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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去》（Taking Leave）是美国剧

作家奈戈·杰克逊（Nagle Jackson）创作于

1996年的舞台剧，它将一个当代美国社会

的家庭故事与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李尔

王》进行现代性的文本重构，自上演以来

先后荣获全美最佳剧作提名，以及多项全

美大奖。2014年6月28日在中国国家话剧院

首演的《离去》，是王晓鹰导演对奈戈·杰

克逊的演出文本进行的再次发掘和重新阐

释，完成了演出文本的二次重构。《离去》

在中国的上演，引发了媒体和评论界的各

种声音，但是由于文本二次重构过程的内

在复杂性，加之少有人对照过前后三个剧

本，学界和评论界对这个二次重构的文本

的理解和阐释，并不足以揭示王晓鹰的导

演艺术所呈现出的深层的哲理维度和丰富

的审美意义，同时也没有真正揭示出再度

重构经典作品的得失。因此，对这个作品

进行一次全面的分析和细读显得格外有意

义。无论是对于经典作品的现代阐释，还

是舞台意象审美意义的彰显，王晓鹰导演

的阐释包含着特别值得戏剧界和学界关注

的艺术观念和叙事方法。《离去》总体上延

续了王晓鹰的美学观念和导演风格，这是

文本重构的现代阐释和审美意义

——解读王晓鹰话剧《离去》的导演艺术

顾春芳

一出在质朴的表层结构下蕴含着极为复杂

和丰富的叙事构成的舞台艺术，是一次成

功的经典莎剧的现代性阐释。

一、经典文本的重构、对位与融合

《离去》的主人公是一个毕生扮演莎

剧角色，沉醉于伟大的艺术和诗歌，取得

过辉煌艺术成就的演员艾略特·布莱恩，在

其生命的暮年不幸患上阿尔兹海默症（老

年痴呆症），他逐渐为生活所疏离与抛弃，

也逐渐失去了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盛名

和地位，他所热爱的舞台和观众也逐渐淡

出了他的生活，就连常人的思维、日常的生

活和那种能够确证自己存在于世的意识

也逐渐离他远去。因为失忆他把自己想象

成李尔王，在“一切终将离去”的永恒的

宿命和终极的真实面前，演出文本呈现了

作为本质上孤独的人类的终极命运和灵

魂救赎。

退休？我永远也不会退休。可是我开始

忘事儿了，有时候在台上，我脑子里突然出现

一道白色的光，耳朵仿佛听到了收音机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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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声，我望着对手，却怎么也想不起下面的台

