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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英雄儿女》是长春电影制片厂
1964 年摄制的抗美援朝题材电影。这部
电影，也成为几代中国人的记忆。影片
中，英雄人物王成向世界喊出了中国军
人的最强音：“为了胜利，向我开炮！”主
题曲《英雄赞歌》更是感染和鼓舞了一代
又一代的中华儿女。

在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际，
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创作的大型话剧

《英雄儿女》，将于 10月 6日至 16日，在中
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正式上演。这是
这部经典电影首次搬上话剧舞台。从小
说到电影，从银幕到舞台，这是《英雄儿
女》时隔半个多世纪的一次时空对话，是
对抗美援朝精神的弘扬，也是为上海这
座英雄城市和英雄人民再次唱响的“英
雄赞歌”。“上海——英雄城市”是话剧

《英雄儿女》的主题。在这背后，是上海
这座英雄城市和《英雄儿女》这部作品之
间极为深厚的渊源。

巴金两赴朝鲜写成小说《团圆》
夏衍力推电影《英雄儿女》拍摄

《英雄儿女》改编自巴金的小说《团
圆》，而当年推动电影投拍的中国左翼电
影开拓者，也是戏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
的夏衍，以及影片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和
主要演员，都来自上海。

“话剧《英雄儿女》以‘上海——英雄
城市’为主题，是因为红色基因和英雄气
质，流淌在上海这座城市和上海人民的

血脉里。”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总经理张惠
庆表示，此次上话能够创排话剧《英雄儿
女》，恰逢其时，也感到非常荣幸。

她同时提到，夏衍先生还是上话前
身之一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第一任院
长。上海人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31年
左翼戏剧联盟，也曾以救亡演剧队、抗剧
二队、演剧九队等参与抗日战争及解放
战争，可见，上话的历史变迁、成长发展
过程中也是不乏红色文化积淀的。

而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上海提出“要
人有人，要钱有钱，要物资有物资，要什
么有什么”，1.8 万多上海青年参加志愿
军，其中 1683 人牺牲在朝鲜。与 240 余
万志愿军战士一道奔赴朝鲜战场的还有
来自上海的 800 多名医护人员、1200 多
名司机、4300 名多铁路工人。在 1951 年
6 月至 1952 年 5 月的一年时间里，上海捐
献款项达 8491 亿余元，折合战斗机 566
架，占全国总捐献飞机数量的 15.3%。除
此之外，还有不计其数的军用物资被源
源不断送往朝鲜前线。

在这其中，上海文艺界也深入参与
其间，前后有 200多名文艺工作者赴朝参
加各种形式的慰问和演出。上海越剧演
员徐玉兰、王文娟，为了赴朝演出，放弃
了优厚的待遇，带领玉兰剧团的同志集
体参军；作家巴金、靳以、王西彦等都去
了朝鲜战地慰问，创作了许多讴歌志愿
军的通讯、散文作品。

小 说《团 圆》正 是 巴 金 1952 年 和

1953 年两次去往朝鲜战场，在战壕里和
志愿军指战员同甘共苦实地采访之后创
作而成。回国后，巴金将采访到的资料
与切身体验整理吸收，经过若干年的积
淀后，在 1961 年撰成《团圆》这部小说。
在小说中，巴金以一位旁观者即“我”的
视角来叙述，再现了他当年在朝鲜采访
时候的情形。这部作品因此也可以说是
巴金用生命写就。

《团圆》一经发布便引起巨大反响，
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在阅读后决定让
长春电影制片厂将其改编成电影，经过
数月讨论与改编，《团圆》由小说改编为
剧本，并改名为《英雄儿女》。3 年后，《英
雄儿女》正式上映，轰动全国。

从小说电影到搬上舞台
话剧将有60%的新创内容

《英雄儿女》的故事已经家喻户晓，
而剧中人物大多都有历史原型。整个故
事都围绕上海籍志愿军战士王成、王芳
兄妹相继奔赴抗美援朝战场保家卫国展
开。哥哥王成壮烈牺牲后，作为文工团
女兵的妹妹王芳化悲痛为力量，在师政
委王文清的帮助下继续坚持战斗。最
终，王芳和养父王复标、生父王文清在战
场上重逢和团圆。

