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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 祝 改 革 开 放 40 年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棒棒老爸”这40年
王逸虹

电视剧《山城棒棒军》播出后，有朋友戏称我这个作者为“棒
棒”的老爸，于是“棒棒老爸”成了我的微信网名。我感谢在我人生
历程中帮助过我的人们，我也感慨自己这些年亡命地打拼，但是，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必将一事无成。我庆幸赶上这好年辰。

专家评委
点评

改革开放
的成果是多元
的，不但推动了
经济社会的快
速发展，也使文
学艺术发展取
得了令人瞩目
的成就。剧作
家王逸虹通过
朴素而真诚的
文笔，深情地追
述了自己在艺
术创作上的心
路历程，其中有
曲折、有坎坷，
甚至有面临诸
多压力时的茫
然，但改革开放
所带来的宽松
的社会语境和
观众对艺术的
多样化需求，加
上他自己对生
活、艺术的独特
理解，使他一直
在艺术创作的
道路上执着地
追寻，最终创作
出了一批内容
深 刻 、艺 术 精
良、观众喜爱的

戏剧作品，使
传 统 的 艺 术
样 式 在 观 照
现 实 生 活 中
获 得 了 新 的

生命。他本人
甚至因为《山城
棒棒军》这部作
品而被观众亲
切地称为“棒棒
老爸”，成为他
艺术创作道路
上 的 一 个 标
签。时间在流
逝，但优秀的艺
术作品，却因为
和历史、现实、
文化、人心的深
度融合，可以在
时间的淘洗之
中越来越闪耀
光亮。王逸虹
的经历与收获
让我们意识到，
充满活力的时
代与文化艺术
的繁荣发展存
在着密切的正
相关关系。

蒋登科 重
庆市作家协会
副主席、西南大
学教授

一

电视剧《山城棒棒军》播出后，有朋友戏称
我这个作者为“棒棒”的老爸，于是“棒棒老爸”
成了我的微信网名。40年前，“棒棒老爸”还是
棒棒小伙，在江津川剧团搞音乐伴奏，吹笛子。
剧场后台用作舞台布景的布质景片搭建的“房
子”，就是我的“家”。加两年知青的“农龄”，工
龄已是8年，月工资才32块，剧团两次调整工
资限定参加工作的年限，与我无缘。更令我焦
虑的是，川剧团1978年恢复传统戏，笛子只是
下手琴师偶尔兼行的一种次要乐器，我就只能
干收门票、打幻灯字幕的杂务了。

这使我感到强烈的生存危机，今后怎么养
家糊口？在川剧团要过得顺心，当演员就要当

“中心子”，也就是要演主角。坐“桶子”（坐乐
队），也得当上手琴师。“窜上天龙”（当配角），就
是当“吼包”就是配盘，在剧团一辈子说不起话
没有话语权。一直自视很高的我内心是很痛苦
的，毕竟去打幻灯字幕是勤杂工干的事，而且还
必须全神贯注，因为演员的唱词与字幕必须同
步吻合，错了观众要骂。

那时候幻灯机还比较原始，用大功率的灯
泡做光源，演出结束时候衣服拧得出水。想到
以后可能如此了却一生，实在是心有不甘，内心
苦痛，情绪极差，恶劣到极点。

于是我开始学习写剧本。父亲听说，立马
把我叫回去，一顿训教，工作岗位优劣都是为人
民服务的，但见我意已决，就重重地说了4个
字：“白纸黑字！”经历过历次运动的知识分子父
亲心有余悸，也是可以理解。但我别无选择，写
剧本是逼上梁山。

没有想到打幻灯字幕因祸得福，为我以后
的剧本写作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那几年演
的都是川剧传统戏的精华经典，在反复全神贯
注看戏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什么叫有戏，什么叫
没得戏，我了解到观众喜欢看什么，不喜欢看什
么，也感悟到一些传统艺术的手法手段运用技
巧。在以后的写作生涯中，注重戏剧性，注重观
众的欣赏趣味，成为我编剧写剧本惟此为大的
事体，甚至把川剧的一些手法手段，直接借用到
我的剧本创作当中。

二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创作川剧不可
能一蹴而就。戏曲剧作是最难的一种剧作样
式，作者除了会编故事会编剧，还得有诗词歌赋
的功底，唱词不仅要有韵味，还得明易晓畅，最
重要的，还得熟悉川剧唱腔曲牌，了解舞台。

