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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普遍对于这批青年评
书演员的艺术实践持赞赏的态
度。评论人栗征说，这些青年
人的实践不仅意味着评书书目
的“添丁进口”，对于如何发展
自身的艺术语汇、满足年轻观
众的观演期待也有着十分重要
的启示。

但是专家们还是认为这些
评书的创新还有一些难关需要
突破。栗征说，评书作为口语
艺术自然不同于文学写作，如
果不能按照评书艺术规律重新
架构故事情节，并辅之以丰富
的表演手段，新鲜恐怕会变成
隔阂。传统评书分长枪袍带、

短打公案、神怪三类，各有所长
也各有套路，以革命题材为主
的新编评书亦形成了一定的艺
术范式。外国文学的内容远非
此几种类型所能覆盖，纵然有
相似之处，如《哈利·波特》与短
打书相似、《霍比特人》与袍带
书相似，但迥异于古代中国的
西方社会，特别是类型文学构
建的非现实世界，确实是评书
艺术绝少面对的未知领域。陌
生的文体特征与传统评书叙事
习惯之间的差异是改编必须解
决的难题。

评论人严奇则表示，这类新
评书的兴起，是“听书时代”消费

升级的表现，它代表着文化市场
的消费者对多元文化不断增长
的需求。可以看到，大众对文化
产品的个性化要求不断增高，新
兴的特色的灵活的艺术呈现形
式受到热捧。既能拓宽有声书
市场，又能改善社会文化面貌，
好处不少。

严奇希望有关部门，能加大
扶持力度，拓宽评书艺术形式，
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进行艺术
的创新。用符合大众口味的语
言形式，传播评书之美，让“下里
巴人”的评书艺术再度成为街坊
邻居聚在一起享受故事乐趣的
中心点。

90后说书人为传统曲艺评书寻找新的生存土壤 和外国畅销小说、网络小说“嫁接培植”

把《哈利·波特》《斗破苍穹》搬上评书讲台吸引年轻听众

郑思杰原本可以是一个金融从业者。 受访者供图

现在，有一批青年评书演员已经成为网红。他们都是极年轻的，二三十岁的样子，却
穿着长衫布鞋，说着有上百年历史的评书，这种巨大的反差，成为一道重要的文化风景。
这些青年人将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观察带入到他们的作品中，所以虽然还是评书，讲的却
是《斗破苍穹》《哈利·波特》等畅销小说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将成为评书艺术
未来的接班人。

青年报记者 郦亮 实习生 陈嘉音

郑思杰在大学里学的是经
济，这位本可以成为西装革履的
金融人士的“90后”，现在却着长
衫在剧场里说评书。说的评书的
内容也很有时代特色，是网络小
说《斗破苍穹》。

在同龄人的圈子里，郑思杰
是比较独特的。他从小就喜欢评
书，8岁就开始接受曲艺训练，而
正式拜师学艺，应该是2003年读
初中时的事了。郑思杰是具有这
方面的天赋的，学习几年后他就
能够登台表演了。

喜欢归喜欢，但家人还是觉
得要有一个正经的饭碗，说评书
显然不是理想的选择。所以考大
学的时候，郑思杰还是上了经济
类专业。然而枯燥的经济学怎么
能和说评书相提并论呢？郑思杰
痴心不改，在学校的时候他就是
学生会文艺部部长，经常参加各
类演出，还和系主任一起每个礼
拜在阶梯教室为同学们免费说相
声、讲评书。

2012年郑思杰大学毕业了，
决定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一
头钻到书馆里当起了一名评书演

员。“我告诉家里人，我已经大学
毕业了，履历上我也能找到好工
作，我已经具有生存能力了。但
具体用什么吃饭，要靠我自己决
定。”

相比郑思杰，生于1986年的
郭鹤鸣的评书之路似乎更顺理成
章一些。他告诉记者，在自己11
岁小学五年级升六年级的暑假就
进入少年宫学说山东快书。到了
高中，就跟随刘建云先生学习曲
艺伴奏，刘建云是少白派京韵大
鼓白奉霖先生的徒弟。后来，郭
鹤鸣入伍，有一次生病卧床，他托
人买了袁阔成《水泊梁山》100回
磁带来听，听得如醉如痴，最后索
性听一句书，写一句词。这三个
月为他的评书事业打下了底子。

