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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行动》节选（代序）

以下文字选自中国先锋戏剧家张献与几位青年关于当代剧场

的对话——《神话行动》。

对话者：张献、闵熙、殷罗毕、彩彩、家辉

张献： 《山祭》、《月祭》、《火祭》，你们觉得过时了吗？

那都是80年代的创作，30年过去了，你们感觉怎么样？

家辉： 我都看了。还真的难说是哪个时代的人写的，来自另外

一个世界的感觉，现在的戏剧学院绝对不会出这种剧本

的。

闵熙： 语言表达上跟我们的阅读习惯很不一样，好像有一种吃

力地说服同时代人的努力。人物、情节设置显得天真，



x

但整体构思隐藏着世故老成。这些根本不成问题，思想

表达是真率坚定的，超越时代的。特别是“三个祭”中

的《山祭》——“愚公移山”，反愚公移山，这太重要

了，我对这个感兴趣，他们那时候就敢涉及这种禁忌！

这话题到现在都不能碰，怎么会过时呢。而且，神话与

反神话话语纠缠，愚公移山的故事有多长的寿命，反愚

公移山的故事就有多长的寿命，不会过时了。

张献： 对；所谓没过时，是说它的问题性没有消失。我这四个

老同学应该感谢自己当年做了这样的选择。几十年一晃

就过去了，你不留下一点东西，日子一样过，可是我们

今天就看不到这些剧本了，没得谈了。

殷罗毕： 隐喻性表达的好处是，它可以内在于所谓的民族神话，

解构它，同时建构它，结果跟古老神话融为一体，难以

剥离。

张献： 建构与解构同体，神话流传多久，解构流传多久。这个解

构工作实际上是巧妙的逆向构作，通过《山祭》愚公移

山的新故事，给这古老神话嵌入一个反思路径，而这反

思并不是剧作家孤独运思的结果，它具有历史文化的普

遍性，为什么要移山？人人都会提问，永久的问题性，

所以才会经久不衰。

彩彩： 我有个问题，现在社会上许多人对愚公移山的故事提出

异议，是这个剧作发酵的结果吗？

张献： 这我不敢肯定。但我可以肯定，直到这个戏开始写作，

当时没听到什么人公开讨论这个问题。

闵熙： 注意啊，公开，公开谈是关键！私下谈不算，公开谈就

是社会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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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 作品发表演出后，引发了巨大反响，可以说震惊社会，

我是说大家都在传说，窃窃私议。老同学当时年轻啊，

做出这种事情也算是胆大包天了，他们竟敢这样否定民

族精神！要是允许他们这样思考问题，天下不是要大乱

了吗！所以这里边一方面是思想的成果问题，另一方面

是思想禁忌打破以后引起的社会震动问题。我不是说当

时全社会都在讨论这件事，这还不到，但改革开放是一

个上层建筑不时发生革命事件的过程，愚公精神涉及国

家意识形态的根本，是政治问题，好像动了“国本”，

所以不久，中共领导人胡耀邦就出来讲话：愚公精神还

是要的。

彩彩： 真的？胡耀邦是针对这个戏说的吗？

张献： 不知道。反正时间接得很紧，影响了这个戏的命运，对我

们来讲是个逻辑的结果。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高度敏感，

没有对话，但无处不是对话。固然有居高临下的训话、

喊话，但有时互动会以看似无关的一个咳嗽、一个眼色

紧凑进行，下边心照不宣。总之，后来的结果就是，全

国人民继续挖山，不要想太多。

殷罗毕： 我觉得《山祭》的逆向构作得益于神话原型在中国人集

体无意识中的深刻影响，反思的冲动也应该会发生在日

常生活中，这不是一时的，会是长久的。

张献： 经久不息的，前几天就有一个。一个中学生写了篇文章，

水平之高，可以告慰我那四位老同学了。这个孩子提问：

为什么要世世代代挖家门前的山？这家人不能搬走吗！

看，《山祭》已经成为“民族寓言”的一部分了：你叫

我挖山，我就移民！年轻人提出了移民问题，这个议题

变得越来越“神话联系实际”，与时俱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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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辉： 是啊，变成了“挖山还是走人”的问题。老百姓被准许

