑了风格，诗情画意，气势磅礴。”（10）  

《蔡文姬》在舞台上创造了诗的境界和意蕴，演出获得圆满成功。很多人看了舞台上的表演，认为比古代画家画的

蔡文姬归汉图》还要美。编剧郭沫若甚至激动地对焦菊隐说，“你在我这些盖茅草房的材料的基础上，盖起了一座艺

堂。”（11）苏民说，“《蔡文姬》里面的仪式性戏剧场面，显然吸收了民族戏曲的表演。连戏曲界的人看了这个戏

说，看人家北京人艺，连龙套都跑得比我们漂亮。”（12）蓝天野说，“梅兰芳看了《蔡文姬》之后，提出让焦先生

排一出戏《龙女牧羊》，可惜后来这个愿望没能实现。”（13）一个话剧导演，能够让戏曲名家折服，这也不是一件

事吧？  

能体现焦菊隐导演功力的，应当是话剧《茶馆》。  

提起焦菊隐与老舍的再度合作，还有一段剧坛佳话呢。原来，在排演《龙须沟》时，焦菊隐就亲自动手删改老舍的

“原剧中 75%的台词都被焦菊隐给改动过了，剧院里还印了一个白皮的演出本，属上了焦菊隐的名字。这让老舍不

，他坚持要出文学本。老舍说，人家是专家，他把我的戏剧结构给拆了。后来老舍写的《方珍珠》就拿给了中国青

术剧院去演。但是，他们 终发现，只有他们两个人的合作才是 合适的。《茶馆》让两个人又走到了一起。”（1

我们今天来总结《茶馆》的成功要素，可以说老舍与焦菊隐缺一不可。  

其实，焦菊隐对老舍是很尊重的，他逢人便说，“老舍先生的剧本是一座金山，越往里挖金子越多”。（15）那么

茶馆》这座金山，他是怎么挖掘的呢？  

从二度创作出发，焦菊隐仍旧帮助老舍整理剧本，他根据舞台的动作节奏要求，对台词进行前后顺序的调整，认真

词背后的动作性和人物的心理特征，力求使每个人物都形象鲜明，气韵生动。在第一幕的开场，焦菊隐增加了 20

客，着意渲染大茶馆在繁盛期纷繁、撩乱、熙熙攘攘的场面。第一幕里出现了个吃洋教的小恶霸马五爷，本来不过短

几句台词，一个明显的过场人物；但焦菊隐却让这个形象在舞台上变得丰富起来：马五爷傲慢地坐在雅座里，他只一

就让两个泼皮服了软，他目中无人地走过一排茶桌，听见教堂钟声，他立即收住脚步，煞有介事地在胸前画起了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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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么几个焦菊隐加进去的舞台动作，一下子把吃洋教的人的威风尽显无遗。第二幕刘麻子给大兵牵线做媒，本来上

没什么行动，但焦菊隐却为他设计了慌慌张张连喝数碗剩茶根儿的举动，既表现了刘麻子的落魄潦倒，也表现了市面

兵荒马乱。第一幕结尾时，太监娶老婆的丑剧已经演完，这时两位下棋的茶客，突然来了一句“将！你完了！”一切

不言中，大幕就此关闭，这同样表现了焦菊隐对艺术韵味的追求。  

《茶馆》排练场空前活跃，老舍经常光顾，他与大家一起朗诵、讨论剧本，给演员做示范动作。在第三幕里，破败

王利发对白喝茶的小唐铁嘴说，“你爸爸白喝了我一辈子的茶耶，这事儿可不能传代哎”。于是之觉得老舍朗诵剧本

语气词加得好，就模仿着放进了正式演出中。  

在剧组里，演员“晕进”角色生活之中，每个人都充分调动想象，展开联想，充分发挥艺术创作才能。“《茶馆》

幕，焦先生让演员以茶客的身份去体验生活，在写出了观察笔记和人物小传之后，反复做小品，设计彼此间聊天的话

有一天排开场的戏，焦先生让大家尽情发挥，后台的音响效果也配合着轰鸣起来，焦先生听着，看着，然后发出指

让这一桌的声音再大一点，让那一桌的声音弱一点。他像个交响乐的指挥大师一样，让舞台上形成了多个声部，各

部此起彼伏，在他的调理下，非常富有层次。撒纸钱一场，演员开始时找不到感觉，焦先生让我们练习，他把前三排

给划出来，让我们直接对着观众倾诉。慢慢地我们终于找准了那种不吐不快的感觉。”（15）  

如果《茶馆》是一部交响诗，那么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声部都和谐地建构着一个整体。  

从 1958 年首演至今，《茶馆》已经演出近 500 场了，不仅在法、德、美、日、新加坡等国获得了国际声誉，被誉

方舞台艺术的奇葩”，而且创造了一台戏剧经久不衰的艺术魔力。  

                   三、“艺术要求的是完整、统一、和谐的境界”  

焦菊隐留下了戏剧民族化这样一个大课题，这个课题涉及了推陈与出新、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发展的诸多问题，可

没有来得及将其探讨下去。但是，从他留下的理论著述和戏剧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已经为后人留下了广阔的思