2006春天郭鹤鸣退伍后，考
上了中国北方曲艺学校，又进了
德云社。那会儿德云社为了给金
文声先生留资料，特意开了书
馆。后来金先生病了，书馆闲着，
痴迷评书的郭鹤鸣就自然而然地
有了登台的机会，上台“愣说”，有
时连说三个钟头。

□白鸟
评书和相声一样，是中国

传统艺术的一种，在时代变迁

的浪潮中，正面临着相同的命

运——不转型，就消亡。

不过，相声比评书幸运，如

果把它们比作两个人，相声天

性张扬，评书则相对内敛，相声

从电视时代到网络时代始终左

右逢源，而评书的受众似乎长

久以来就是那么“一小撮”，还

存在“老龄化”问题。如今，相

声又出了个郭德纲，把相声市

场带得如火如荼，学说相声的

年轻人如雨后春笋。有趣的

是，郭德纲曾自称自己最拿手

的其实是说书，而不是相声，还

在网上专门搞了个节目，就说

书。然而网友们一提到老郭，

想起的永远还只是“相声”两个

字，他说的书，我们还是更习惯

称之为“单口相声”。大众的刻

板印象自然不会难住郭德纲，

但却难住了评书。

评书要火，难！但是评书要

延续传统血脉，找到在现代社会

生存下去的方式，还是有希望

的，不过，得学会与时俱进。

最早听说有年轻一辈的说

书人讲“新书”，其实也是通过相

声界。早年郭德纲有个捧哏的

搭子叫王玥波，一个大胖子，怎

么看怎么喜感，感觉长得就是个

说相声的。但德云社红了之后，

王玥波却反而很少来“沾光”。

后来得知，人家主业不是相声，

是说书。他说了什么书？日本

动漫《火影忍者》！只不过，万事

开头难，一开讲就被完全无法接

受这种表现形式的动漫迷喷得

体无完肤，还被要求停播。而另

一头的评书听众对此也反应冷

淡。王玥波的大胆试水最初就

遇到这么一盆冷水……

创新，不总是顺风顺水的，

尤其是年轻人，缺乏阅历和经

验，全凭一腔热血，在尝试一种

完全前无古人的东西时，很容

易里外不是人，两面不讨好。

王玥波的《火影评书》就是青年

评书人在创新求存道路上遇到

阵痛的一例典型。但是创新成

功与否是一回事，有勇气去做

是另一回事。没有这种意识和

姿态，一个行业的生命力不可

能强。王玥波后来在接受采访

时承认，自己放着滚瓜烂熟的

《隋唐》《聊斋》不说，偏偏去“敢

为天下先”，不为别的，就为评

书“求个关注”，别让它死了。

并且他始终坚信，骂他的人多，

但肯定他的人也会变多。

我们应该庆幸，今天的评书

界还活跃着像王玥波、郭鹤鸣、

郑思杰这样的青年从业者，他们

不追求名利，只为心中的热爱，

坚持着理想，而最重要的是，虽

然他们的“工种”在表面上或许

看似“老派的”“传统的”“日暮西

山的”，但他们的思路却是活的

呀！任何艺术形式，都需要这样

的活水，才能源远流长。

听众“薰风如弦”说：“很多
人以为做出个哑嗓子就算贴近
单田芳的声了，其实单先生说书
腔体很开中气十足，近于唱。袁
阔成先生讲过，像他们这样说书
是在耗费气力。技能与生存环
境相适应，现今从唱到说都是电
声艺术，新评书演员在声音上不
下大功夫也正常。可审美有惯
性，老先生们声一出听众才觉对
味。”

听众“巴彦淖尔金松”说：“这
两年也听了一些新评书，有新人，
有新书，可总觉得不如单老说的
老书旧书有意思，有的书各电台
这些年轮流播了几遍，听不腻，还
是觉得有意思，突然没有下回分
解了，难过。”

网友“散仙建龙”认为“传统
评书是说书人站在个人角度讲
故事，无论是红楼还是水浒！说
书人努力淡化文学性，着力突出
故事性！这既是它的特点，也是
它的弱点！而新派评书则正相
反：淡化演播者个人色彩，保证
原小说文字不变，保持原作者语
言风格，努力站在作者角度去处
理演播情绪！也就是：传统评书
是 听 故 事 ！ 新 派 评 书 是 听 文
学！”

