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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优质作品 弘扬时代强音
——
——
—记著名剧作家、天津南开区作协秘书长丁本亮
■ 本报记者 张一然 实习生 杨素敏 ■ 摄影 舒扬

对当代艺术家或艺术工作者来说，今日的世界因物质化导致娱乐化，已经成为一个与创作紧密相连的
问题。 对丁本亮来说，剧本的创作从来都不是为了娱乐，而是通过创作让大家真正读懂社会、热爱生活。

与时俱进 多产优质文化作品
站在南开大学的讲台上，丁本亮望
着听众爆满的教室， 难掩内心的激动。
这一场名为 《百年戏剧话天津》 的讲
座，是他应南开大学戏剧大讲堂活动主
办方之邀进行的专场讲座。 他没想到，
在互联网时代、东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
大环境下，竟然会有那么多的青年学子
关注着中国古老的戏剧文化。 他说：“相
较于电影等艺术载体，戏剧的艺术节奏
明显偏慢，与当下高速的生活节奏有着
明显的距离感。 古老艺术如何与时代相
融，甚至走在时代的前列，是当前艺术
工作者最重要的课题和挑战。 ”
50后的丁本亮出生于书香门第。 祖
父是个标准戏迷，每天到戏园子看戏是
老人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
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下，丁本亮自小就爱
看戏，京剧、评剧、河北梆子，几乎有戏
就看。 对舞台的热爱、对人物的敏感、对
剧情的触觉，像是埋在他心底的一粒静
待时机的艺术之种。 走入工作岗位后，
他仍时刻关注着戏剧文化的发展。 他发
觉，改革开放初期时，戏剧舞台上活跃
的作品大多为 20 世纪六十年代之前的
剧目。 缺乏新意，从而也导致了戏剧舞
台上出现的僵化现象。
那时候， 他内心涌动着一股力量，
那就是他自己能为中国戏剧做些什么
呢？ 这股力量唤醒了埋藏在他心底多年
的“戏剧之种”，转瞬间破土发芽。 下海
经商多年的他，为了能够全身心地投入
到艺术创作之中，毅然告别商海。
如今，已身为著名剧作家、津门戏
剧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演出
家协会会员、天津作家协会会员，天津
南开区作家协会秘书长的丁本亮回忆
当年时说：“我正式开始写作是 20 世纪
八十年代末期。 那时候，刚好我从事文
艺演出相关领域的工作，尤其是在京津
两地策划了不少大型文艺活动。 ”
做的文艺活动多了，他渐渐地发觉
当时文艺演出市场的演出形式陈旧、单

调、乏味。 他说：“我们的文艺演出经历
了一段很长时间的禁锢， 突然一开放，
观众的迫切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可谁成
想演出的内容还停留在过去。 结果，市
场的不景气马上就很明显地显现出来。
至此，很多人又都在为文艺的真正复兴
探索，但怎么探索、文艺的方向在哪里，
大家也只能是一边探索一边积累经
验。 ”他记得，尤其是 30 年前的话剧市
场，演出开始了，观众还没有进来。 “那
个时候，剧场里演员人数比观众还多的
现象，真的太常见了。 ”
一晃到了 20 世纪九十年代， 由于
经济的高速发展。 人们也提高了对精神
生活的追求。 “大众对戏剧的欣赏角度
在改变，陈旧的作品已经满足不了人们
对文化艺术欣赏的需求。 ”丁本亮对戏
剧文化有着很深厚的情结，他拿起了搁
置很久的笔，从小品创作开始，将多年
的生活积累与人生感悟融入其中。 诸多
作品一经推出即得到业内外一致好评。
2000 年后，丁本亮进入了创作繁荣
期。 旺盛的创作灵感主要源于他对文化
和艺术的热爱、对舞台的痴迷。 他发觉
那些在舞台上能够被充分表达的作品，
就一定会有市场， 也自有其精彩的一
面。 在长期的创作中，他形成了擅长吸
收各艺术门类精粹的创作习性，作品追
求寓意深厚、层次丰富的风格。
2005 年，身为民建天津市委员会文
化委副主任的丁本亮受命以民建会史为
题材，带领民建会员中的文艺骨干，创作
了八幕话剧《肝胆相照》。该剧以民建会
史为题材， 以 1945 年民建成立前后到
1949 年建国初的史实为主要内容。 歌颂
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以及老一辈民
主党派代表人物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
舟、 肝胆相照、 荣辱与共的真实情节。
“这部作品的创作期长达两年， 因为其
中的许多历史人物和场景需要创作者进
行非常认真的考证。 当时全国范围内反
映中共统一战线的作品并不多，所以这部
话剧的创作对民建天津市委员会文化委
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 ”