词。我想我可能是累了，或者心理上出了什么

毛病……

艾略特·布莱恩告别舞台的方式是一种

极为惨烈和痛楚的经历，他因忘词而中断

演出之后，命运宣判了他事业的终结。他逐

渐丧失了所有的记忆，忘记了自己的名字，

自己是什么人，住在什么地方，忘记了自己

的女儿们的名字和长相，忘记了最平凡的生

活，忘记了他曾经有过的辉煌和屈辱，甚至

忘记了他自己。但是他始终忘不掉的是莎剧

中的那些诗句。阿尔兹海默症的突然造访

和不可逆转，成为命运中一个突如其来的

残酷事件，他彻底地改变了艾略特的生活，

他从一个伟岸的父亲褪变为一个“彻底愚

钝，丧失意识”的病人。他的三个女儿带着

各自生活的困惑，在这个事件面前，被迫进

行良知道德层面的选择，被迫进行灵魂深

处的拷问，被迫进行生命层面的反思。故事

的结尾，她们每个人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自

我救赎。这个现代文本的结局没有对应《李

尔王》古典文本的悲剧性结局，在如何拯

救父亲和自我救赎的反思中，导演对一个

永恒的哲理命题进行了现代性阐释。

无论是杰克逊的原作还是二次重构的

剧本都呈现出精致的对位结构和严密的叙

事逻辑。重构的文本犹如一个“理性言说

和审美表达”的高贵器皿,它的内部被注入

了一个发端于近代人类的哲理追问:存在

的本质及其意义究竟是什么？通过展现每

个人物的现实处境和心灵世界，通过展现

在极限境遇下人的选择，特别是通过比照

现代社会和古代社会的人类伦理生活和情

感关系，审视人性在不同历史境遇和伦理

结构中的相同与不同，最终突出了文本由

浅而深的主旨开掘:人只是被偶然抛入的存

在，终其一生人的意志和力量对他所存在

的这个世界的无能为力，理性也无法主宰

世界,甚至无法挽留一切他已有的创造包括

自己的生命。生活每时每刻都在离去，而人

类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全部建立在脆

弱易变的偶然之上,人的确只是一支会思

考的芦苇。在无法把握的终极规则和真相

面前，人倘若要从自身的卑微中超越出来，

使人的高贵得以彰显，只有通过勇敢的面

对、承受和接纳。这些思辨和追问令《离

去》这出戏超越了传统的人生哲学、伦理

道德层面,迈入了对本真的人性、存在的意

义和灵魂的救赎的形而上的思索,让观众

跟随剧中人物经验了从“被救赎”到“自我

放逐”和再一次寻找“自我救赎”的灵魂跋

涉。文本重构和救赎姿态使《离去》这出戏

总体上确立了现代性的精神品格。

那么，这个现代性演出文本究竟是如

何被构建起来的？为什么导演王晓鹰要对

一个十六年前看过的戏念念不忘？这个戏

潜藏着王晓鹰艺术探索中怎样的精神密

码？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二次重构？二次

重构和阐释的意义价值和美学突破在哪

里？这些问题是推动我们进一步阐释《离

去》审美意义的基础。

（一）《李尔王》：进行现代阐释的文

本基础

重读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我们不难

发现，这出经典悲剧中包蕴着大量可供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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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性解读的内容，这些内容构成了现代阐