对此，评书演员“王子封臣”
有不同观点，认为其实不存在这
种“新评书”。评书本身就是口头
语言艺术，评书若讲出太多的文
学性，肯定会降低他本身的艺术
性，这不分传统还是现代。即便
是现代我们做评书，也不可拿过
来本子就念，也需要做调整、删
减、更改。如果直接读，则不是评
书，更不是新派评书，是‘有声小
说’，另外的艺术形式。”

这些“80后”“90后”青年评
书演员所说的“说新书”到底靠
不靠谱？应该说，不太懂评书
的青年听众是很喜欢的，但是
一些资深的评书听众会有点意
见，认为这些新潮的评书“走样
了”。

郑思杰对青年报记者说，
他在说《斗破苍穹》时起初也在
犯难：“评书是讲究套路的，而
网络小说没有套路，或者说它
有自己的套路。你得结合二者
的特性才能讲得好。”难点有
三。其一，两者的表述方法不一
样。评书有评书的语言，网络小
说也有自己的语言。其二，两者
的节奏不一样。网络小说可以
做到一天三更，但是自己的评书
只能每星期说一回，自己要尽可
能将内容讲得丰富。其三，二者
的叙事结构不一样。比如说，小
说里可以没有任何原因地切换
场景人物，这算是平行蒙太奇
的手，作者只需另起一个自然
段就行。但是评书不能“串”，
所以他只能以一个人的角度去
说一条故事线。

应该说，郑思杰在改编《斗
破苍穹》的绝大部分努力，都在
尝试让网络小说能够尽量与传
统评书的程式相吻合。当然，这
样的尝试是否完全符合资深听
众对于评书的判断，这还需要另
外讨论。

相比之下，郭鹤鸣觉得《哈
利·波特》特别适合改编成评书，
因为《哈利·波特》有侦探小说的
底子，前后悬念设置得多，线索
埋伏得远，有点像传统评书中的
公案书，不同处在于公案书一早
点明凶手，《哈利·波特》把悬念
留到最后。郭鹤鸣说，很多文艺
形式都是相通的，“书里主要还
是人，只要是人就有七情六欲，
你拿刀捅他一下他知道疼，只要
理解了这个，就无所谓中国人、
外国人，中国书、外国书。”

不管争议如何，郑思杰和
郭鹤鸣等这批青年评书演员所
说的“新评书”，确实让很多不
了解评书的青年人走近了评书，
有机会感受到这个原本正在走
下坡路的传统曲艺样式的独特
魅力。

评书是一门传统曲艺艺术，
说的都是“三国演义”“水浒传”
这种古代名著，而“80 后”“90
后”的青年评书演员的加入，必
定会给这门传统的艺术带来极
大的变化。

郭鹤鸣一开始说的也是传统
作品。2010年书馆重开时，郭鹤
鸣就将清末无垢道人的《八仙得道
传》改编成了一部35回的评书。
虽然也是自己改编，但因为作品还
是古代的版本，所以改编出来的味
道不会太走样。可是当《八仙得道
传》说完，郭鹤鸣就“不安分”起来，
他想说《哈利·波特》了。

郭鹤鸣心底不想再说传统书
了，“老先生的道本、册子，拿过
来，故事都吸引不了我，就跟《红
楼梦》里史太君说的，逢公子必然
落难，逢小姐必然招亲，全这一
套！”显然《哈利·波特》是足以另
辟蹊径的。2012年，郭鹤鸣正式
开说《哈利·波特》，外头招牌名字
写的是《魔法石》。而到了今天，
这部长篇评书已经讲到了第五部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

评书界有一句行话，“说书，
说新书”。说书的程式可以遵循，
但说书的内容一定要经常创新，
否则会很容易让人厌倦。这一

点，郑思杰也是深有体会的。不
当金融人士，当起了评书演员的
郑思杰本以为靠说评书可以很好
地生活，但现实却狠狠打了他的
脸：“头几年也挺难的，在这个行
业我没什么知名度也没什么朋
友，所以只能凭着人际交往和老
师的面子找一些演出，才能维持
自己的生活。”当时自己年纪小，
说出来的东西也没有人信，最重
要的是，听众的年纪都比自己大，
而经验丰富的老前辈们更受他们
的喜爱。

郑思杰开始思考，有什么能
吸引到年轻的听众，让他们也能
走进剧场坐下来听一听评书
呢？必须“说书，说新书”。于是
郑思杰开始尝试将《堂吉诃德》、
东野圭吾的《白夜行》和《嫌疑人
X 的献身》改编成评书。这些新
奇的评书一经推出立刻广受好
评，许多年轻人冲着这些熟悉的
名字开始接触评书。