如何把这么经典并且深入人心的电
影搬上话剧舞台，这是留给编剧喻荣军
和导演胡宗琪的课题。

“巴金的小说非常的扎实，然后也很

感 人 。 而 电 影 更 是 影 响 了 我 们 几 代
人。”喻荣军也是从小看《英雄儿女》，影
片中很多经典的场面，以及那首歌，在他
心中一直留下深刻印记。而在对这次创
作进行梳理的时候，导演问了他将近 80
个问题，都是关于剧中四个主人公之间
的关系，以及剧中人物和现在观众之间
的这种联系，这也打开了他更多的思路。

为了完成这一次的话剧创作，喻荣
军先后采访了很多在上海的志愿军老战
士，查阅了很多历史资料。在这个过程
中，很多真实的细节让他深受震撼，“整
个的创作过程当中有很多东西特别能感
染我自己。比如有看到当年战士们签的
生死协议书，那一个瞬间感到巨大的震
撼。这也给了我非常多的创作冲动。”

在整个采访创作过程中，很多志愿
军老战士为剧组提供了很多历史细节，
而这些细节都有望在剧中体现。据透
露，此次话剧中，很多内容都将是电影中
没有的，原创的东西会占 60%左右，但是
观众依然能从中找到那些经典的熟悉的
东西。当年电影当中短短的一两个镜
头，可能在话剧舞台都将会拓展成一场
很有情感的戏。

该剧导演胡宗琪也是军旅出身，此
前，他导演的话剧《白鹿原》《黄土谣》等
作品在全国引发广泛影响，这也是他继

《追梦云天》《贵胄学堂》之后第三次和上
话合作。在这次创作开启之初，他就和
剧组分享了《英雄儿女》对他们这代人的

影响。而整个剧组演员都在排练之初进
行了军训，以更好展现英雄风貌。

上海是一座英雄的城市
话剧是一次精神赓续

据悉，此次话剧《英雄儿女》的创排
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关心下，由上海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和上海警备区政治工作
局指导，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海市龙
华烈士陵园、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联
合出品。

在剧组的发布会上，上海警备区政
治工作局副主任、上海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副局长张旭伟表示，话剧《英雄儿女》
弘扬的是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体现的
是上海这座英雄城市的特殊品质，是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造导向的生动实
践，也是以文艺作品来讴歌英雄致敬英
雄的生动体现。

张旭伟谈到，上海是一座英雄的城
市，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上海
从来不缺英雄。而一个民族对待英雄的
态度，也影响塑造着国民的世界观。“我
们当下的时代硝烟散尽，承平太久，很多
人已经忘记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
来，从哪里来。所以更加需要我们这种
英雄的精神，营造致敬英雄的浓厚氛围。

“如果说现在能够创作出一部新的
《英雄儿女》，跨越时空对话，弘扬精神赓
续，那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来源：澎湃新闻 文/潘 妤）

电影经典搬上舞台，《英雄儿女》和上海的渊源深厚

结绳记事：
早期人类的档案形式

上古无文字，结绳以记事。奇普便
是古代印加人的一种结绳记事的方法，
用来计数或者记录历史，它由许多颜色
的绳结编成。这种结绳记事方法已经失
传，目前还没有人能够了解其全部含义。

在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
书摘要》中，同样详细记述了印第安人的
结绳记事方法，记事的绳子是由紫色和
白色贝珠的珠绳组成的珠带上的条条，
或由各种色彩的贝珠组成的带子上的条
条，其意义在于一定的珠串与一定的事
实相联系，从而把各种事件排成系列，并
使人准确记忆。这些贝珠条和贝珠带是
易洛魁人唯一的文件，但是需要有经过
训练的“译者”，才能从贝珠带上的珠串
和图形中把记在带子上的各种记录解释
出来。

公元前 3500 年，世界上最古老的文
字——象形文字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乌
鲁克（今伊拉克附近），这便是后来楔形
文字的起源。随着文字的出现，人们开
始在各种易于保存的物品上留下文字来
记录所发生的事情。在基什城址附近的
奥海米尔岗，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小块石
板,其两面以直线刻画出表示各种事物
的图画符号,其中可以辨识的有人的头、
手、脚和线形符号等,这是迄今发现的最
早的文字。

