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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抗战戏剧博物馆6月18日试运营，重庆日报记者带你——

回望中国话剧的黄金岁月
本报记者 赵迎昭 王丽

木质楼梯、典雅的吊灯、舒适的剧
场……当踏入抗建堂的那一刻，记者就
感受到了浓浓的历史气息。

去年12月9日，《其香居茶馆》在抗
建堂剧场上演，拉开了抗建堂在修缮完
成后的再利用之路。可是，作为一座有
着70余年的历史建筑，修缮起来可没那
么容易。修缮之后，如何更好地利用也
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外墙颜色斟酌近半年时间

据介绍，新中国成立以来，抗建堂一
直作为重话的办公、演出场地。但近年
来，抗建堂的硬件设施逐渐老旧，外墙水
渍、污渍增多。“中国话剧的圣殿”以这样
的面貌示人，重话人满怀愧疚。

2015年，重庆设立“抗建堂文物保
养维护”“重庆中国抗战戏剧历史陈列
展览”等专项工程。“中国话剧的黄金岁
月——重庆抗战戏剧历史陈列”布展执
行人童凌介绍，抗建堂抗战时期的照片
保存至今的极为稀少，这为修缮建筑出
了难题。例如，围绕抗建堂的外墙最初
是什么颜色这一问题，筹备组就斟酌了
近半年。

“我们拜访了重话的王建武、纪幼坡
等老先生，还咨询了众多文物专家，最终
推断出为躲避日军轰炸，外墙最可能为
深灰色。”重庆抗战戏剧博物馆筹备组负
责人、原重话院长陈家昆告诉记者，“通
过长期走访，我们了解到抗建堂外墙颜
色曾被刷上灰、白、米黄等颜色，此次修
缮刷上深灰色是对历史的尊重。”

抗建堂迎来“老朋友”

“新学校是大众学校，新学校是茅草
棚大学，新学校是露天大学!”5月31日
晚，经过近两年的筹备，由重庆市育才中
学和重庆大学联合打造的原创话剧《陶
行知在重庆》，在抗建堂首场试演。此次
演出并非育才中学首次在抗建堂演出，
而是时隔70余年后的再次回归。

其实，抗建堂剧场在去年底修缮完
成以来，已迎来多场演出。而本次《陶行
知在重庆》的上演显得意义非凡。

资料显示，1941年首届雾季公演期
间，为筹集难童教育基金，育才学校戏剧
组以鲁迅翻译的苏联作家班达里耶夫的
《表》参演。该剧由董林肯改编成五幕儿
童话剧，刘厚生任导演，苏丹任舞台监
督，在首届雾季公演中于抗建堂连演5
场，受到广大观众的普遍欢迎和戏剧界
充分肯定。

“接下来，我们准备把多部当年育才
学校戏剧组演出过的话剧，再重新编排，
呈献给市民。”《陶行知在重庆》第一编
剧、育才中学历史老师周睿表示。

文旅融合反哺剧院文艺创作

4月 11日，重话公开发布了“抗建
堂·中国抗战戏剧历史风貌区”招商公
告，提出该风貌区拟以抗建堂剧场为核
心，由重庆抗战戏剧博物馆、抗战戏剧驻
场演出、主题酒店、主题休闲体验区和步
行景观区等部分组成，面向公众提供包
括博物馆参观、话剧观赏、休闲体验、文
创产品购买、住宿等于一体的文化休闲
体验式旅游服务。

重话院长张剑表示：“我们计划用两
年时间，将‘抗建堂·中国抗战戏剧历史
风貌区’打造为重庆文旅融合的新名片，
从而反哺剧院文艺创作。”

让抗建堂发挥更大价值

中国抗战戏剧
历史风貌区

计划两年建设完成
本报记者 赵迎昭 王丽

即将于6月18日试运营的重庆抗战戏剧博物馆，依托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抗建堂打造而
成，是目前国内首个以抗战戏剧为主题的话剧类专业博物馆。抗战剧人的精神，在馆内陈
列的一幅幅剧照、一张张节目单中再现，也在重庆新一代话剧人中得以传承。

核心
提示

《1940年文工会成立时的签名轴》（复制品）。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
由重庆市话剧院提供

《雾重庆》剧照。

抗建堂修缮前的照片。

重庆抗战戏剧博物馆外景。 记者 赵迎昭 王丽 摄

抗战时期的抗建堂。

“演员四亿人，战线一万里。全球作
观众，看我大史剧。”6月4日，记者刚踏进
重庆抗战戏剧博物馆中的“中国话剧的黄
金岁月——重庆抗战戏剧历史陈列”（下
称历史陈列）展厅，便看到了这段苍劲有
力的大字。

