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 1950 年代独幕话剧创作潮
胡德才
《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 年第 4 期
-

摘

要

本文认为 1950 年代独幕话剧创作潮是继 1920 年代和 1940 年代之后

中国独幕话剧创作的第三次高潮，并论述了此次创作潮出现的原因、意义和缺
陷，分析了创作潮中出现的主要作品的思想艺术成就，同时认为，作为一种创
作潮流和文艺现象，它已成为中国话剧史上的“绝唱”，因而值得研究和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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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幕剧因其短小、单纯、活泼、精炼而一直受到戏剧家们的重视和观众的
喜爱，在不同时期都曾出现一些有重要影响的独幕剧作家和独幕剧佳作，而新

学

中国诞生之初的 1950 年代，独幕话剧创作的繁荣景象则尤为引人注目，被称
为“戏剧创作的初春季节”、“独幕剧创作的黄金时代”，在近百年的中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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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史上，大概只有新文学诞生之初的 1920 年代和抗战之后至 1940 年代可与之
相比。田汉在总结 1950 年代独幕剧创作时说：“这十年来，全国各地所创作

门

的独幕剧本，数以万计，仅据《剧本》月刊统计，平均每年收到小型剧本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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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千件之多；各地工矿、农村、机关、学校业余剧团自己创作并演出的小
戏，更是无法统计”。i[①]这些小型剧本中主要的就是独幕话剧，《剧本》月
刊自 1952 年创刊至 1958 年的七年间就发表新创作的独幕话剧 160 部。ii[②]
1950 年代独幕话剧创作潮的出现，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独幕话剧这种轻便灵活的文艺体裁适应了迅速及时地反映建国初期
丰富而多变的社会生活的需要。1950 年代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百
废俱兴的重要时刻，一方面是新政权刚刚建立、新的意识形态日益深入人心并
取得控制全国的统治地位，一系列重要的政治运动、经济建设活动和思想领域
的斗争紧锣密鼓地展开。土地改革、《婚姻法》颁布、三反五反、发展工农业
生产、农村合作化运动、反右、大跃进……生活日新月异，人们正以前所未有
的热情投入新的生活，掀起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另一方面，封建思想的残

余、狭隘的小农意识以及各种腐朽落后的旧思想、旧道德、旧观念还大量存
在，在新政权内部，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等思想作风也在潜滋暗
长。总之，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丰富而多变的生活和过渡时期复杂多样的现实矛
盾，呼唤着文学艺术给予及时的描写和表现，被誉为社会主义戏剧舞台的“轻
骑兵”的独幕剧创作的兴盛正与这一现实需求密切相关。
其次是苏联戏剧的影响。在 1950 年代中苏关系的“蜜月”期，从意识形
态到具体的文艺政策、文艺思潮和文学创作，苏联对中国的影响都是非常突出
的，而且这种影响大体表现为同期对应关系。在独幕话剧创作领域，由建国初
期的大量讴歌新生活的剧本到 1950 年代中期讽刺剧创作的兴盛，大抵与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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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从流行“无冲突论”和美化生活的作品到“解冻文学”思潮及大量干预生
活的作品的出现相对应。当时的《戏剧报》、《文艺报》、《剧本》等重要刊