剧团有一句行话叫“台上会”，意思就是行
不行得通过舞台上的演出能不能得到观众的认
可。对我这个乳臭未干半路转行的小子来说，
要被人瞧得上眼得有过程，我就先学移植，就是
把其他剧种的剧本改为川剧在剧团演出，这相
当于学写大字的“描红”，感谢剧团的老师对我
帮助扶持。

不久处女作《送药》成功上演，观众以欢笑
与掌声表示了认可，也受到各级文化主管领导
的重视。四川人民出版社还出了小册子，正逢
出版社恢复中断十多年稿费发放，得了稿酬40
元，比一月工资还多，我两口子欢喜得不得了。
受到鼓励更加努力，记得剧团有老艺人耳提面
命般告诫，所谓“提拔”，就是上面有人提你，下
面你要使力，各人要爬（四川方言，“拔”与“爬”
同音）。我在创作学习上相当用心。

几年前搬家，发现一大堆年轻时写的，没有
发表过更没有上演过的剧本，可见我学习写作
时是蛮拼的。1981年，第一部大型川剧《金银
坡》使我在四川省开始小有名气。年轻气盛的

我对自己说：我要成为长江三峡以
上最优秀的编剧之一。当时长江三
峡以上优秀的编剧成都有徐芬、自
贡有魏明伦、重庆有倪国桢，向他们
看齐，想跟他们比肩。那时我有些
不知道天高地厚。

在学习剧本创作过程中我意识到知识学习
和积累的重要。恢复高考于“老三届”“新三届”
是一声春雷，我却被这动地的雷声惊呆了、吓傻
了，初中毕业的我考得起大学？心虚得名都不
敢去报。直到后来看见学习成绩同我差不多的
同学戴伟考上了西师（现西南大学），还有许多
学习成绩比我差一截的同学也考上了各类大
学，才心慌了。但是过了此渡无好舟，当我
1979年准备考大学的时候，不仅考题难度加
深，竞争对手大多成了风华正茂的应届高中生，
最大的问题是我的儿子在这年春季呱呱坠地，
这小子晚上有夜哭的毛病，整得我晚上抱着他
一边哐一边背哲学原理或者做语法分析改错练
习。

考虑到家庭的负担，我选择了不脱产可以
带薪的重庆师院（现重庆师范大学）高师本科函
授学习。由于《金银坡》的上演，引起四川省文
化厅的关注，1981年秋，我被推荐到中国戏曲
学院编剧系学习。从1979年到1990年十年
间，我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读书学习上，先后完
成了五年的重师本科函授学习，3次进四川省
编剧进修班培训，进中国戏曲学院进修一年，最
后，在中央戏剧学院师从著名戏剧理论家谭霈
生教授读研究生，拿到硕士学位文凭。

三

一晃就是十余年，家务孩子全靠妻子孤
力支撑。任劳不任怨的妻子说我人在外头
恍，娃儿在屋头长。她心情可以理解，但是这
十年的读书学习，对我理论基础的建构却是
至关重要。

那个时候写论文手才顺，读研究生3年发
了十几篇文章，后来清点才晓得都是发的核心
期刊，其中3篇是权威核心期刊，当时就够评高
级职称的资格了。导师谭霈生看我剧团出身，
熟悉舞台，做文章有理论联系实践的特点，介绍
我到人民日报文艺部，他的同学一个在当文艺
部主任，一个在当副主任，政治与专业考核很快
就通过了，可惜到毕业时，中央机关暂停接收应
届大学生。

去不成人民日报，谭先生又希望我留校当
老师。妻子对我说，我留校她一时半会调不进
北京，这个家怎么办？10年了，她一个人支撑
不住了。直到离开北京前两天，谭先生还对我
说，现在想留下来都来得及。妻子当时在场，她
马上接话说不，他要回重庆。

重庆市文化局的领导找我谈话，极力挽
留。于是我回到了重庆，供职于重庆市文化局
创作室，进行创作显然更适合职业的需要。但
是，从理论研究转换到艺术创作，从逻辑思维转
换为形象思维并非易事，完成这个转换我花了
几乎5年的时间。