剧作家田汉1938年12月在湘剧抗敌
宣传队桌围上写下的这几句话，既是对当
时全民抗战现实状貌的激情描述，亦是对
抗战戏剧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开展的
骄傲总结。

位于渝中区中山一路的重庆抗战戏
剧博物馆由重庆市话剧院（下称重话）历
时4年筹备，将于6月18日试运营。

这是目前国内首个以抗战戏剧为主
题的话剧类专业博物馆，依托市级文物保
护单位抗建堂打造而成，由抗建堂剧场、
历史陈列和展演体验区（建设中）三部分
构成，使用面积近3000平方米。

其中，位于抗建堂底层的历史陈列分
为抗战戏剧名人、抗战戏剧名剧等8个单
元，通过剧照、剧本、舞美模型等全面系统
展示重庆抗战戏剧的历史风貌、历史贡献
和艺术成就。

近日，重庆日报记者提前探馆，通过
一件件展品，带你走进中国话剧的黄金岁
月。

一次呼吁
34年后终实现

一眼望去，中山一路再普通不过。但
当人们走过这条路上的观音岩公交站，偶
然间抬头看时，会情不自禁感叹它底蕴犹
存——抗建堂在这里屹立了70余年。

6月4日，记者在抗建堂门前看到，这
座深灰色的中西合璧式建筑被住宅楼围

住，“抗建堂”三个金色大字散发出光泽，
仿佛在诉说这座中国话剧圣殿的辉煌岁
月。

走进抗建堂后，沿着左侧的台阶下
行，便来到了历史陈列展厅入口处，该陈
列使用面积达800余平方米。站在前厅
中，映入眼帘的除了田汉的题词外，还有
198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剧
作家曹禺在重庆雾季艺术节开幕式上的
致辞：“为了爱国，为了抗战，为了驱逐侵
略我们的敌人，为了祖国最美好的明天，
多少同志写出了多少文艺作品，演出了多
少戏剧……”

“雾季艺术节期间，我有幸陪同陈白
尘、曹禺、吴祖光等戏剧家工作了20多
天。”重庆抗战戏剧博物馆筹备组负责人、
原重话院长陈家昆称，艺术节期间，多位
戏剧家呼吁系统梳理重庆抗战戏剧运动
期间的史料，将其陈列在博物馆中供世人
参观。

后来因种种原因，呼吁未得到实质性
响应。2015年，陈家昆就任重庆话剧团团
长。同年，重庆设立“抗建堂文物保养维
护”“重庆中国抗战戏剧历史陈列展览”等
专项工程。立项之后，筹备组相关人员先
后拜访了戏剧理论家刘厚生（2019 年逝
世）、电影艺术家秦怡、指挥家严良堃
（2017 年逝世）等重庆抗战戏剧运动的见
证者和亲历者。

“2016年1月12日的北京寒气逼人，
我们来到厚生老（戏剧界对刘厚生的尊称）
家中时，没想到老先生早已穿上了西服，备
好了水果、点心和糖果。”陈家昆回忆起3年
前拜访刘厚生的细节时感慨不已。

他还向记者谈起拜访秦怡时的情景：
“我们赴上海拜访她时，她还说起地道的
重庆话，称人生最宝贵的年华、最美好的
回忆留在了重庆。”

一张老海报
诉说话剧界空前盛举

编剧是曹禺、宋之的，导演团成员有
曹禺、宋之的、沈西苓、应云卫等，演员有
赵丹、白杨、舒绣文、魏鹤龄……展厅中，
一张设计极为简洁的《全民总动员》海报
吸引了记者注意，和海报的朴素相比，它
的演职人员阵容堪称豪华。

“武汉沦陷后，重庆成为抗战戏剧运
动新的中心和‘大本营’。”陈家昆介绍，第
一届中华全国戏剧节上，25个演出团体演
出22天，观众达10万人次。1938年10月
29日在国泰大戏院开始演出的压轴剧目
《全民总动员》将戏剧节推向高潮，历时8
年的大后方重庆抗战戏剧运动由此正式
拉开帷幕。

《全民总动员》讲述了一个代号为“黑
字二十八”的日本间谍，勾结内奸破坏中
国人民的抗日活动，最终被抓获的故事。
陈家昆介绍，该剧以上海业余剧人协会、
怒吼剧社、四川旅外抗敌剧社等演出团体
的演员为基本阵容，赵丹、白杨、舒绣文等