书

物对苏联戏剧的发展情况及重要的论文、报告和作品都有及时的翻译和介绍，
翻译发表的重要文章有《真理报》专论《克服戏剧创作的落后现象》、《苏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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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文化报》社论《独幕剧》、维什涅夫斯卡雅的《略论苏联独幕剧的发展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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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格列波夫的《关于独幕剧》、鲁德尼茨基的《和青年朋友们谈初学写剧
的困难》、伊里阿奇的《讽刺的目的和手段》、弗劳洛夫的《讽刺作品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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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等，重要的独幕剧译本有欧勒尚斯基的《我们不屈服》，卢柯夫斯基的
《碰巧的事》、《手提包的秘密》、《老熟人》，科莱斯尼科夫的《神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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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龙楚克和加勒柯夫斯基的《荒唐的一天》、西涅尔尼柯夫的《知心话》、乌
斯丁诺夫的《相逢》等，此外，张光年的《学习苏联戏剧的先进经验》、林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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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苏联讽刺剧的情况》等文也及时介绍了苏联戏剧界的现状，这些都直接刺
激和影响了国内独幕话剧的创作。
再次，建国初期，那些具有丰富创作经验的老一辈戏剧家当他们刚刚跨进
新社会的门槛的时候，因环境、生活的陌生而显得有些彷徨失据，一时不知如
何恰当使用手中已熟练掌握的武器，因此，在 1950 年代独幕剧创作队伍里，
大多是一些陌生的面孔，这些青年作家和业余作者大都来自生活底层，具有一
定的生活积累和对新生活由衷的热爱之情，而文艺素养和对艺术技巧的掌握却
相对薄弱，当他们要运用戏剧的形式表达对新生活的观察与思考、对新社会的
热爱与赞美的时候，就大都选择了独幕话剧这一更容易掌握的文艺体裁。

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戏剧界的大力提倡与鼓励。《剧本》月刊
从创办开始就非常重视并有意识地引导、推动独幕剧的创作，尤其是自 1953
年起连续四年开展独幕剧征稿评奖活动，影响巨大，成绩显著。据统计，1953
年《剧本》编剧部收到应征稿 667 件，1954 年为 684 件，1955 年增至 1140
件，《剧本》所发表的独幕话剧也逐年增多，1950 年代的绝大多数优秀独幕话
剧正是在这一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同时，《剧本》对独幕剧创作与演出的评论
也不断加强，每逢年节，编辑部还向各地广大业余剧团推荐演出剧目，有时还
提供导演设计。可以说，《剧本》在 1950 年代最突出的实绩就在于通过一系
列活动促进了独幕剧创作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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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 1950 年代数量众多的独幕话剧中，主要有两类剧作取得了突出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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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类是在恋爱、婚姻、家庭的框架内表现新时代妇女的觉醒与成长，虽然
是婚恋家庭剧，但其意义决不限于婚恋家庭本身，常常是借婚恋家庭作为故事

图

的载体，塑造新社会的妇女形象，讴歌社会的进步和新时代的新风尚。最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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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的剧作是《赵小兰》（金剑）、《妇女代表》（孙芋）、《刘莲英》（崔
德志）、《归来》（鲁彦周）以及《妯娌之间》（田心上）、《黄花岭》（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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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夫妻之间》（北京人艺）、《家务事》（陈桂珍）、《闺女的心》
（胡苏）等；另一类是干预生活、批判现实的讽刺喜剧，主要作品有何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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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局长来到之前》、《口是心非》，王少燕的《葡萄烂了》、《春光明
媚》、《墙》以及《开会》（邢野）、《开会忙》（李超）、《被遗忘了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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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段承滨）、《一壁之隔》（高昂、冯予）等政治讽刺剧；此外，像幽默
喜剧《两个心眼》（赵羽翔）、恋爱讽刺剧《人约黄昏后》（赵寻）、《纸
花》（张之一）等也是较优秀的作品。
人类社会的发展每到一个新旧更替的转折关头，妇女的命运总是倍受社会
的关注，恩格斯所说的“妇女解放是一切社会解放的尺度”，已被历史发展所
验证。就象中国现代史上的五四时期、1940 年代的解放区以及后来 1970-80 年
代之交的新时期初期一样，新中国诞生之初的文坛，也把注意力较多地投向了
妇女问题。妇女解放、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男女平等、个性独立，是中国现
代社会一直致力解决的重要课题和现代文学经常描写的内容，它也是 1950 年