释的文本基础。

首先，在原作中，文本意义的表达是多

重的。李尔王的出场并非一个完美君主的

出场，如果是一个完美君主的出场，他被

遗弃的遭际也许可以简单地被理解为善恶

的冲突。然而莎士比亚给予李尔王的是一

个被自信和权力遮蔽了智慧的“愚蠢者和

专制者”的出场。李尔王自我个性中的弱点

促成了他人生的风暴和厄运，造成了许多

不可逆转的错误，正如俄狄浦斯的追问，

在命运揭秘的一瞬间，人自身的渺小、原罪

和缺陷就被全部显现了出来。而人的全部

高贵，悲剧的意义在于人可以在风暴和厄

运中自省并用于驱散心灵的阴霾和愚昧，

进入光明和智慧之境。这种永恒的人性的

自省和反思是《李尔王》现代性阐释和重

构的第一重基础。

其次，无论是李尔还是他的两个大女

儿，无论怎样抗争，最终都失去了他们呼风

唤雨的王位和权力，失去了他们引以为豪的

现实依据。对人生存在的终极性意义的思

考，对生命真实的回归是对《李尔王》进行

现代意义阐释的第二重基础。

再次，作为最大的阴谋家的爱德蒙也

是值得我们同情的，他的悲剧涉及到一个

重要的命题就是“爱与拯救”的问题。爱德

蒙作为私生子，从来没有得到过父亲葛罗

斯特对待自己同父异母的哥哥爱德伽那样

的父爱，在一幕一场中他就被自己的父亲

当众取笑和羞辱。爱德蒙作为阴谋家的内

在精神构成有着远比权欲更深刻的人性内

涵。作为一个一开始就领受尊严践踏和灵

魂放逐的弱者，在行为上他与整个世界为

敌，他的反叛和阴谋在某种意义上是寻找

自我存在的一种生命的反向运动。最后他

在爱德伽的爱与宽恕中得到拯救，在临终

前希望扭转由自己一手策划的悲剧，拯救

即将被处死的李尔和考狄利亚。较之简单

的阴谋篡权夺位的戏剧，从人性的堕落和

救赎的视角，我们可以发现对《李尔王》进

行现代性阐述的第三重基础。

（二）对重构文本的二次重构

从奈戈·杰克逊的剧本来看，其现代性

的阐释和重构的特点在于用一个现代家庭

伦理正剧和一出经典的宫廷离乱的悲剧相

勾连，实现两者之间情节对位的设置和形

式意义的把握。而王晓鹰导演的《离去》

在此基础上，除了更加强化情节对位和形

式意义两方面的特征之外，有了更多对人

物形象的设计、叙事技巧以及外在形式的

创新与突破，且更加注重多重对位的两个

文本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形式本身的意

义表达。这样的重构意味着对原有的段落

和台词要进行调整，对新增加的段落需要

重新创作，从演出的结果来看，王晓鹰导

演和台本统筹张健对剧本所进行的修改是

妥贴和圆融的。

第一，杰克逊的《离去》确立了和莎

士比亚的《李尔王》的整体叙事结构的一

种整体性对位，实现了古典结构和世俗结

构的对位，这种现代文本和古典文本的整

体性对位在后现代的解构有不少尝试。

而二次重构后的最大创新，在于变布莱恩

“莎剧学者”的身份为 “莎剧演员”,这一

改编意味着剧本要比原剧作多开掘出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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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主人公布莱恩和李尔王的角色关系

将会得到更加明显和重要的强化，人格面

具和角色面具之间的意味将会得到更加

深入的挖掘，对于戏剧矛盾冲突将会展开

更为极致的体现，而人物性格的呈现也会

更加丰富。同时，对艾略特身份的改变，也

包含了王晓鹰导演十六年的存在之思。身

患阿尔兹海默症的北京人艺演员于是之，

在1992年《茶馆》告别演出中惨烈的谢幕

一直印刻在他的记忆中，触动他对人生意

义的最根本的追问。借助《离去》，一方面

对话和体验莎士比亚或杰克逊的回答，另

一方面更是对存在本质的自我追问。所以，

“影子”作为艾略特和自我对话的一个重

要设置，不仅使一个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

自言自语得以合理，让李尔王的“戏中戏”

段落得以自然地插入，更重要的是赋予全

剧一个形而上的意义所在，从某种程度而

言既是艾略特的“意识”或者“灵魂”，也

是具象化了的导演本人的追问，“影子”的

角色赋予全剧展开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

与自己的哲理思考的有效支点。

第二，由于主要人物的身份改变，二次

重构实现了戏剧角色和现实人物的更强烈

直观的对位。作为扮演李尔王取得过辉煌

艺术成就的演员艾略特，他有意无意地选

择了一个权力和尊者的人格面具，同时他

本人的命运也暗合了这个错误的君王全部

的弱点和不幸。艾略特·布莱恩所面临的真

实处境与他曾经扮演过的莎剧人物李尔王

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人物设置的改动至

少给了饰演艾略特·布莱恩的演员在一剧之

中同时扮演四种角色的可能性：第一种角

色是身患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第二种角

色是曾经扮演过并且现在依然沉醉其中的

悲剧人物李尔王；第三种角色是女儿们回

忆中的那个“原来的父亲”；第四种角色是

面对自己的内心同“影子”对话的那个真

我。四种角色的开掘比原来的剧本更大程

度地拓展了意义表达的空间。

第三，相较于莎士比亚的悲剧和杰克

逊的剧本，王晓鹰的舞台阐释实现了前所

未有的悲剧结构与喜剧结构的对位，达到

了悲喜交加的审美境界。这一对位的实现

一方面依托于导演精湛的解释人物和处理

调度的能力，另一方面通过演员对形象的

真实准确的把握而得以实现。阿尔兹海默

症所带来的严峻的家庭处境和个人的命运

悲剧，就像一种凝重的、悲怆的、充满绝望

的色彩，作为一种沉重的精神基底压抑着

剧中人物和观众的心灵。在这沉重而又压

抑的命运的底色中，导演恰到好处地处理

了艾略特反常的、变幻莫测的举止行为，把

他不断退化的意识和记忆之后的种种离奇

的表现，处理成一种逐渐远离社会既定规

则的天才或儿童才可能会做出的令人忍俊

不禁的行为，他常常沉浸在剧中不能自拔。

他的行为令人笑，令人心酸，也令人动容。

这些角色行为给予观众一种悲喜交加的审

美体验，这种悲喜交加的美感生成经由导

演的处理，氤氲在演出的过程中，催生出一

种“辛酸的快乐”和“痛苦的解脱”的审美

快感。正如导演王晓鹰的解释：“这样的改

编会让人物性格更加极致，极致到无限趋

近于是之身上那震撼人心的悲剧感。”