《肝胆相照》由民建天津市委员会
文化委集体创作，丁本亮不仅是该剧的
主要创作核心，还亲自担任了这部话剧
的执行制作人，创建了天津真情永远艺
术团，并担任艺术团首任团长。 丁本亮
自豪地表示：“这部话剧一经面世，连演
十场，在话剧史上也打破了天津近年来
的话剧演出记录。 ”他认为，该剧的成
功，主要源于该剧题材的新颖。
一直从事舞台演出的丁本亮对人物
的把握有很独特的触觉，“话剧不像传统
戏剧，人物拿着马鞭一回身，就象征着已
经疾行千里之外了。 它写实的比较多，所
以对剧作家来说， 必须要深入了解话剧
的特质，了解人物和剧情的关系，才能很
好地把握舞台的效果。 ”丁本亮认为，精
彩的舞台艺术是否能赢得年轻一代的认
可与欢迎，主要还在于一剧之本。 “剧作
者在创作时不能过于自我。 有的剧作者
只管自己高兴，不考虑观众是否喜欢，这
是不对的。 在我看来，观众是否喜欢剧作
者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创作的作品
必须符合观众的文化审美追求， 反过来
说，当你的作品被观众认可了，那么观众
就会爱屋及乌， 自然而然地会关注和喜
欢你了。 总而言之，剧作家的创作必须永
远和观众同命运、共呼吸。 ”

扎根群众 艺术之树方能长青
“我的创作从来不是为某个人，也
从来不是为了迎合市场，其目的就是通
过作品来反映社会，引领社会进步。 ”
丁本亮始终坚守必须坚持雅俗共赏的
艺术创作方向的创作原则。 他笑说：
“有的编剧的作品总是阳春白雪，专家
级的人物才看得懂。我并不认可这样的
创作。 ”在他看来，一部好的作品必须
是既得到专家认可， 又受到大众欢迎。
那才是好作品。可如何才能创作出一部
好的作品呢？
“只有扎根群众，贴近生活，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方向，创作者的艺术
之树才能常青、常绿，才能释放光彩。 ”
使命感是丁本亮始终恪守的崇高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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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距离， 人们通过网
络和自媒体就能获取
到大量的信息。 人手一部
的智能手机更使得网络文
学、电影等被迅速普及。 这无形
中又加大了人们对文学文艺的
欣赏追求，也提升了大众文学艺术欣
赏的准入点。 如果我们还按照过去的方
式方法去搞创作，那肯定是会被这个当
下火热的时代所淘汰的。 ”
网络写作、 自媒体时代的兴起，让
拿笔写作的门槛似乎降低了很多，也使
得网络上的文字作品遍地开花。“过去，
作品想要发表， 你只有投稿这一条途
径。 编辑认可了，才有发表的可能性。 今
天，网络的出现使得每个人都有了展示
自己才华的舞台，我觉得是好事情。 ”丁
本亮认为，现代人必须要站在更高的角
度来看当前的文学创作环境，网络释放
的分享机遇其实也起到了吸引更多人
关注文艺创作的作用。 “我从来都不认
为写作或创作，只有作家或专家才能进
行。 只要你热爱生活，愿意拿笔来，早晚
你准能写出反映社会、歌颂生活，推动
社会进步的好作品。 ”

追梦人心声

弘扬时代强音
最近， 丁本亮应邀参 加 了 全 国
作协在天津举办的培训班。 在会上，
他直言希望作家群体能不断壮大，
让喜欢文学创作的人都能拿起笔，
多写反映时代强音的作品， 展 现 作
家应有的时代风采。
工作再繁忙，丁本亮依然保持每
日读书看报的习惯。 用他的话说，一
天不读书，心里直发痒。 他目前担任
南开区作协秘书长的职务，主要的责
任是推动南开文化创作的发展，带出
一支强大的文化创作队伍。 “南开区
作协上上下下齐心协力，老一辈风格
高尚，新一辈社会责任感强。 ”在他看
来，一支队伍的强大，主要还是依 靠
团队每一位成员崇高的精神素养。 ”
作为天津南开区作协秘书长，
丁本亮始终把弘扬文化视为己任。
各方机构需要他出人出力时， 他 从
不计较个人得失。 他总觉得人 的 一
生能干成几件事， 文学创作的 人 生
体验要远远高于人们对经济收 入 的
追求。 他说：“一个人的价值如果 能
用钱来衡量，那就是有限的人生；如
果用观众的认可度来衡量， 那 我 们
文艺工作者的人生就是无限的。 ”
去年，他因成绩突出获得了天津
市南开区“优秀文化志愿者”的荣誉称
号。这些年来，很多权威文化机构都邀
请他去做顾问或特约讲师。 他谦虚地
说：“我从来都将这些视为人生的一种
激励，而不是资历。 人生短短几十年，
能为社会、为人民多做些实实在在的
事情，这才是人生最大的价值。 ”
目前，他创作的话剧“爱的奉献”
已经公演，已经创作收官的剧本有《解
放天津》（话剧）、《三合豆浆坊》（话剧）、
《七里海》（话剧）、《焦裕禄》（评剧）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