代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在戏剧领域最先表现这一主题并产生了广泛影响的是
金剑的独幕话剧《赵小兰》。
打开《赵小兰》，迎面而来的首先是一股清新强烈的新时代的生活气息和
新鲜活泼的喜剧色彩。农村女青年赵小兰和同村劳动模范周永刚是一对青梅竹
马、在共同的劳动中产生爱情的恋人，他们开朗乐观、积极进取，生活上体贴
关心，彼此以心相许，他们在前来说媒的老刘婆面前唱双簧，宣传婚姻法，讽
刺老顽固，配合默契，幽默风趣。可是，真正的“老顽固”老赵头却认为女儿
自找对象是件丢人的“缺德事”，一为了避免人们说“闲话”，二为了收些
“财礼”，他托老刘婆要了三百万元和一些衣服、布匹，将小兰许给了前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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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教员魏静文。过礼那天，追求婚姻自主的女儿和坚持“父母之命、媒妁之
言”的封建婚姻信条的家长之间发生了激烈而尖锐的矛盾冲突，老赵头强迫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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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答允这桩婚事，小兰则宣称“不是我订的，我不管”、“打死我也不去”。
眼看魏家相亲的人就要到来，小兰佯装应允，机智地使了个金蝉蜕壳之计，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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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装睡觉，而逃离家庭，一面请村政府出面劝父亲退亲，一面拿着村政府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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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信和恋人去区上登记结婚。剧作成功地塑造了赵小兰这一聪明、活泼、开
朗、勤劳、智慧而又坚强的农村女青年形象。作为妇女生产小组长，她既是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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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农村妇女积极参加社会劳动的生产能手，又是在争取婚姻自主的斗争中为农
村姐妹们打开了道路的领头羊；她以坚决的态度和智慧的方法既为自己争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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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又改变了父亲顽固、落后的旧脑筋；她是建国初期获得身心解放并初步
觉醒的农村青年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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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赵小兰》写的是正在追求婚姻自主的恋爱中的妇女，那么，孙芋
的《妇女代表》则表现的是婚姻已成事实的家庭中的妇女。它是作者在长期的
农村工作中深有所感并经过较长时间的孕育而创作出来的一出朴实无华而又清
新厚实的优秀独幕话剧，剧作因其丰厚的思想蕴涵和成功的艺术表现而成为了
中国话剧史上的名篇。
首先，作者对生活的深入观察和准确把握以及对人物的生动描写使剧作具
有了一定的历史深度，妇女代表张桂容的形象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象征。作者在
谈到《妇女代表》的创作经过时说：“在结构剧情当中使我花费心思最多的是
考虑每个人物的思想分寸。……我怀着歌颂的心情努力刻画了张桂容这一人
物。”iii[③]张桂容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她赶上了一个妇女翻身解放的新

时代，她积极上进、热心公务、吃苦带头，被选为了村妇女代表和妇女主任，
可是婆婆具有浓厚的封建意识，丈夫王江是一个具有严重的男尊女卑思想的大
男子主义者，面对婆婆和丈夫的百般阻挠和干涉，张桂容采取了忍让、说服、
感化、反抗、斗争等多种方式去争取妇女的权利、生活的和美和人格的独立，
并最终以坚强的性格、劳动与学习的丰硕成果以及对生活的热爱与对家人的关
心，使婆婆与丈夫得以觉醒。张桂容是 1950 年代中国农村妇女的代表，在她
身上，既具有中国劳动妇女的种种传统美德：勤劳、善良、忍让、孝顺、温
柔、体贴，同时又具有新时代觉醒了的妇女为了自身的独立与解放而敢于斗争
的正气与勇气。她是一个在争取妇女解放、尤其是在同家庭中的封建思想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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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斗争的过程中逐步成长起来的女性，她所争取的胜利也许离真正的男女平
等、人格独立还有一定的距离，但她的成长从妇女解放这一角度体现了新中国

书

社会的巨大变革和时代的飞速发展，这一形象具有丰富的美学价值和深刻的思
想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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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剧作在组织戏剧冲突和结构布局上别具匠心，显示了作者较好的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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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素养。作者在创作之前为自己确定了三条原则：“一、出场的每个人物都要
有自己的性格，不雷同；二、展示出的每个冲突，都要有它独特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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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重复；三、穿插的每个情节都要扣紧了主题，不堆砌。”iv[④]这三点在剧
作中基本得以实现。作者为了在矛盾冲突中集中刻画并突出张桂容的形象，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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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了以张桂容为一方、以牛大婶、王老太太和王江分别为另一方的三组矛盾，
并依次展开了六次正面的冲突。独幕剧因篇幅短小，往往是截取一个富有包孕