知名演员尽数登场，演员规模达200人之
多。

当时，《全民总动员》的票价分别为三
角、六角、一元、一元五角、五十元（荣誉
座）。已故话剧史家石曼在《第一届戏剧
节纪盛》中称：“（这）在当时不可谓之不
高。”

票价虽高，却有市场。
这次演出时间为10月29日至11月1

日。可是，原本计划的4场演出最后变成
了7场。

“因为场场满座，场场有观众在门口
要求买站票看戏，所以在四天中加演了三
个日场。最后一天，由于要买票的仍拥挤
不堪，前台工作人员只好在剧场设了五道
防线，国泰大戏院的大门还是差点被涌如
潮水的观众所挤破。”石曼写道，“当时重
庆一家报纸称这个戏的演出在中国戏剧
史上可谓空前盛举，观众之拥挤亦破国泰
从未有的纪录。”

一幅签名轴
定格周恩来和抗建堂的情缘

周恩来、郭沫若、于右任、茅盾、阳翰
笙……300余位政界、军界、文化界名人的
签名汇聚在178厘米长、72厘米高的纸本
之上，你能想象它是什么模样吗？

《1940年文工会成立时的签名轴》（复
制品）陈列在展柜中，它的原件收藏在重
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系国家一级文物。

这件藏品有何来历呢？它的捐赠者
翁植耘曾撰文回忆，1940年 11月 7日，

“抗战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招待晚会在
抗建堂举行，周恩来等300余人在签名轴
上签名留念。1985年，翁植耘将其捐赠给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记者在密密麻麻的签名中观察5分
钟，在中间的位置发现了周恩来的签名。
史料记载，周恩来签名时谦逊地签在了宣
纸最右边，但后来工作人员将两张宣纸装
裱成横轴后，周恩来的名字恰巧位居正
中。

“抗建堂由原中国电影制片厂第二摄
影棚改造而成，于1941年4月5日正式竣
工启用。”陈家昆介绍，1941 年 4 月至
1945年，这里共上演33出大型话剧，曹禺
编剧的《北京人》、吴祖光编剧的《风雪夜
归人》、夏衍编剧的《芳草天涯》等话剧都
在这里首演。这些名剧轰动当时、影响深
远，抗建堂因此被抗战剧人誉为“中国话
剧的圣殿”。

展厅中《周恩来七看<风月夜归人>》
的连环画生动讲述了周恩来直接领导重
庆抗战戏剧运动的故事。此外，观众还能
在展厅中看到《风雪夜归人》的剧照及舞
美模型。

《风雪夜归人》于1943年2月25日在
抗建堂首演。该剧表现了社会底层人物
的人性觉醒，叩问了社会的冷漠无情。该
剧演出期间，周恩来曾登上抗建堂200多
级石梯，七度观演，并同编剧、导演、演员

深入交流。
刘厚生曾指出，抗战期间中国话剧走

向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因为“周恩来
的领导都是战略的部署，积极的建议，内
行的说服”。

一张节目单
续写中国话剧的时代风采

“刚开幕不久，座椅就摇晃起来。前
台工作人员坚守岗位疏散观众，后台演职
人员无一人离开……地震余波过后，剧团
又为返回的60多位观众重演全剧……”

这是石曼在给电影艺术家张瑞芳的
90诞辰贺信中，描述的重话2008年“5·
12”汶川地震当天在抗建堂演出的情景，
他表示：“抗战剧人当年团结奋斗、不畏艰
险的精神，重庆的话剧工作者继承下来
了，同时也无愧于你们经常演出的这座抗
建堂剧场。”

在历史陈列尾厅，陈列的一张《雾重
庆》节目单，让记者感受到重话对抗战戏
剧精神的传承。这张节目单是重话于
1979年5月印制的，上面还描绘了山城吊
脚楼风貌，十分精致。

《雾重庆》由宋之的编剧，是抗战期间
第一部深刻揭露国民党统治区罪恶社会
的现实主义剧作。1940年12月，该剧首
演于国泰大戏院。从展出的一张张剧照
中，可以感受到抗战剧人的风采。

“新中国成立后，重话曾在不同历史
时期上演《雾重庆》，广受观众赞誉，成为
重话剧目史上最能代表剧院艺术风貌的
保留剧目之一。”陈家昆说。

记者还了解到，重庆抗战戏剧博物馆
计划在展厅中运用智能化设施，让剧本

“活”起来，焕发时代价值。
“面对抗战戏剧的历史丰碑和前辈戏

剧家的艺术成就，几代重话人心怀敬畏，
肩负责任，追寻前人足迹，用心续写中国
话剧的时代风采。”重话现任院长张剑表
示，只有不断将精品话剧奉献给人民，才
是对前辈最好的告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