郑思杰不仅在书馆说书，他
还把评书说到了网上。著名音频
网络平台喜马拉雅与郑思杰签
约，郑思杰说的就是改编自网络
小说的《斗破苍穹》，这部评书自
2015年开始到现在已经说了148
回，听众如云。

相比其他要去现场观摩的
戏曲曲艺形式，评书曾经具有最
广泛的受众群，因为听评书完全
可以守着一台收音机来听。评
书艺术也曾大家辈出，各种优秀
的评书作品也层出不穷。但是
近年随着娱乐休闲方式的多样
化，评书和其他戏曲曲艺一样都
受到了冲击。这几年袁阔成、刘
立福、单田芳等评书大家又相继
辞世，人们开始为评书艺术的未
来感到担忧。

但是显然，像郑思杰和郭鹤
鸣这批青年评书演员的风声水
起，又让人看到了评书艺术发展
的另一种局面。这种局面与传
统的评书界迥然不同，充满了朝
气和生机，充满了年轻人的活
力。当然，这是否代表着评书未
来的方向，这还需要讨论。

不过，这丝毫不影响青年评
书演员们发挥他们传承艺术，勇
当接班人的责任感。

郑思杰并不掩饰他对评书
艺术整体现状的担忧。“现在很
多评书演员都是耄耋之年，我们
以爷孙相称都不为过。老一辈
演员喜欢传统的书目，如三国和
杨家将，主要是因为说书人能和
观众、书目产生共鸣。但是现在

要做到这一点却很难。”
郑思杰说，评书艺术要发

展，最重要的是适应新的时代。
既然年轻的观众对于历史题材
的接受程度远远不如对网络小
说或者对电影的接受程度，那评
书的创作就应该更多地关照这
些新的艺术形式。还是《斗破苍
穹》，因为它是个大IP，有很多“00
后”“05后”虽然没看过书，却接
触到它改编的漫画或游戏，从而
产生想要了解它的兴趣。通过
创作评书，能够让这些年轻人走
进书馆，听一场别开生面的评
书。“就像是产品销售，每个产品
都有它的消费目标，而我的评书
消费目标和老一辈不同，是面向
年轻人的。在我的场子里，听众
大多都是‘80后’‘90后’‘00后’
甚至‘05后’。”

不当金融人士，一心只想说评书

网络小说、外国名著当成新书说

“说新书”是一条探索之路

要做评书艺术的接班人

▶专家观点 新老差异要解决 新鲜形式要扶持

怀念老先生
新书不好说

传统曲艺想要活 从业者思路得是活的

记者手记

编后
郭鹤鸣首创“哈利·波特”版评书。 网络截图

就在一些人对所谓“新评

书”品头论足的时候，笔者更多

地看到了这批青年评书演员的

使命感。他们本来都是普通的

青年人，可以过着大多数同辈所

享有的平稳安定的生活。可是

他们痴迷评书，为了追求梦想，

而毅然走上了说评书这条道路。

即便是这些青年评书演员

的家人，他们也未必认为说评

书是一个正经的工作。这群年

轻人顶着社会舆论的压力，以

自己的无名之躯，在日益萎缩

的评书市场上拼搏，完全靠着

自己的努力，实现了评书界近

年十分罕见的火爆。就凭这一

点，无论他们的“新评书”说得

如何，都值得为他们点赞。

艺术本来就是在不断地发

展，它没有也不应该有一个固

定的模式。如果以所谓的传统

规矩来指责创新实验，那就是

糊涂和自掘坟墓。评书也是如

此。所谓评书的传统的规矩，都

是在过去无数听众的认可之下

确立起来的。时代在发展，听众

的口味在变化，评书也应该与时

俱进，抱残守缺是没有出路的。

新评书老评书没有对与错之

分。只要有人接受，这就是合理

的，就是完全可以在评书发展史

上占有一席之地的。

这群青年评书演员在进行

他们难能可贵的创新，这是很

多年来无数评书前辈想做而未

能做之事，无论如何都是需要

鼓励的。任何的艺术，只要还

有青年人在创新，只要还有青

年听众在不断地被吸引，这门

艺术就有希望。从这个角度来

看，评书真的是幸运的。

青年报记者 郦亮

评书也要与时俱进 抱残守缺没有出路
▶七嘴八舌

▶早年和
郭德纲说
相声的王
玥波其实
是个专业
说书的。
网络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