厦

性的生活片段，这就需要在结构上精心组织，尤其是要选择好剧情展开的最佳
时机。《妇女代表》的剧情就是在王江到山里放木头将要回来的时候展开的。
在王江回来之前，剧中的前四次正面冲突在张桂容和牛大婶、王老太太之间展
开，而剧情的要点是王江回来之后将要发生的事，因此前四次冲突是对后两次
冲突的铺垫和渲染。冲突是一次比一次激烈，张桂容是一次比一次主动，也一
次比一次坚强，直至最后王江耍威风，要赶她出门的时候，她拿出地照，理直
气壮地宣称：“两张地照有我一张，三间房子有我一头，这是共产党和人民政
府分给我的。我的地照我拿走，房子不住我拆了它！”剧情层层推进，至此达
到高潮，颇具艺术感染力。

第三，人物语言个性化、口语化，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风格清新、质
朴，是《妇女代表》受到人们普遍欢迎和喜爱的重要原因。剧中五个人物，张
桂容的稳重、朴素，反抗而有分寸、坚强又不失温柔，王江的粗暴、王老太太
的保守、牛大婶的狡黠、翠兰的热情都通过生动而富有个性的语言表现出来。
剧中还恰当地运用了一些符合人物身份的俗谚、俚语，既能表现人物的性格，
又增强了作品的生活气息和艺术表现力。此外，“剧本把乡土味的幽默与当时
农村生活的特定环境结合起来”v[⑤]，使一些场景洋溢着喜剧的氛围，既朴实
无华，又令人耳目一新。
同样是以新时代的女青年为主人公，崔德志的《刘莲英》则是 1950 年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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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城市工人的生活、劳动与爱情的独幕话剧中影响最大的一部。剧作将爱情与
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矛盾冲突结合起来描写，以突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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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纺织女工的社会主义觉悟和集体主义精神，是该剧在戏剧结构和人物表现
上的突出特点。统领全剧的贯穿线索是细纱女工、党小组长刘莲英和同班组的

图

落纱长张德玉之间的爱情故事，从爱情的欲说还休到因调人问题使爱情经受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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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和考验到最后爱情得到新的升华与巩固，是他们爱情发展的三部曲。一袋毛
线、两张电影票和后来刘莲英特意买回的几根打毛衣的钢针就是剧中的重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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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主人公爱情生活的起伏波折、失败与成功通过它们得到了很好的暗示和象
征。刘莲英的形象虽然因较浓的政治色彩而有概念化之嫌，但由于作者对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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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恋爱心理作了细腻的刻画，并以充沛的激情对人物高尚的社会主义觉悟与品
德予以了由衷的赞美，因而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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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50 年代众多的婚恋家庭剧中，鲁彦周的《归来》因其取材角度的独特
而别具一格：淳朴、贤惠的农村妇女童蕙云痴情地等待四年没有回家的丈夫从
城里探亲归来，可从农村成长起来的这位革命干部王彪为了娶城里年轻有文化
的漂亮姑娘，这次归来却是为了抛弃曾与他共患难、现在仍为他独自在家扶老
携幼的妻子。这是一个传统戏曲小说中常见的“痴情女子负心汉”模式的当代
版，作者赋予这个并不新鲜的故事以新意的地方就在于成功地塑造了童蕙云这
一新型的农村妇女形象。童蕙云具有中国妇女的很多传统美德，她勤劳、善
良、含蓄、温厚、贤惠、痴情，但她不是当代的秦香莲，她是社会主义新中国
的新女性，是农业合作社里受群众爱戴的妇女生产队长，她和婆婆情同母女，
对丈夫真诚不渝，努力学习文化，以缩小与丈夫之间的差距。面对虚伪、自私

