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线白领演绎身边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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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欣欣

CBD话剧社：

□本报记者 李婧

《海棠依旧》重现“文物南迁”的悲欢
故宫博物院：

“我们的演员来自于一线白领 ，
舞台上演的就是他们真实生活与工作
的状态， 展示的内容就是这个区域职
工所见所感。” 北京商务中心区总工会
（简称CBD总工会 ） 主席李广彪总结
出了CBD话剧社最大的特点。

2009年春节前， CBD话剧社正式
成立， 并在国家大剧院演出三个短剧，
成为了CBD总工会服务职工、 活跃职
工业余生活的一个文化平台 。 来自
CBD中外企业的 100余名白领员工 ，
经过挑选组成CBD话剧社骨干成员。

CBD总工会还邀请到了国家大剧
院的知名专家和教授， 定期对他们进
行艺术培训指导。 演出当天， 一位外
企的澳大利亚籍老总不仅到现场为自
己的职工加油， 还登台献花， 夸他演
得好。

此后， 每年CBD话剧社成员都会
在专业导演、 老师的指导下， 在专业
演出场所进行表演。 CBD话剧社坚持
扎根企业为白领搭平台， 创作紧贴时
代大北京， 反映当代白领所关心的话
题。 先后创作十余部原创话剧， 陆续
登上国家大剧院 、 二十一世纪剧场 、
大隐剧院等专业舞台演出。

话剧社创作的 “梦在CBD” 系列
话剧， 以CBD企业中的人物、 事件为
原型， 以创业为主线， 讲述了白领的
奋斗故事， 以及他们积极生活的人生
态度和奋斗向上的精神。 每次排练前
都有100多名话剧爱好者报名， 为了让
更多的员工能有上台机会， 总工会特
意为他们安排了AB角， 有的重要角色
会安排3个人。

今年4月 ， CBD总工会出品 、 北
京CBD话剧社制作的 “梦在CBD” 系
列话剧第五部 《匠心》 在北京大隐剧
院上演。 当晚， 1500多名白领观众和
60位受到表彰的CBD区域先进工作者
一同观看了演出。 这部剧根据真人真
事改编， 把当代企业职工的真实情感
和工作写照搬上了舞台。 展现了两代
人在职业观问题上发生的摩擦和碰
撞， 最终被匠人精神折服、 回归， 以
及传承匠心的故事。

为了体现 “劳动最光荣 匠心中国
梦 ” 的主题 ， 导演和编剧走访多家
CBD总工会会员企业， 以求达到贴近
真实的艺术效果， 并从近百位话剧报
名者中选出了十余位白领作为该剧演
员。 在两个多月的准备时间里， 演员

们全部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排练。
前不久， CBD总工会网站和微信

公众号上发出了 “梦在CBD” 之六
《灰小伙 》 演员招募令 ， 招聘新一部
剧的演员， 目前该剧正在紧张创作排
练之中。

“新一部的话剧主题还是延续创
业， 在这个区域里， 职工在创业中间
发生了很多事情。 应该引导他们既不
要好高骛远， 也要顺应时代发展， 规
划好实践好自己的发展之路 。” 和每
部剧的制作一样， 李广彪先把剧本的
主线大纲搭建起来， 然后邀请专业的
编剧和导演指导一线白领排演。

在排练、 演出的过程中， 演员们
收获颇丰。 刚加入话剧社时， 宋园园
在话剧《疯狂环保人》中担任了两个小
角色， 台词不多。 等到了话剧 《奔跑
吧向日葵》 时， 她已经成为了主演。

“第一次正式上台时， 站在侧台

我就开始害怕、 想哭、 紧张到胃疼。”
回想起最初的窘迫， 宋园园笑了起来。
如今， 她已经不再紧张， 而是开始享
受舞台。

“特别感谢CBD话剧社， 让我找
到自己的闪光点， 找到让自己的生活
变得更丰富的机会。 不论是在精神层
面 ， 还有朋友圈子 ， 我的收获都很
多。” 宋园园告诉记者。

对于路文健来说， CBD话剧社同
样是个充满了美好回忆的地方。 从原
来对工会组织的概念不清晰， 到如今
对工会组织竖起大拇指 。 路文健说 ，
话剧社为她打开了一扇了解工会、认识
工会的大门。 “CBD总工会真的很有想
法， 而且话剧是很难组织的。 这都能
搞起来， 还能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
来， 让人佩服。 工会组织真是挺强大
的。 也感谢工会也给了我一个充满回
忆、 丰富的夏天。” 路文健笑着说。

文物南迁， 是故宫一段鲜为人知
的历史———1933年 ， 因战火的紧迫 ，
故宫人将118万多件文物迁移出北平，
开启了长达14年的守护文明之火的长
征路。 多少故宫人因文物不得不与家
人离别， 最终客死他乡， 改变了一生
的人生轨迹。