从 1877 年到 1933 年，法国考古队对
吉尔苏遗址进行了全面发掘，共获得 5
万多块楔形文字泥板，这些文字是由当
时的书吏使用削尖的芦苇秆或木棒在软
泥板上刻写而成的，软泥板经过日晒或
火烤后变得坚硬，不易变形，这些刻有拉
格什铭文的泥板，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
档案。正是这些泥板档案，使得后人知
晓从公元前 2500 年到公元前 2350 年之
间完整的拉格什国王列表以及相关史
事，也使得拉格什成为苏美尔各城邦中，
人们唯一了解得较完整的城邦，为后人
研究苏美尔文明提供了重要资料。

与泥板档案出现时间相近的，还有
以石材为基质的石刻档案。如埃及最古
老的巴勒莫石刻,记录了约公元前 4000
年至公元前 2420 年的法老名单及其活
动，公元前 18 世纪的汉谟拉比法典碑记
载了古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颁布的法律
条文，公元前 522 年至公元前 486 年在山
岩上镌刻的贝希斯顿铭文等，记载了波
斯国王大流士一世镇压高墨达政变和人
民起义并取得王位的史实。

我国收存年代最早的石刻档案是石
鼓文，被誉为“石刻文字之祖”，是公元前
770 年秦襄公送周平王东迁后的纪功石
刻。后来秦始皇巡游郡县时为宣扬威
德、宣示政令留下了更多的石刻，如著名
的《泰山刻石》《琅琊刻石》《芝罘刻石》

《碣石刻石》和《会稽刻石》等。

档案载体：
从龟甲竹帛到电子网络

时代变迁，先人开始用不同的新材
料作为记述载体。以中国档案材料的发
展史为例，约公元前 14 世纪至公元前 11
世纪，商代后期的占卜活动中出现了以
龟甲、兽骨为载体的甲骨档案，这也是我
国现存历史档案中年代最久远的，出土
数量达 15 万片以上，它也是我国现存最
早的系统的官府文书。

殷商末期及两周时期，中国古代的
青铜冶铸工艺达到全盛阶段，在青铜器
上铭文铸字的金文档案也随之出现。到
了西周，此时刻于青铜器上的文字数量
增多、记事广泛，具有了书史的性质。例
如著名的《大盂鼎铭》，书有 19 行 291 字，
记载了西周早期康王时,贵族盂因征伐
西北强族鬼方有功，而受康王册命赏赐
的史实。

商周时期不仅有金文档案，还有用
竹片、木片作书写材料的简牍档案，主要
用于一般公务文书。遗憾的是，最早出
现在商周时期的竹简,经过岁月侵蚀，已
经无法看清楚任何字体。能辨清的，只
有战国时期墓葬中出土的竹简。用于简
牍的书写工具有笔、墨、刀，上面的文字
用笔墨书写，刀的主要用途是修改错误
的文字，并非用于刻字。

若干片简编联在一起，称为“策”或者
“册”。在纸发明以前，简牍是我国古代书
籍的最主要形式，用于国家重大政事和书
写典籍。例如 1975年 12月在湖北省云梦
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云梦秦简，详细记
录了秦代施行的 20多个单行法规的条款
原文，为我国古代法制史的研究提供了珍
贵的学术材料。简牍档案对后世书籍制
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现在，有关图
书的名词术语、书写格式及写作方法，依
然承袭了简牍时期形成的传统。

我国历史上最早给档案以正式名称
的是周代。当时称档案为“中”，在《周
礼》上就有“治中”的记载。然而中文“档
案”一词的来源，多数人认为是清代。清
初文人杨宾所作的《柳边纪略》一书第三
卷写道：“边外文字，多书于木，往来传递
者曰‘牌子’，以削木片若牌故也；存贮多
年者曰‘档案’”。很多学者便把这作为
最早出现档案一词的渊源，随着考古学
的不断发现，词源或许还会向更远追溯。

到了战国时期，随着丝绸业的发展，
王公贵族开始用缣帛作为书写材料，随
之也出现了缣帛档案。缣帛作为书写材
料有许多优点，可以随意裁剪，质地坚韧
轻柔，便于携带和保管，多用于绘制舆图
或抄写经典，缺点是价格昂贵，无法普及