而负心的丈夫，她没有被突如其来的打击所压倒，而是在摧肝裂胆的痛苦、伤
心之中顽强地站立了起来，与卑鄙自私的王彪相比，她才是真正的精神上的强
者，新生活的主人。王彪本应是作品的主人公，但大约作者因过于急切地表达
他的义愤，对人物的描写近于漫画，语言浅露，影响了人物形象应有的深度。
此外，田心上的《妯娌之间》和舒慧的《黄花岭》都从家庭中的妯娌关系
落笔，前者以两袋花生种为线索，写心地善良、一心为公、体贴他人的弟媳与
私心较重的大嫂之间的喜剧性冲突，充分运用误会和发现的手法，既生动地刻
画了苗秀珍这一新时代的先进农村妇女形象，又以细腻的笔触将妯娌之间的关
系写得真实感人。后者以黄花岭下的一块梨园为线索，重点写狡黠、自私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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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宋福山为了侵占这块梨园耍花招、使诡计对弟媳宋二嫂进行了种种盘剥和压
榨。苗秀珍和宋二嫂都是年轻的寡妇，前者开朗、刚强，以坦荡的胸怀、高尚

书

的人格感动了嫂嫂，使家庭更加和睦美好；后者软弱、懦怯，面对宋福山夫妇
的欺压，曾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但在合作社的支持和帮助下，她终于觉醒并

图

逐步坚强起来，开始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从而显示了新生的社会力量的强

学

大。

三

大

生活需要真诚的赞歌，但也不可缺少切实的批评。戏剧舞台应该生动活
泼、多姿多彩。早在 1953 年《剧本》月刊首届独幕剧征稿评奖揭晓的时候，

门

有识之士就曾针对当时独幕剧创作中的缺点，希望独幕剧作者“写得尖锐一
些、单纯一些、活泼一些”，认为当时独幕剧的形式过于单调，呼吁“我们需

厦

要一些深刻的耐人寻味的讽刺喜剧，为剧场带来一些健康的笑声”vi[⑥]。随
后几年间，讽刺剧大量涌现，使单调的新中国文坛显示出应有的生气和活力，
1950 年代的独幕剧创作潮也因此而更具有浪涛汹涌的力量和更加引人注目的个
性与特色。。
1950 年代的讽刺剧创作潮可以看作是对以陈白尘为代表的老一辈戏剧家所
开创的政治讽刺剧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当时出现较早的优秀独幕讽刺喜剧是邢
野的《开会》，它讽刺了一个“尽说空话，不办实事”，热心开会、喜作报
告，具有主观主义、强迫命令的工作作风的领导干部老王的形象。如果说《开
会》是当代刺“官”之作的新起点，那么，随后，何求和王少燕则更得政治讽

刺之精髓，风格泼辣、讽刺尖锐、形式活泼，将独幕讽刺喜剧创作推进到了一
个新的高度。
何求的《新局长来到之前》成功地刻画了一个吹牛拍马、谄媚邀宠、欺上
压下、圆滑势利、官本位思想严重的基层官僚主义者刘善其的形象。剧作以其
干预生活的激情、批判现实的勇气、讽刺的犀利、风格的泼辣，显示了现实主
义讽刺文学顽强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刘善其是某机关的总务科长，他听说新局
长要来上任，为讨好上司，他嫌原局长办公室太小，于是搬走三百包水泥，腾
出一间大房子，精心粉刷，修葺一新，挂窗帘、换地板、挂招牌、买沙发、配
钢丝床，“忙得蒙头转向”。而建设科三百包水泥放置露天，工作人员三番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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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求解决，他置之不理；职工宿舍破漏严重，人民的生命健康受到威胁，他
心安理得。国家财产无房安置，职工住房无钱修理，局长办公室却可大事装修