第四，《离去》还呈现了一种古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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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代社会伦理道德结构的对位、戏剧和

生活的对位、王者与凡人命运的对位。在我

们观赏《离去》的同时，始终有一个潜在的

经典文本的比照。在这种比照中，“布莱恩

之愚”和“李尔之愚”形成对位，生活和戏

剧形成对位，真实与虚假形成对位，经典

莎剧和现实故事形成对位，特别是引发了

观众对于一切身外之物——诸如权力、荣

耀、地位、金钱的重新审视。

（三）在对位结构中的融合

《离去》的文本和《李尔王》的文本

在并置和重构的基础上出现了许多精彩的

融合点。第一处融合出现在演出伊始，艾略

特·布莱恩作为艾略特也作为李尔的第一次

发问“你们中间哪一个人最爱我？”；第二

次融合出现在艾略特在承受了生活和时光

正快速离自己远去的生命真相的打击下，

发出“暴风雨的独白”，这个独白既是李尔

面对自我遭际的呐喊，也是艾略特面对人

生困境的呐喊；第三次融合出现在艾略特

和女儿们的相处过程中，他身在现实，心

在角色的人格分裂导致了大女儿和二女儿

的反感，因此爱尔玛总是不耐烦地提醒他：

“爸爸，你又扮上了！”；第四处融合产生

在三女儿决意照顾父亲之后，考拉给癫狂

的父亲朗读四幕七场李尔王疯了之后的那

段台词，艾略特和考拉的对话慢慢发展成

李尔王和考狄利亚的对话，考拉怀抱着父

亲，把全剧的情感推向高潮。[1]这场戏中观

众分不清楚究竟是剧中的考狄利娅跟李尔

王在对话，还是三女儿在跟艾略特·布莱恩

本人在对话，这场戏将两个文本、所有人物

完美地融合到了一起，将台词和人物情感

也全部融合到了一起。爱，对无望人生的

救赎意义在此得到强烈的提升和渲染。

因此，就文本意义的现代性阐释而言，

《离去》的叙事倾向于后现代的重构范

式，而其内在意义却更加趋近现代性的思

考，演出文本对意义的追求，体现出导演

对后现代戏剧的历史和文化的理性思辨和

批评姿态。对于经典的解构和重构，在后

现代戏剧叙事的风潮中一度呈现出极大的

颠覆性和破坏力，后现代主义要将传统艺

术所追求的美和意义送往绞刑架，演出不

再表达独到的思想和见解。所谓“哲理走

进来，我就走出去”，后现代艺术中很少再

有“维护真理的斗士”。尤其是后现代主义

作为一种理论话语，消解了现代主义的精

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二元对立结构而趋

于和大众文化的合流。而王晓鹰的经典重

构与阐释，是一种对历史和文化带有批判

性审视下的美学立场选择。他的观念和艺

术虽然包含着一种对话经典的现代姿态，

但仍然将他的阐释建立在对经典作品的严

谨的研究和体悟的基础之上。他总是思考

能够和当下的社会有共鸣的创新的理解

和开掘，体现出当代中国戏剧艺术家独立

的反思品格，以及导演艺术家的社会责任

感。这种解读和阐释的基本立场在他之前

的《理查三世》《哥本哈根》等剧中也强烈

地得以表达。

二、文本重构的多重审美之维

（一）关于“离去”的多维理解和阐释

对《离去》舞台演出的美感与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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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是一个很丰富的话题，对于“离去”