使用。随着纸张的广泛应用，缣帛的使
用量锐减，但是之后王朝的一些重要文
书仍用丝织品书写，例如在清代，朝廷颁
授文武官员的诰命等封赠文书还在使用
绫锦。

在魏晋南北朝，以纸为载体的纸质
档案大量出现。“蔡侯纸”搭配印刷术，纸
几 乎 取 代 了此前所有的档案物料。在

“蔡侯纸”发明之前，纸质出现在世界历史
中的是纸草纸。公元前 3000年的古埃及
人，发现了一种盛产于尼罗河下游沿岸的
水生植物——纸莎草，古埃及人将它的茎
剖成薄片、压平,并把若干片粘在一起连
成长幅,卷在木杆上,形成卷轴，用作书写
的材料，故称纸草纸。当然，这并不是真
正意义上的纸，后来逐渐被羊皮纸所替
代。世界上现存最大的一份纸草档案，是
公元前 1164年埃及法老拉美西斯四世制
成的特大型纸草文件，文件记载其父拉美
西斯三世在位期间的功绩和善行。这块
超大号纸草文件，现存于伦敦不列颠博物
馆。据记载，还有一种特殊的档案用纸是
狼毒纸，人们习惯上称之为“藏纸”，其由
含有毒性的狼毒草制成，具有不怕虫蛀鼠
咬、不腐烂、不变色、不易撕破等特点，这
种常用作抄写经书的“保镖”藏纸，守护
着藏族文化经久不衰。

工业革命后，随着新技术的发展，世
界上出现了以录音带、录像带为载体的
声像档案，以及现在依赖计算机系统存
取并可在互联网上传输的电子档案或数
字档案，这些现代化的档案物料，极大地
拓掘了档案的记录形式和应用场景，也
催生了越来越成熟的档案管理制度。

善用档案：
古为今用助力人类发展

2000 多年前，司马迁曾提出了档案
收集的至高境界——天下遗文古事靡不
毕集于太史公，以达到最终“究天人之
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
创作目的。因此，对于档案管理机构和
档案人来说，接收、征集、管理档案固然
重要，充分开展档案利用也是十分必要
的，否则整整齐齐的金匮龙柜与冷冰冰
的铁皮石头没有区别。

病历档案是一种专业化程度较高的
档案材料。一直以来，北京协和医院以
保存病案历史最悠久、保存数量最大、名
人病案最多而享誉海内外。病历、教授、
图书馆并称为“协和三宝”。自 1921 年
建院至今，医院共完整保存病案近 400
万份，我国现代病案管理以协和病案室
的创建为开端。协和医院的病案字迹工
整、记录翔实、书写规范，既是鲜活的教
材，又是珍贵的历史资料和医学典藏，这
里不仅可以看到孙中山、宋庆龄、张学良

等多位历史名人的看病记录，还可以了
解张孝骞、林巧稚、曾宪九等名医的成长
历程，许多中国乃至世界首例的疑难和
罕见病案，也记录在协和病历档案里。
在这些原始病案的助力之下，协和医院
对疑难重症的诊治能力享誉全国。

另一种特殊的档案类型是司法档
案，即记录民事、刑事、行政等诉讼案件
的档案材料，是研究法学、社会学、政治
学、经济学、民俗学等的第一手材料，比
较有代表性的是清代大库内阁档案、清
代澳门地方衙门档案、清代巴县诉讼档
案、龙泉司法档案等。

龙泉青瓷、龙泉宝剑和龙泉档案并
称为“龙泉三宝”。龙泉司法档案现保存
于浙江省龙泉市档案馆，共计 17333 卷
宗，88 万余页，时间自 1851 年至 1949 年，
横跨近百年历史，记录的诉讼案件超过 2
万宗，是目前所知民国时期保存最完整、
数量最大的地方司法档案，已经入选《中
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每一种新的司
法档案公布，都会引起历史学、法学、社
会学等领域的高度关注，对于学者来说，
这批档案记录了清代的法律诉讼制度向
近现代转变的过程，对于现在的基层治
理和法治建设有着借鉴意义。