书

布置。刘善其这样理直气壮地反问要求解决水泥问题的朱玲，“我问你：建设
科的水泥重要，还是局长办公室重要？”这就是官本位主义者的逻辑。出乎刘

图

善其意料之外的是，性格诙谐、工作务实、雷厉风行的新任局长张允通已提前

学

悄悄到来，但刘善其在忙乱中把他当成了来修房子的商人张老板，他与这位
“张老板”的三次见面，也因他的心情和处境的不同而变化，其间穿插了当他

大

得知局长已经到来时的张皇失措、听到局长对他的工作表示不满时的惶恐不安
以及当他得知眼前的“张老板”就是新任局长时的狼狈不堪，这几个极富喜剧

门

性的场面很好地刻画了他势利圆滑、见风使舵、吹牛撒谎、置国家财产和人民
利益于不顾、眼里只有上级、一心指望能向上爬的性格特点。刘善其是一个十

厦

足的官本位主义者，是中国行政机构中基层官僚主义者的典型，因描写的真
实、深刻而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认识价值。
《新局长来到之前》在艺术表现上，结构精巧、冲突集中，善于设置喜剧
情境，充分运用误会、巧合等戏剧技巧，风格泼辣犀利、讽刺不留情面、喜剧
效果强烈。剧作选取剧情展开的时机一是新局长上任之际，二是一场大雨即将
来临。这样，通过特殊时刻尖锐的矛盾冲突展开剧情，结构严密、情节紧凑。
而局长的提前到来，剧中人都还蒙在鼓里，一次又一次的误会就形成了一个个
引人入胜的喜剧情境。无论是刘善其先傲慢地对待他以为是商人的局长并恼怒
地将他赶出门外，还是后来他向这位“张老板”大谈和局长“一块儿打游
击”、“搞土改”的老交情，都是令人忍俊不禁的喜剧情境，“误会”合情合

理，讽刺辛辣无情。作者让刘善其现场撒谎、信口胡吹，最后让谎话当面戳
穿、使其自打耳光、无地自容。他为局长办公室配置的沙发、钢丝床，也由他
自掏腰包，抬回家去，科长的职位也因他玩忽职守而失去，这正是弄巧成拙、
适得其反，“聪明反被聪明误”，刘善其本在谄媚邀宠，结果枉费心机，落了
个鸡飞蛋打、自作自受的结局。《新局长来到之前》以其圆熟的喜剧技巧、成
功的喜剧人物刻画和泼辣的喜剧风格而在话剧史上独树一帜。
《口是心非》是何求的另一部独幕讽刺喜剧，它借某中学召开毕业生家长
会、请某机关李科长做报告以及他在会后的种种表现，暴露了他表里不一、口
是心非、虚荣心强、冷酷自私的真实面目。和《新局长来到之前》一样，作者

馆

采取了让人物当众撒谎又当场戳穿、当场出丑的喜剧手法，讽刺犀利、鞭辟入
里。

书

1950 年代在独幕讽刺喜剧创作中取得突出成就的另一位剧作家是王少燕，
其主要剧作有《葡萄烂了》、《公费病人》、《儿女情长》、《春光明媚》和

图

《墙》，前四个剧本曾合为一集以《主任外传》为名于 1957 年出版。王少燕

学

的独幕喜剧多为刺“官”之作，对行政机关里中下层干部中的官僚主义、主观
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等工作作风以及自私自利、脱离群众、贪图安逸等

大

思想意识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与批判。《葡萄烂了》中的某市供销总社陈主任不
深入实际、不调查研究，想当然地“按照全市人口平均以每人一斤计算”而收