2012年， 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的王
戈在参阅真实史料的基础上， 将这段
历史编写成一部话剧剧本———《海棠依
旧》。 五年来， 这部全部由职工亲自演
绎的故宫大戏从报告厅一步步走上了
保利剧院的大舞台。

“最初接触南迁史料是在2004年。
为了统计1925年建院以来举办过的各
种展览， 我一个人在档案室里， 每天
逐字逐句地阅读着几十年前故宫前辈
用毛笔书写的旧文件。” 王戈介绍。 于
是这样一段尘封的往事在他面前展现
了出来。 1933年山海关失陷后， 北京
故宫部分文物被运往南京。 因战火延
续 ， 这些文物之后又分3路被运往四
川， 在当时的乐山县存9331箱、 峨眉
县存7287箱、 巴县存80箱。 1946年， 3

处文物先集中于重庆， 后于1947年运
回南京……这场跨越两万里、 持续14
年的文物保护行动， 被称为 “故宫文
物南迁”。

2012年， 故宫博物院团委举办青
年文化节 ， 计划制作一部原创话剧 ，
王戈担纲编剧 。 他第一时间想到了
“文物南迁”， 决定以此历史为内容创
作剧本。 王戈说， 他将这些历史人物
的经历浓缩为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 ，
聚焦于一个人物 “顾紫宸 ” 的身上 ，
话剧定名为 《海棠依旧》。

导演毛尔南应邀执导话剧 《海棠依
旧》。 最初这部话剧的演出场地定在故
宫博物院的报告厅。 谁也没想到， 从
2012年演出第一场之后， 这部话剧火
了！ “2013年， 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
冯明珠来故宫观看此剧 。 演出结束 ，
她带头起立鼓掌， 泣不成声。 2015年，
职工们在故宫宝蕴楼演出了这部剧 ，
数百观众坐满观众席， 一半人都是站
着看完全剧 。 2016年 ， 《海棠依旧 》
的演职人员首次走出北京， 应邀在南
京博物院进行表演。 演出信息因系统

故障在晚上10点发出的， 没想到3分钟
后， 票就被一抢而空。 2017年表演了
两轮， 分别在厦门鼓浪屿和北京保利
剧院， 共演出5场。” 毛尔南说， 这些
业余演员一步步走上专业舞台， 获得
更多的观众和掌声， 是他们用辛苦和
作为一个故宫人的真情实感换来的。

主演李贞子向记者回忆了五年的
“演员” 生涯。 “最开始演出的时候，
服装道具都要省钱。 我们就联系了一
家专业表演单位， 请求支援服装。 对
方很仗义， 带我们去了他们存放淘汰
戏服的大仓库。” 李贞子说， 同事们在
飞扬的灰尘和成山的旧衣服里翻找合
适的服装， “给我翻出一条粉色的旗
袍和一件补丁摞补丁的对襟上衣、 皱
巴巴的宽腿裤子。 粉色旗袍是我在北
平时穿的， 那套旧衣服是我带着孩子
万里寻夫时穿的。” 李贞子说， 由于淘
服装时弄了一身灰尘， 饰演顾紫宸的
姜龙斌抱着这堆衣服回院里时还被保
安给拦下来了， “灰头土脸的， 与平
时的形象差距太大。”

毛尔南说 ， 演员都是白天上班 ，

用下班后和周末的时间来完成排练 。
毕竟没有经过专业的 、 系统的学习 ，
这些职工是从戏剧表演的基础开始训
练的 。 有些职工上班时间是早上7点
半 ， 经常排练到半夜甚至次日凌晨 。
有时候， 排练结束离上班时间只有三
四个小时了。 2015年10月， 故宫博物
院建院90周年之际，《海棠依旧》在文物
南迁的起点之一故宫宝蕴楼进行实景
演出。 宝蕴楼前， 每年只在四五月份
开放的海棠花却有几朵在此时盛开了。

2017年， 《海棠依旧》 走上了保
利剧场的大舞台。 导演毛尔南在说明
上突出了每一个演员在故宫博物院的
工作岗位———姜龙斌饰演顾紫宸， 工
作于保卫处办公室； 李贞子饰演张庭
月 ， 在资料信息部应用研究组工作 ；
罗丞涵饰演张庭树， 在行政总务科负
责管理通讯系统； 李璐饰演王喜， 工
作于开放管理处午门管理科……毛尔
南和王戈都认为， 虽然演员是业余的，
演技有些朴拙， 然而观众看到的这不
仅仅是一台普通的演出， 而且是故宫
人重现的自己前辈的真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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