持有因私护照以来，越来越多的人移民，出国潮已经到

第四波了，也可以看成，不愿埋头挖山的人多到了彻底

逆转国家神话的程度。

张献： 这学生触及了国家发展方向的基本问题，先辈们走错的

路，后辈们应该纠正，而不是闭着眼睛走下去。换句话

说，你们的山你们挖，关我屁事！

殷罗毕： 愚公移山这个寓言代表的愚昧，到了最年轻一代已是忍

无可忍，网上骂声一片：哪个傻逼盖的房子，把房门对

着大山？傻逼把房子修错地方，修错方向，修得自己没

路走，这种傻逼真的是咱们的祖宗？房子对着垃圾搬垃

圾，对着房子搬房子，那还好说，你他妈对着大山搬大

山，对着大海填大海，那不是神经病吗！要移山你们移

去吧，别害子孙万代！

闵熙： 我还是很敬佩这四位老师，他们这种想法当时不少人会

有，问题在，谁敢提出来？

家辉： 不不，盗火者总是少数，并不是到处隐藏着普罗米修斯，

把火拿在手上等机会。

闵熙： 就算只有一个普罗米修斯，他敢不敢做始终是个问题啊。

还有，以什么样的方式表达出来。

家辉： 是的，戏剧的方式是最好的，不仅仅是像《列子》那样、

像《伊索寓言》那样写几行字，得写一个大戏，有详细

内容。此外，不光是写，还得公演。我对三个新神话剧

最喜欢的是《火祭》，它写“夸父追日”的故事，设定

前提是，整个追日部落的人都是盲人，不知道太阳是什

么东西，而自称见过太阳的头人夸父，全部知识也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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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前辈传说。他向族人描述盲人摸象般难以言说的太

阳，激励大家追逐太阳，不料族人通过吸毒全都睁开了

眼睛，看到了真实的太阳，不再追日。绝望的夸父试图

让族人相信眼睛所见乃是幻觉，他自己用心灵看见的才

是真正的太阳。剧情的逆转在，明眼的族人即便看见太

阳，却因抓不到太阳而误把烈火当太阳，死伤过半，从

而真的开始怀疑自己的眼睛；无独有偶，夸父竟也吐露

实情：自己实际上从头到尾不是盲人，是装的，他早知

太阳之不可追，只是为了充当英雄才带领大家追日！末

尾，精神崩溃、完全奴从夸父的族人，竟然不顾烈日当

头的事实，迫使夸父认假为真，继续引领追日——一群

明眼人如同完完全全的瞎子，光天化日之下同奔黑暗而

去。

彩彩： 这个故事好！完全重构了夸父追日的神话。

殷罗毕： 不，它等于填写了古老神话千百年来完全空缺的内容！

《山海经》神话太简单了，字数太少，后人也没有跟进

加油添醋，无人传作，跟希腊神话世代传作的传统根本

区别在这里，你都记不住它到底讲了什么。夸父追日大

概属于农业祖先的英雄故事吧，一个人拿了根棍子追逐

太阳的影子搞测量，想获取季节知识，结果口渴而死，

几乎不成其为寓言。而《火祭》的夸父追日至少从它自

己的角度，讲透了一个故事，凝结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寓

言。

张献： 明眼人的太阳和盲人的太阳，要不要追，追什么，如何

去追，这些近乎现代的存在主义寓言。

闵熙： 朱大可会不会验证它其实来自非洲或者地中海文明神话

原型？追太阳口渴而死，是不是跟伊卡洛斯有关？伊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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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斯飞得太高，两个翅膀被太阳熔化，跌到水里死了，

估计也是口渴而死。

家辉： 我们先不考究这些。《火祭》这个寓言原创性很强，概

括很普遍，更具有神话原型的品质。关键是给夸父故事

设置了与之相关的戏剧性人物关系，而不是夸父一人面

对创世神话一般无人的大自然，这方面，跟另一个盲人

神话瞽叟的故事相得益彰。瞽叟的故事说的是五帝之一

的舜，出身贫寒，他瞎眼的父亲瞽叟不喜欢他，勾结他

兄弟想方设法害他，但舜孝悌双全，两个亲人找不到杀

他的着力点，最后被尧帝救了。这是千年“杀亲文化”

的开端寓言，有文化心理的内容。

彩彩： 嗯嗯，金正恩到现在还在杀。

张献： 《火祭》的夸父故事，喻指维度丰富，我欣赏它的神学

问题性，这在中国寓言中较为少见。它几乎暗合了柏拉

图《理想国》中的三个比喻：“日喻”——作为最高知识

的“善”像太阳一样不可追得；“线喻”——作为追逐过

程的路线明暗不清，领路人和跟从者都不知该沿着“眼

见之路”还是“心知之路”前行；“洞喻”——逐日者其

实是黑洞中的囚徒，领路人是带领集体出洞，还是私自

逃遁？这三个比喻出现在一本谈论国家政治的著作中，

实际上揭示了国家兴废最根本的矛盾，《火祭》夸父追

日故事暗合柏拉图政治神学论述，承认人在太阳底下的

犹豫和谦逊，比起糊弄全民挖山的愚公故事，更适合充

作现代社会的国家神话。

闵熙： 《山祭》动摇盲目的国家目标，《火祭》反思国家行动，

都具有现代神话的内向特征，而且主题彼此关联，但我还

没看到《月祭》的寓言指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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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辉： 彩彩说一说《月祭》。