门

购了大批葡萄，结果几十万斤葡萄从外地源源不断地运来，又一批一批地烂
掉。他一会儿自作聪明地指示把葡萄卖给酒厂酿酒，一会儿突发奇想通知全社

厦

职工拿着秤杆上街当“无证小贩”。作品通过陈主任面对“葡萄烂了”的事实
所作的可笑表演，对主观武断、作风漂浮的官僚主义者给予了无情的抨击。
《公费病人》中的陈主任则钻公费医疗的空子，为贪图安逸，没病装病，赖在
医院不肯离去。剧作既讽刺了革命干部中某些自私自利、只图安乐和享受的腐
化堕落之徒，又客观上暴露了公费医疗制度的弊端。《儿女情长》里的陈主任
听说母亲从乡下进城来了，先是为了能使母亲留在家里做保姆而与妹妹陈股长
发生争执，及至母亲到来，看到她已是满头白发、老态龙钟，又极力想将母亲
推出门去，于是转而与妹妹互相推委、讨价还价，最后得知母亲手上有一张千
元钱的汇票，因对汇票垂涎三尺立刻对母亲又换了一付面孔。变色龙似的陈主
任兄妹自私自利、见钱眼开、寡情薄义、丧失天良，是革命队伍里道德沦丧、

灵魂堕落之徒。《春光明媚》里的陈主任则是一个典型的教条主义者。他“一
天到晚谈思想教育，从不关心大家的生活”。单位职工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星期
天来到郊外公园春游，陈主任却把这当作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好时机，一会儿找
这个谈郊游的目的、生活的意义，一会而找那个谈正确的恋爱观和在公园跳集
体舞的不良影响，最后要求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就地集合听他作思想教育报
告，甚至捏造局长指示，停止郊游，回去整顿思想。陈主任的一套形式主义的
政治思想工作方法，徒有其表，毫无实效，自然遭到了人们的抵制和唾弃。
《墙》里的局长则基于安静、保密和安全这三条理由，竟要求在自己办公室的
过道上筑起两堵“砖和水泥”的“墙”。最后“墙”筑成了，群众进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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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出不去了。王少燕的讽刺喜剧善于制造喜剧情境、大量运用夸张、象征甚
至荒诞的手法，对各种官僚主义作风和形形色色的落后腐朽思想意识给予无情

书

的嘲讽和抨击，风格明快、泼辣，显示了独特的个性。

此外，李超的《开会忙》、段承滨的《被遗忘了的事情》也是当时很有影

图

响的独幕讽刺剧。《开会忙》塑造了一个热衷开会、满嘴空话、只求形式、不

学

干事实、表面民主、实则专横的机关办公室主任荣胜的形象；《被遗忘了的事
情》则从道德伦理与政治讽刺相结合的角度通过一件“被遗忘了的事情”刻画

大

了一个忘恩负义、脱离群众、养尊处优、意志衰退的上层官僚主义者的典型。
赵羽翔的《两个心眼》则是一部饶有风趣的幽默喜剧，它通过一心为公的任大

门

爷和私心颇重的卞二嫂两个人物围绕偷公家一袋肥田粉而展开的喜剧性冲突，
表现了公与私、集体与个人两种心眼的思想斗争，剧情单纯、人物精练、描写

厦

细腻、讽刺温婉，是 1950 年代幽默喜剧的代表作。
四

当然，由于建国初期整个文坛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思想指导下，强调戏剧
创作“必须紧密配合群众当前的革命斗争”，vii[⑦]片面强调和理解描写正面
人物、先进人物、英雄人物及其模范事迹的创作原则，加上当时的创作者大多
是青年作家和业余作者，缺少丰富的创作经验和艺术技巧，而封闭的文坛提供
的可供借鉴的中外优秀戏剧作品也非常有限，因此，当时的独幕话剧创作在整
体上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如一些作品政治说教气味浓，真实的富于人情味的
日常生活描写少；有些剧作“反映的是‘问题’，而不是‘生活’”，
viii[⑧]就事论事，见事不见“人”，事件过程叙述多，人物个性刻画少；一

些写工业、农业题材的作品也逐渐形成了“模式”和“框子”，剧中公式化概
念化的矛盾冲突多，而新颖的富于艺术技巧的戏剧手法运用少。
不过，尽管存在以上不足，1950 年代的独幕话剧创作潮在中国话剧史上仍
然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首先，如前所述，在 1950 年代独幕话剧创作潮中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作
品，像《妇女代表》、《新局长来到之前》、《归来》、《被遗忘了的事
情》、《两个心眼》和王少燕的一组讽刺喜剧就是其中的代表，它们以对现实
的真实描写、对生活的深刻思考和艺术表现的圆熟以及手法的新颖独创而代表
了中国当代独幕话剧创作的最高水准，将它们列入 20 世纪中国优秀独幕话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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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列而无愧色，这是中国文学和戏剧史上的一笔宝贵的财富。
其次，1950 年代的独幕话剧创作以对新社会新生活的热情歌颂和勇于干预