这个标题的阐释也是一个很丰富的话题，

我们可以直接感受到演出文本关于“离

去”的丰富信息——对整个戏剧情境而

言，有现代社会相较于古典社会的离去；新

的伦理道德世界相较于旧的伦理道德世界

的离去；人的清醒的自我意识和理性的离

去；生命进入黑暗的通道的逐渐离去。对

艾略特·布莱恩而言，青春、辉煌、事业、舞

台、观众、自我价值、意识、记忆以及一切

过去所拥有的事物的离去，直至影子的离

去，灵魂的离去，生命的离去。对两个女儿

爱尔玛和丽兹而言，童年、美貌、母亲、爱

情、父亲形象的死亡和离去乃至一切美好

的记忆的离去。对三女儿考拉而言，她因为

父亲专制、母亲早亡、姐妹们的隔阂而过

早成熟，她为成熟所付出的代价就是在一

个现代社会里的灵魂流放和无所皈依，成

为了一个酗酒、吸大麻、叛逆的、被家庭成

员长期怀疑、鄙视、回避和不信任的迷失

青年，她生命中最美好和最珍贵的东西被

剥夺，已经离她远去……正如导演所说的

那样：“它（剧本）不仅仅有关于阿尔茨海

默症的社会意义，它讲述的一个人自我意

识远去的最后黑暗的过程，是最真实的社

会生活层面的生命感受，我想用自己的方

法传达出我想要观众知道的东西。”

导演在《离去》的叙事中至少传达出

了五个层次的意义：第一层是通过展现艾

略特生命的最后时刻，正视老年人尤其是

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临终关怀，这是社会

学意义的呼吁；第二层意义在于直面子女

的伦理责任和个体的生存境遇之间不可调

和的矛盾，并由此引发出伦理道德层面对

亲情和良知的反思；第三层意义的发掘，

无论是莎剧剧本，还是重构剧本都定义了

一种苦难的、残酷的生命境遇，剧中的每

一个人都在困惑和苦难中盲目的挣扎，同

时肯定了爱对于本质上孤独和虚无的人生

的救赎意义；第四层意义，导演思考了生命

在本质意义上的平等，并强调对于每一个

个体生命的尊重，这种尊重使得剧本超越

社会问题和道德教化层面的意义，而上升

到了人文关怀的精神领域；第五层意义是

王晓鹰的阐释中更为潜在和深刻的意义呈

现，那就是关于“存在的本质”的揭示。从

本性上说,人类总是希望能够主宰自己的命

运,掌握自己的前途和未来。正像盛名之下

的李尔王和艾略特觉得自己无所不能，然

而宇宙的客观法则，死亡的最终到来嘲弄

了人类的自以为是。面对这样的存在真相，

于是产生了加缪所说的“家园迷失”和“荒

诞感”。第五层意义正是在于直面人生的

“荒诞感”和“虚无感”。然而，导演没有

止步于“荒诞感”和“虚无感”的揭示，而

是通过救赎通道的寻找，确证了人生的最

高意义在于对人与世界、人与人分裂的“关

系”和“相互性”的重新领悟，对于“一体

之仁”的最终领悟。这一层意义通常会被忽

略，却是王晓鹰二次重构中最具张力的思

想所在，也是《离去》从社会意义、人文关

怀上升到人生觉解和审美意义的深刻性和

超越性所在。这层意义揭示了一种形而上

意义的存在的真相，那就是生命在每时每

刻离我们远去，时光每时每刻在离我们远

去，生活在每时每刻离我们远去，所有你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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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的、不喜欢的、厌恶的和憎恨的都在离

我们远去。人生的过程如海德格尔所言，

应当是一个不断“去蔽”的过程，祛除一切

功利社会中的规则和欲望对自我本性的遮

蔽，从而回归自我，实现自我救赎的过程。

《离去》中的成功和卓越正是对不同

层次的文本意义的高度清晰的揭示。也正

因为这样丰富的意义的包蕴性，这出戏可

以从不同的角度解读，被不同的观众所接

受，同时在不同的观众那里产生不同的作

用与影响。               

（二）舞台时空的导演创构

每一个戏剧剧本，其段落都是以时空

的形态，也就是时空场次来写就的。对时

空的理解和处理也体现了编导艺术最核心

的工作。在重构的叙事格局中，《离去》的

舞台时空至少包含着五种形态：现实的时

空、回忆的时空、想象的时空、心理的时空

以及隐喻的时空。 

1. 在现实时空的处理上，导演遵循了

现实主义的表演方法，角色的上下场有着

严谨的最高任务和贯穿动作的设计，娴熟

的舞台调度的呈现，精巧准确的人物关系

的把握、张弛有度的舞台节奏，体现了导演

驾驭写实题材的舞台剧的功力以及“国话”