彩彩： 《月祭》给我的感觉更像一出歌舞剧，而且是那种专给

大人看的儿童歌舞剧。我最震惊的是作者在这样一种风

格的剧中直截了当设置了可怕的大场面 ——在《火祭》

中一来就把部落的老人全部毒死！在《月祭》中是结尾

真的出现了“竭死”刑罚！

闵熙：  “竭死”？就是全部落的女人集体强奸男主角，让他“精 

尽人亡”，哇，怎么演？真有这种“竭死”刑罚吗？

张献： 不知道。但我觉得毒死老人、轮奸男人的大场面设置得

很好。

闵熙： 男人被女人强奸，而且强奸到“精尽人亡”，生理上合

理吗？

家辉： 这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比如连续几天。西门庆好像是连

续好几天性事不断，最后几小时在潘金莲那里喷血断气

的。

殷罗毕： 张老师早年电影剧本《桑树上的木屐》有一段这样的内

容，一个男孩被一帮女人掠走，玩弄了他一夜。

张献： 小时候的弄堂传说，真有其事，不过没弄死。彩彩归纳

一下《月祭》的寓言吧。

彩彩： 我归纳它是一个爱情悲剧，是不是太浅了？

家辉： 这太简单了。我读出一层意思，好像是逆构了“姜嫄弃

子”的故事。原神话故事中姜嫄怀孕跟玛丽亚“圣灵感

孕”如出一辙，但接下来的故事不同，姜嫄过了产期好

久才生，不是一般人的自然周期，生下的会不会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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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孽？她怕了，把婴儿扔了。可是孩子弃之野外不但不

死，还有神力暗中保护，她又收回来养着，果然，儿子长

大，真的是一个巨人。故事归结为，神真的就是神——好

没意思啊。《月祭》怎么逆构的呢，大家看：姜嫄怀孕

生子被部落当作与神媾合的结果，母子两人因此被神圣

化，但姜嫄不愿享用这种身份，坚持跟情人也就是孩子

的父亲保持俗人的暗通，触犯了礼法。部落决定单方面

制裁男方以维护姜嫄母子的神圣，制裁方式就是刚刚说

的“竭死”。到这里眼看要搞成一部很庸俗的狗血爱情

悲剧，高手出招了——“竭死”轮奸男性罪犯的仪式，

难道不是一场所有女人对一个男人的“群Ｐ”吗？施加

给罪犯身体的痛苦竟然要靠纵欲的欢爱来实现，实现得

了吗？实现的将会是什么？实际上惩罚仪式变成了前所

未有的性爱嘉年华，悲剧变成了喜剧！天大的喜剧！在这

嘉年华的高潮，姜嫄的儿子发出了人生第一个声音，对着

受罚的罪犯喊出了“爸爸”！——霎时间，神圣母子断绝

神圣，坠落人间——我们人类是什么、应该怎样，不是由

制度强加的，而是自然和人性造成的！故事归结为，神真

的就是人——爸爸、妈妈和宝宝，我们俗人的家庭啊！

张献： 这个读解很好，不要做神要做人，符合当时的社会思潮。

全世界都忽视了毛泽东时代神权社会的本质，别说毛的

神格化，连作为普通人的工农兵也被抽象为神的存在，

单个的工人农民只有消除自己的肉身性，变成无器官的

身体，才有可能分得一点工人神、农民神的光辉。六亿

神州尽舜尧，人人学习做神，升上云端回不来，连结婚

交配生子都要以阶级感情这样神圣的名义获得正当性！

《月祭》是以巨大的幽默嘲弄人间神权，可以说是改革

开放人文主义思想情感在戏剧领域的一个经典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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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辉： 相比较《山祭》，《月祭》和《火祭》没有太多的解构