书

生活的激情，塑造了一系列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的先进人物典型和讽刺形象，
赵小兰、张桂容、刘莲英、童蕙云、苗秀珍等妇女形象以其丰厚的内涵成为了

图

新中国一代先进妇女的代表，何求笔下的刘善其、王少燕笔下的陈主任、李超

学

笔下的荣主任等讽刺形象以其高度的概括性和鲜活的生命力而为新中国文学的
人物画廊增添了异彩，他们的美学价值和思想价值都是显而易见的。

大

其三，在新生的共和国昂首迈向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初期出现的独幕话剧创
作潮洋溢着鲜明强烈的喜剧精神。当时大量描写新生活、讴歌新社会的剧作，

门

虽然并不都是纯粹的喜剧，但无不显露出轻快明朗乐观的喜剧色彩，至于一大
批讽刺喜剧就更是发扬讽刺批判的喜剧精神，对一切妨碍社会进步、腐蚀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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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体的腐朽思想、丑行恶德给以无情的嘲讽和打击。1950 年代的独幕讽刺喜剧
创作与 1940 年代的独幕讽刺喜剧创作可谓前后呼应、双峰并峙，它们有很多
精神上的联系，但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1950 年代的讽刺剧创作为社会主义国
家的喜剧创作从艺术形式到表现手法都作了有益的探索，同时也提出了很多新
的课题。总之，喜剧精神的高扬是 1950 年代独幕话剧创作潮特有的标志，也
是 20 世纪下半叶不再出现的奇景。
其四，1950 年代独幕话剧创作潮在中国话剧史上，前承五四以来话剧艺术
的优秀传统而开创了新中国独幕话剧创作的崭新局面，其提倡鼓励之力、创作
数量之多、局面之繁荣、艺术成就之高，是后来任何一个时期都不能比拟的。
中国独幕话剧创作从 1919 年胡适的《终身大事》起步，到 1920 年代以丁西林

的《一只马蜂》、《压迫》和田汉的《获虎之夜》、《南归》等为代表的一批
优秀作品的问世而走向成熟，从而形成了中国独幕话剧创作的第一次高潮；再
到抗战以后至 1940 年代出现以陈白尘的《等因奉此》、宋之的的《群猴》等
为代表的一批优秀讽刺喜剧，形成了中国独幕话剧创作的第二次高潮；再到
1950 年代以孙芋的《妇女代表》、何求的《新局长来到之前》等为代表的优秀
独幕话剧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独幕话剧创作第三次高潮的到来。与前两次高潮
相比，第三次高潮随着“反右”、“大跃进”的开始而迅速退潮，此后，文艺
进一步沦为政治的奴婢，戏剧舞台也是阶级斗争一统天下。因此，此次高潮持
续时间短、未能孕育出戏剧大家和更多的独幕话剧佳作，但就已经出现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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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象和优秀代表作品而言，与前两次高潮相比，也并不逊色。可惜，作为一种
创作潮流和文艺现象，1950 年代独幕话剧创作潮已成中国话剧史上的绝唱，其

大

学

图

书

中的原因，仍然值得我们今天深思。

厦

学博士。

门

1[*] 作者简介：胡德才（1962-），男，湖北监利人，三峡大学文学院教授，文

i[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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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One-act Drama Writing in 195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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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 point out that One-act Drama writing in 1950’s was the climax after
1920’s and 1940’s in Chinese drama history. By analyzing the main works of that perio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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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ng the reasons, meanings and limitations of the writing, the author maintains that
the One-act Drama writing in 1950’s was the peak of poetic perfection in Chinese dr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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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and was worthwhile to study as a trend of writing and a kind of literary phenome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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