的演员们塑造不同于自己的“他者”（角

色）的才华。

2. 从全剧叙事来看，“回忆时空”是一

种过去时态的叙事。通过回望的美好对照

了现实中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狼狈和不

堪，引发了观众对极限境遇下无助和微弱

的人的同情和悲悯。

3. 想象的时空在整个舞台呈现中具有

重要的意义。主人公艾略特沉醉于艺术、

诗歌和想象世界构成了想象时空里的主要

内容。满墙的海报、招贴画，满屋的服装、

道具、奖杯和面具无不提醒着他、强化着

他在角色世界中的自我认同。在失去对生

活的记忆之后，他依然可以熟练地吟诵出

《哈姆雷特》的台词，《第十二夜》中小丑

的台词以及《李尔王》的台词。在想象的时

空里，它可以回到李尔王的世界，激情地

朗诵李尔王著名的独白。相较于逐渐暗

淡和破碎的现实的时空，想象的时空呈

现了已经远离艾略特的那个生命中的黄

金年代，同时展现出那个黄金年代中生命

瞬间的灿烂。

4.《离去》心理时空的开掘主要依托于

“影子”形象得以展开。“影子”的形象在

二次重构的剧本中被导演定义为艾略特的

“意识”，“影子”是艾略特自我审视和沉

思的一个对象。他内心的痛苦、纠结、挣

扎，从一个正常思维渐渐进入迷乱思维的

过程，那种极度的无力感和恐惧感，正是

依靠“影子”的表达以及他同“影子”之间

的对话来呈现。“影子”可以作为一个真实

的自我和艾略特对话，也可以代替艾略特

冷静地审视他的肉身所面临的困境，“影

子”既是艾略特的“清醒的自我意识”，也

代替他对外界和自身进行理性判断。王晓

鹰在《离去》中的处理，还时常将心理时空

和现实时空、想象时空重叠在一起，比如

看护拿过“影子”手上的大氅给躺在地板

上的艾略特盖上的段落，“影子”注视艾略

特跪在考拉面前忏悔的段落，都出现了多

种时空的重叠，这种叙事手段从某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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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象征并揭示出不同的世界在患病的艾