任务，基本上是正面建构，真的是一种新神话创作。我

们还是需要神话的。朱大可说，神话是中国人的心灵避

难所。还说跟以前比，我们这个时代更需要神话，此话

不假，所有的新时代都需要神话。

殷罗毕： 是的。刚开始我们谈得比较灰暗：因写作而受难，因戏

剧而受难，受难而不屈服，于是抵抗的姿态踅入生活领

域，点点滴滴，渗入我们视为对“他人的胜利时间”的

反时间行动，这行动当然离不开新神话的正面建构。

家辉： 虽然不了解老师们受了多大委屈，生活怎么了，但回顾

自己从小到大的生活环境，完全明白，上辈人生活中的

许多怪异不解的行为，是潜在的另类生活，应该叫做反

生活，“counterlife”。但是，刚刚对《月祭》的解读，我

突然感觉到，“竭死”喜剧的孩子般的恶作剧，是生活

力量对我们的拯救，非常正面，非常积极，使人精神为

之一振，也突然回答了我的疑问，为什么三个剧本都采

用了写儿童剧一般的单纯的叙事策略。

彩彩： 为什么呢？

家辉： 就是在复杂的意识形态辩证过后，在封闭社会开放、人

越变越世故成熟之后，怎样抓住最简单的东西，向公众

展示最简化的想法，并且赢得最广泛的现场反应。所有

的神话都是这样，貌似幼稚，而朴素的东西可以抓住不

同时代的人，然后缓缓释放亘古不变的真理。

闵熙： 文学创作我不熟悉，但我对策略感兴趣。是不是戏剧创

作有时候也采取选举、大众演讲的策略，必须降低对观

众平均智力水准的预估，效果会更好？



xviii

张献： 是的。所有智力劳动者都该警惕自己知识生活中的自我

精英化。欲速而不达，精英的那部分只能留给自己和少

数朋友，就像我们之间，不适合太多的人。彩彩说《月

祭》像一出儿童歌舞剧，但适合大人观看，对，所有的

长寿百老汇音乐剧也是如此，必须天真、单纯，并具有

对天真单纯人群情感世界的想像力。

彩彩： 为什么呢？

张献： 有许多理由，我不多说，只想提醒大家一个深层原因，

可以说这涉及戏剧演出这一行的根本问题：尴尬。

闵熙： 哦？

张献： 准确地说，是一切高出日常生活状态的表演活动都会遇

到的行为者和观看者的双重不适。这在当年集体主义社

会解体的历史关头，特别严重。几十年后到现在，多元

文化和差异性发展行向纵深，到了社会个人化大蜕变的

时刻，个体经验更是决定性的，终于反映在日常生活

中。你们这一代流行开了许多有关尴尬的新词，尬聊、

尬舞、约了尬炮，说的都是所遇的尴尬情境。想必你们

也有看尬戏的经历，学生排一出戏自以为不错，内部看

看也叫好，拿出去见观众，效果相反，一片叫骂，连朋

友都不好意思站在你一边，这就是你做了尬戏，或者别

人看了尬戏。这是非常根本的处境。要知道，这个世界

人数亿万，真正知你懂你喜欢你，永不嫌你的人只是身

边几个自己人，表演给他们看任何东西他们不会尴尬，

离开自己人，一切都是冒险。

殷罗毕： 人生是一场尬旅。即便自己家里人，也会为你尴尬。比如

一个母亲到学校文艺晚会看自己儿子表演，如坐针毡；孩

子也会，平时好好的，妈妈来了演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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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 是的，如果你试着变成另外一个人，所有人都开始惴惴不

安。我把戏剧人这种表达的困难称为“原尬”。就像“原

罪”之于人类，戏剧人天生都有“原尬”。戏剧人不得

不创作，这是他的“原尬”，不得不通过创作，不断变

成另外一个人，因此如果不是天才与疯子，每个戏剧人

都须救赎自己的“原尬”，而作品被期待的效果，决定

了救赎“原尬”的解决方案。

家辉： 现场演出永远在处理观众的反应问题、认同问题，如果

不是故意冒犯观众，戏剧作者下意识中一直在考虑自己

与观众在文化共同体的位置。比较常见的策略是降低自

己的表面智力，降低姿态。

张献： “Dimensional reduction”，所谓降维，从高维界面下降

到低维界面。这是指人在再现场域的表现，首先必须取

信于人、取悦于人，让人放弃敌意和戒备，才能听你说

下去。在生活的直接场域，许多人并不在乎你的姿态。

闵熙： 戏剧人的“原尬”会不会带到日常生活中来呢？什么人做

什么戏，反过来，做什么戏，也影响做什么人。审查制度

下受难的人们，要么驯服为日常生活中的“原尬者”，如

同“原罪者”，内化“尬”与“罪”，要么就像天才与疯

子，根本不在乎，我行我素，人说心理素质真好。

张献：  “原尬”和“原罪”是两回事，甚至是完全相对的两个概

念，尬者没有罪恶感，他是自由的，但在收获其自由意

志的果实时遇到了问题，这问题不涉及罪过和羞愧，只

涉及表演者需要什么，就像赌博者押宝，有激动不安，

但无内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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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罗毕： 新神话戏剧的文本表演者，作为审查制度的牺牲者，他

们是若无其事，无动于衷，继续其一贯的生活，还是像

张老师你那样，从此进入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即反生

活呢？

张献： 他们的生活当然会因他们所做之事改变，但很难说其中

多大程度进入了反生活，这要问从小跟他们一起长大的

人，看到现在的他们究竟有多大的意外和不适。人不会

刻意地实施一种反生活，但我想，作品是最大的反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