。  

焦菊隐特别重视艺术创造之中生活经验的积累，这与他较早接受了俄罗斯人关于“美是生活”的艺术观念有关。其

他决非将生活等同于艺术，追求自然主义的艺术表现，在他看来，为了克服形式主义和概念化的表演，只有不断地

活汲取艺术营养，不断丰富人物的心理内涵。他是一个很能劳累自己的导演，不如此他似乎心有不甘。  

焦菊隐重视戏剧文本，他的重视程度还非同一般。作为导演，他甚至不惜耗费心血、笔墨，把剧本改写一番。“导

须以作家的身份，运用艺术手段而不是文学手段，把作品在舞台上又一度地‘写’出来”。（16）这是因为，在他看

导演不仅仅是一个剧本的被动的解释者，他还是二度创作中的有效的创造者。剧本里的台词是剧作家的，但结构和

是导演要设法找到的，一旦找到了，台词就必须依照舞台运行规律进行。焦菊隐主张一戏一格，勇于创新，他对自

的每一部戏都力求呈现出一些新的东西，他连自己的剩饭都不炒。“某一出戏的演出形式和风格，根据剧本的不同

要求，可以和另一出戏的演出形式和风格不同。必须这样。甚至同一个剧本，在不同导演的处理下，也会出现很不

形式和风格。但是，这一切，首先要由剧作者的风格来决定。”（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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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菊隐重视导演工作的统筹作用，他说，“导演的民族作风，应以联合创造为原则”，“导演的创造不是孤立的，

须能启发、发挥、发展演员的创造性，而演员这被启发、发挥、发展了的创造性，翻过来又更启发、发挥、发展了导

造性。”（18）他说，导演必须要恪守三种体验：“一是体验生活，为艺术创造找到根据。二是体验演员，为指导

演员创造人物形象找到钥匙。三是体验作家，体验他的创作个性；体验他在写作当时的思想感情状况，亦即内心创

态；体验他的创作动力，创作激情，在他内心视象中酝酿和诞生人物形象的契机。导演体验了这些，才能在舞台上把

理得‘从心所欲，不逾矩。’”（19）  

焦菊隐重视演员艺术创造性的发挥，他请演员参与修改剧本，请演员尽量放开来表演，鼓励他们尽力分析角色的心

设计角色的行动。他重视演员的内心体验，但是并不忽视外在表现，甚至鼓励演员在观察生活中，去捕捉典型的外

象和动作，如程疯子的兰花指，赛观音额头的火罐印等。  

在 1950 年代，中国话剧界掀起了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方法的热潮，这股潮流对提高演员创造角色的能力是

，但是，片面强调内心体验、内心视象，结果导致演员在台上的表演拖拖拉拉，仿佛每一句台词都要先默诵内心的

，然后才能从嘴里慢慢挪出来。焦菊隐对这样的表演方式十分反感，因为任由每个演员自由发挥，各自施展，势必

了角色搭配的严谨与协调，破坏了艺术的整体效果，势必造成舞台表现的无序与混乱。  

焦菊隐，在他的艺术生涯中，以他对艺术的忠诚之心和奋斗之力，创造了中国话剧的奇迹。也许，他所留下的 宝

戏剧遗产，并不在于那些具体的话剧作品，而在于他设立了一种剧院运行模式和民族化的艺术创造范式。  

老艺术家朱旭说，“每当看到一种新奇的舞台处理方式，我就会情不自禁地问，‘要是焦先生活着，他会怎么看

’”（20）设想“焦先生怎么看”？如此看来，焦菊隐所代表的戏剧美学追求，已经预设了一种艺术评价标准，构

一种既定的艺术观念。  

注释：  

（1）焦菊隐：《关于<夜店>》，《焦菊隐文集》第 2卷第 162 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年。  

（2）蓝天野在“纪念焦菊隐先生百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3）朱旭在“纪念焦菊隐先生百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4）欧阳山尊在“纪念焦菊隐先生百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5）焦菊隐：《排演〈龙须沟〉致副导演及其他工作人员的信》，《焦菊隐文集》第 3卷第 457 页。  

（6）焦菊隐：《<龙须沟>演出时致于是之、叶子的信》，《焦菊隐文集》第 3卷第 463 页。  

（7）焦菊隐：《话剧和戏曲要互相借鉴》，《焦菊隐文集》第 3卷第 405 页。  

（8）焦菊隐：《论推陈出新（提纲）》,《焦菊隐文集》第 3卷第 2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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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焦菊隐：《论民族化（提纲）》,《焦菊隐文集》第 3卷第 245 页。  

（10）朱琳在“纪念焦菊隐先生百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11）于是之主编：《论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第 154 页。北京出版社，1995 年。  

（12）苏民在“纪念焦菊隐先生百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13）蓝天野在“纪念焦菊隐先生百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14）舒乙在“纪念焦菊隐先生百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15）苏民在“纪念焦菊隐先生百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16）焦菊隐：《导演·作家·作品》，《焦菊隐文集》第 3卷 122 页。  

（17）焦菊隐：《略论话剧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焦菊隐文集》第 3卷第 98 页。  

（18）焦菊隐：《导演的艺术创造》，《焦菊隐文集》第 2卷第 226 页。  

（19）焦菊隐：《导演·作家·作品》，《焦菊隐文集》第 3卷 125-126 页。  

（20）朱旭在“纪念焦菊隐先生百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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