某一份档案的留存和发现，相较于
人类文明的保存来说显得微不足道。然
而，当一件件重要的历史档案消失时，绝
对是全人类的损失。1992 年 8 月 25 日，
位于萨拉热窝的波黑国家图书馆遭到炮
火摧毁，这一事件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启动世界记忆项目的催化剂。眼见内
战使得珍贵的文献遗产毁于废墟之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费德里科·马
约尔强烈地意识到，保护文献遗产犹如
保护人类记忆般重要，因此他竭力推动
项目的发展，并为项目定名为“世界记忆
项目”。那些符合世界意义、经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
确认而纳入的文献遗产项目将载入《世
界记忆名录》之中。这份名录分为世界、
地区和国家三级，申报文献遗产根据其
地域影响力，分别列入不同级别的名录。

截至 2017 年，我国有 13 项档案入选
《世界记忆名录》，像耳熟能详的清代内
阁秘本档、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近现
代中国苏州丝绸档案、甲骨文等都位列
其中。

随着档案管理机构、制度、法律的完
善，档案早已摆脱单纯收集原始记录的
作用，已在民族身份认同、集体记忆建构
以及信息资源管理等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相信随着人们对档案认识的日益深
入，人类过去的辉煌会被重新发现，人类
的未来将更加璀璨。

追古溯源：
最大的古代国家档案馆皇史宬

皇史宬始建于明嘉靖十三年，两年
后竣工。它是仿照汉代“石室金匮”修建
的，整个大殿没有一梁一柱，全部是砖石
仿木结构，所以叫做“石室”。墙身足有
五六米厚，台基高达两米，具有防火、保
温、防潮、防虫鼠的功能。

皇史宬主殿内修筑了雕有海水游龙
图案、高达 1.42 米的汉白玉石台，在台上
放置着 152 个鎏金雕龙的铜皮樟木柜,
这就是“金匮”。明清两代皇室大量的重
要档案，如明代的“实录”“宝训”，清代的

“实录”“圣训”以及包括诏书、诰命、敕
命、题本、奏折、谕旨、廷寄、科举试卷在
内的宫廷文书等，都珍藏于这些柜里。

如今，皇史宬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
馆直接管辖，所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就叫做“皇史宬”。

（摘自《北京日报》 文/秦鹏博）

档案 守护人类历史记忆
引言——

档案，是我们日常生

活中常见的事物，它是记

载人们社会生活的原始记

录 ，其 重 要 性 不 言 而 喻 。

细数之下，被称为“世界上

最早档案”的拉格什铭文

距今已有五千年之久。在

漫漫历史长河中，人类用

各种档案方式守护着历史

记忆。

我国现存最大的古代国家档案馆，是位于北京南池子大街上的皇史宬。

“书”，简单的一个字，却代表着一
个个用文字记录的多彩世界。你可以
在书里尽情地探索，关于生活，关于科
学，关于历史，甚至是超乎现实、天马行
空的想象。书的世界包罗万象，无论是
谁，只要打开书本，都能从中受益。

从小学开始，我的父母就十分鼓励
我读书。对于我购书的请求，父亲一向
都会慷慨解囊。记得有一次，父亲指名
让我买回一本《鲁迅杂文选》。我认真
读后，不禁震撼于文章蕴含的力量。同
样的方块汉字在鲁迅先生的笔下，是那
么直击人心。这让我对文字、对书的魅
力，有了更深刻的认知。

一个人来到陌生的城市，将工作之
外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读书之中，并且
不是一时兴起，而是长久坚持。在他看
来，人读书就能明白道理，也就不会有
那么多的困惑与矛盾。书籍无疑给了
他勇气和力量。人的生活不可能事事
顺意，但一旦沉浸在书的世界中，漂泊
和疲惫的心就有了归属。

在 我 上 高 中 时 ，放 学 的 路 上 总 会
经过一家二手书店，书店的招牌已经
旧得发白。店主是一个戴着眼镜、身
材瘦削的中年男人。书店位于一条小
巷中，周围都是些饭馆，鲜少有人能找
到这里来买书。饭馆顾客盈门时，书
店 店 主 却 气 定 神 闲 地 坐 在 冷 清 的 店
中，捧着一本发黄的旧书，读得津津有
味。我每次路过都会有意观察店主，
一段时日下来，发现他虽然每天读书