先写了一部川剧《山城魂》，上演之后专家
来看，毫不客气，一顿炮轰，当时我真恨不得有
个地缝钻进去。后来写了四部话剧，表现国企
改革的话剧《别无选择》，这个戏重庆话剧团只
进行了“立体审读”，没有上演；表现家庭重组的
小剧场话剧《雾季》只是在重庆新作上发表，未
能上演；由西安话剧院演出的《苍凉青春》，演员
可谓豪华阵容，后来在电视剧《三国演义》扮演
关羽的陆树铭、小品名演员郭达都在剧中扮演
主要角色。由重庆话剧团演出的《手足之间》，
则是赵锵执导，王建武主演。这两部话剧虽然
也得了奖，但几乎没有影响，现在仔细看来，问
题还在剧本，观念大于形象，故事没有编圆。这
5年的蹉跎几乎摧毁了我写作舞台剧的自信，
但是，这段时间对戏剧性的探索还是为后来的

“逆袭”奠定了基础。
1996年秋，我同重庆电视台著名导演束一

德合作，创作出了电视剧《山城棒棒军》。没想
到《山城棒棒军》热播，观众在笑，我却欲哭无
泪。

四

电视台在接受到观众好评的同时，也接到
比较尖锐的批评意见。该剧制片主任陈文诗情
绪沉重地找到我，要我写一篇“情况汇报”解释
两个问题：重庆那么多的英雄人物不写，那么多
改革开放题材不表现，为什么热衷于写这些社
会底层的“棒棒”？重庆那么多雄伟壮丽的景色
不表现，却热衷去拍摄破烂的背街小巷？这时
候我想到父亲“白纸黑字”那4个字，真有一些
懊悔当年选择了这条剧作之路。当时我正在重
庆肥皂厂招待所写表现三峡工程的电视剧《共
和国之梦》，到食堂吃饭，熟悉的工人问我脸色
怎么不好，我把情况说了，工人们说，我们不觉
得有啥子问题，天天麻将都不打了，就守到看

“棒棒军”；还有工人说，王老师你放心，都改革
开放这么久了……我顿时热泪盈眶，不仅感谢
工人们质朴的情感，更是深切感受到一个剧作
家的命运与改革开放是如此紧密的息息相关。
后来，《山城棒棒军》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
奖”，那些批评声才就此停息下来。观众的认可
等于是对我完成艺术思维方式转换成功的认
可，于是，就有了后来的电视剧《重庆球迷》《奇
人安世敏》《共和国之梦》《邓小平在重庆》的问
世。

2002年，我到重庆工商大学当老师。但
是，对戏剧的追梦是我心中永远的情结，2014
年，重庆话剧团约我写话剧《朝天门》，当向剧团
送上剧本的详细分场提纲时，我还心怀忐忑；直
到剧团讨论这个提纲，就有演员甚至就开始争
角色，我才慢慢恢复了自信。

自从写了电视剧《山城棒棒军》之后，我一
直都想创作出一部超越《山城棒棒军》的作
品，比较深入全面地展现重庆的人文精神，
《朝天门》就是这样的题材。

朝天门是重庆的地标，位于重庆渝中
区嘉陵江与长江的交汇之处，是重庆以前
十七座古城门中用于接圣旨的地方。是
重庆九开八闭十七城门中的第一门。作
为编剧，不但要看到朝天门的形，更要感
受其无形的内涵，体现重庆的人文精
神。

在我看来，重庆的人文精神中相
当耀眼的就是舍生取义责任担当，这
成为这部话剧的主题内核，该剧时间
跨度近30年，历经辛亥革命、军阀
混战、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以现
实主义的叙事手法展现以重庆大
码头朝天门为背景的陆家几代人
的命运沉浮。演出后受到观众欢
迎，成为重庆话剧团的保留剧
目。

如今，当我坐在宽敞明亮
的书房里，想起40年前所居
住的用布质景片搭建的“房
子”，不禁感慨万千！“棒棒老
爸”这40年，创作了大小舞
台剧本10部，电视剧剧本6
部130余集，还有20几篇
学术论文，两本理论专
著，一部长篇小说，算起
来总共有将近400万字
了。其中获省部级奖
项7次，国家级奖项3
次。不敢说著作等
身，只能说此生没有
虚度。

（作者系重庆
工商大学教授、重
庆作家协会荣誉
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