略特混乱的个人意识中并存的那种真实。

5.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王晓鹰对隐喻时

空的处理。这重时空的处理凸显了王晓鹰

舞台意象的整体哲理品格。导演用莎士比

亚著名的诗句贯穿全剧“全世界是一个巨

大的舞台，所有红尘男女均只是演员罢了，

上场下场各有其时”。其内在的隐喻含义是

显而易见的。艾略特经过黑暗的通道从楼

梯走下的出场，和从楼梯走上的离去，这个

过程象征了一出戏的开端和结局，也是一

切人生的开端和结局的隐喻。在隐喻的时

空中，艾略特的“影子”向着楼梯尽头的光

源远去，穿越生命的此岸和彼岸，把一切

荣辱和苦难留在身后，把爱和恨留在了身

后，把留恋的和遗憾的留在了身后，把属于

自己的和不属于自己的留在了身后，他的离

去敞开了生命的谜底和终极的真理。这个

隐喻时空里发生的惊心动魄的灵魂的挣扎

和救赎，伴随着最终极的离去，使观众获

得了一种卸下十字架重负之后的兴奋和快

意。悲悯和救赎是导演在楼梯尽头投下的

那一束光，带着神圣的启示，把生命的诞生

和死亡从一个混沌的背景中凸现出来，并

对人类的生存之痛给予形而上的抚慰和关

怀。正是灵魂的离去和返回遥远彼岸的途

中，艾略特·布莱恩领受到了希望之光和救

赎之光照耀下的神圣解脱，导演的生命追

问也从某种程度得到了回答。

（三）象征意象的审美蕴藉  

导演通过多重舞台时空的创构，通过

具有象征意义的舞台意象的捕捉，把过去

和现在、现实和非现实、心理和审美的世

界有效地呈现在观众面前。《离去》中具有

象征意蕴的表达有很多，其中楼梯、屋子

等意象都颇具匠心。

1. 楼梯的意象。《离去》的舞台空间比

较重要的构成就是一个高达天幕的活动

的楼梯，它既是现实时空中通往二楼卧室

的通道，也是想象时空中艾略特出场的通

道，还是隐喻时空中从神秘的对岸偶然坠

落，以及通向神秘的生命对岸得到解脱的

通道。楼梯的意象强化了“生命是一个不断

坠落的到来和不断超升的离去的过程”的

意义思考。坠落是一种偶然，离去是一种必

然。楼梯的意象凝结着舞台作者对历史、社

会、人生的单纯而又颇具深意的表达。

对于不同的心灵而言，楼梯通向不同

的方向。对大女儿爱尔玛而言，它通向那

个怀有巨大的童年创伤的二楼，在那里她

第一次失却自己的精神家园，她被两个妹

妹的先后降生剥夺了生存的空间，剥夺了

父母的宠溺。所以她在那里永远也睡不

着，她甚至半夜偷偷溜走也不愿意进入那

个令她充满幼年伤痕的空间。对于二女儿

丽兹而言，楼梯所通往的方向原本就是她

想要逃离的一个乏味单调的世俗世界。她

渴望自由，渴望富有，渴望成为明星，渴望

一种众星拱月的生活，同时又为她现实的

三流演员的处境所伤害，却又不可避免地

在世俗世界里过着自欺欺人的生活。为求

解脱，她希望可以让父亲去养老院，卖掉

房子的念头一直萦绕着她。对于三女儿考

拉而言，楼梯是联系亲情的那条“永远的

脐带”，通往一个她渴望回归的精神原乡。

比之两个姐姐的处境和生活，她有着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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凄惨和曲折的人生经历，她酗酒，吸食大

麻，象吉普赛人一样四处流浪而无所皈依。

正是这种低到尘埃里的生活经验，令她早

已丧失了姐姐们那种企图以自己的意志和

规则来改造生活的信心，转而以一种卑微、

平等和接纳的心态对待生活。楼梯对艾略

特而言，那是通向真实人生的过程，也是通

向人生辉煌的高处，还是通向一个形而上

离去和皈依所在的必经之路。楼梯所构成

的调度和画面，在舞台空间上有形式感、韵

律感，在造型意义上也呈现出深刻的意味，

直指思想的核心。楼梯这个舞台意象的所

指在于揭示出每时每刻，时光都在离我们

远去，生活都在离我们远去，我们所有喜爱

的和憎恨的都在离我们远去的人生真相。

2. 屋子的意象。该意象也很好地烘托

了“离去”的主题。《离去》舞台空间的主

要构成是屋内呈现碎片形态的墙壁、家具

和陈设。舞美创造出了一种不那么结实和

稳固的屋子的印象，这些碎片在空间中的

散落，正好照应了记忆在生命中的消逝的

心理真实。屋子碎片化地分布在一个黑暗

的空间里，构建出一种摇摇欲坠，分崩离

析、渐次消逝的舞台意象，正是人生虚幻这

一抽象思考的符号化表达。

完整的舞台艺术是舞台作者依靠其艺

术直觉对审美对象的感悟，综合所有的艺

术构成，形象的、画面的、声音的，从总体

上把握意象的创造和呈现，使“胸中之竹”

转变成“手中之竹”。演出意象完整性的体

现，与舞台视象中空间的营造、灯光色彩的

拿捏、剧情结构的重塑、主客叙事的选择、

表演风格的确定、节奏场面的控制、舞台

调度的驾驭、虚实关系的把握、强弱力度的

调控、舞台气氛的渲染、动作细节的雕琢

等一系列工作有关。舞台总体的审美意象

绝不是一个个孤立的形象和画面的凑合，

也不是场面与场面的随意组接，更不是舞

台手段的机械堆砌，而是整体演出意象在

诗性直觉中的自然呈现。舞台上一切有限

的事物、具体的景象因由意象而被引向更

为丰富和无限的意蕴，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有限与无限、虚与实的高度统一，从而真正

创造出舞台艺术的完整性，实现演出意象

的完整性。没有圆融的审美意象，就产生

不了完满的艺术形式，没有完整的演出意

象，一定会导致舞台视象的支离破碎。从

这个角度来看，《离去》的总体舞台意象的

表现是浑然统一的。《离去》的舞台意象本

身是一种最恰当的现代阐释，它不仅实现

了形式本身的意义言说，也为舞台留下了

令人印象深刻的时空造型，舞台意象也为

文本的叙事实现了它内在的哲理品格和审

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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