的地点有所不同——有时坐在店里，
有 时 坐 在 门 口 ，有 时 斜 靠 在 书 架 上
——但读书时专注的神态始终如一。
我甚至怀疑他开这家店，就是为了方
便 自 己 随 时 读 书 。 至 于 生 意 兴 隆 与
否，对他来说倒是次要的。

一日午后，我终于忍不住踏进了店
里。店主一如既往地醉心于读书，并没
有发现我闯入了这片小小的天地。我
没有出声惊扰他，拿起一本旧书也开始
读了起来。此刻，四周一片安静，只有
我 们 二 人 时 而 交 错 时 而 重 叠 的 翻 页
声。直到天色渐暗，店主才从书中抬起
头，继而发现了我。之后，我的心情只
能用“受宠若惊”来形容：或许是因为太
久没有顾客光顾，店主热情非常，当即
拿出许多他收藏的绝版书与我分享。
当他讲起自己读书和藏书的故事，整个
人都变得神采奕奕，充满了活力，连身
上那件有些褪色的旧衬衫都仿佛绽放
出鲜活的色彩。在他的感染下，我买下
了几本书，加起来不过几十元。我问店
主：“能赚到钱吗？”店主笑着一挥手：

“不为赚钱。”我想，对于一位热爱读书
的人来说，精神财富的价值一定远远超
出了物质。

从现在开始，每天坚持读书，一定
能收获一个崭新的自己——人生需要
智慧，需要美，需要乐观洒脱与豪情壮
志。而这，恰是读书能给予我们的最好
的馈赠。

（摘自《人民日报》 文/何心雨）

书店记忆

“千秋诗史杜，独立自苍茫。”9 月 14 日，以一代诗圣为题材的历
史大戏《杜甫》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都剧场开启新一轮排练，并将
于 9 月 23 日与观众见面，跨国庆假期共演出 15 场，满足节日期间的
文化消费需求。

《杜甫》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2019 年创排首演的一部原创剧目，
系编剧郭启宏继《李白》《知己》等作品之后，再次被搬上舞台的一部
聚焦诗人命运的剧作。作品选取杜甫从“安史之乱”发生后直至去世
这一段充满坎坷的人生轨迹，通过其波澜起伏的人生境遇展现诗人
伟大精神世界。

一部描写文人的作品，如何让它在舞台上讲故事的同时更有文
化内涵，还要兼具可看性，《杜甫》为此做出了多种尝试。作为该剧导
演兼主演，冯远征表示，该剧既有观众在舞台上看到的浪漫写意，让
人仿佛置身于诗歌的世界，也有如第六幕“梦中梦”等层层空间之下，
打破传统的叙事方式。

为了完成好新一轮演出，把最好的状态呈现给观众，导演提前一
个月就召集剧组集中排练。“排练不是恢复，而是要重新去挖掘人物，
重新去理解人物。”冯远征说。虽然之前已经有两轮演出经验，但重
新排练后，剧组仍然拿出时间进行剧本围读，一字一句精雕细琢，细
抠台词。因为剧中对白并不是生活化的语言，而是带有半文言性质，
如何让演员说得清楚、明白，让观众能够入耳、理解，十分考验功力。

排练现场，既有观众熟悉的老演员，也有不少全新面孔。他们是
一批刚进入北京人艺的青年演员，此次将在《杜甫》一剧中首度亮
相。“通过参与这次演出，青年演员能看到北京人艺是如何创作的，这
将帮助他们尽快融入。”冯远征说，“我这一代就是由老演员带着，在
舞台上摸爬滚打过来的，现在要带着年轻人，给予他们更多的机会，
让他们能够成长。这是北京人艺‘传帮带’的传统。”

近日，冯远征已被正式任命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70 年建院历史
上的第五任院长，也是北京人艺有史以来第一位演员出身的院长。
提及这个新身份，他表示这是一份责任大于职位的工作：“如何把北京人艺的优秀
传统传承下去，把艺术风格保持下去，同时还要有创新，让人艺走进一个新的时期，
是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努力去做的事。”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文/郑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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