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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creation of the popular anti-corruption theme. Taking 

the Beijing opera "On the Road" as an entry point, it analyzes the concept, creative direction, composition, 

and plot of the drama. "On the Road" is created with people as the center and is grounded to avoid such 

dramas. The missionary intention is obviously embarrassing. The essential elements of other dramas are also 

very high. The script is good, the music is beautiful, the actors are great, and many others. The elements are 

complete, which contributed to the good show that resonated with the audience and penetrated into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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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对当下大热的反腐题材创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探讨，以京剧《在路上》为切入点，分析了该剧的

立意、创作导向、作曲、戏剧情节等方面，《在路上》是以人民为中心创作，接地气，避免了此类戏

人物不接地气，宣教意图明显的尴尬，其他戏曲必须的元素水准亦很高，剧本好，音乐美，演员棒，

诸多元素齐备，促成了这部引起观众共鸣的好戏且深入人心。 

关键词：反腐戏；京剧；在路上；概念化；形式化 

京剧《在路上》是一部现代反腐戏,一首演就被冠以

京剧版《人民的名义》①，也算“蹭”了大热的 IP《人民

的名义》，热度想要蹭的好，主创团队们要有自信和胆

量，很容易被比较，比较便会有高下，但是《在路上》

首演以来，受到了各界追捧，主演万晓慧，王小蝉带该

作登上了“2018 年新年戏曲晚会”，中央党校官网、新华

网、光明日报、央广网等知名网媒、报媒对其发表评论，

赞叹之声不绝，并且在湖北省进行了巡演，可见该剧本

身热度不低。可见该剧深受观众接受和欢迎，从受众角

度来看，也渴望有能真正反映官场现实和揭露官场黑暗

的好戏，但艺术作品中能真正敢说敢写敢演的却是凤毛

麟角。现代题材的反腐剧“度”不好把握，太容易概念化、

形式化，现代戏本来就有自带的属性，被诟病不像京剧，

话剧加唱等等。要演反腐题材的更加难以把握，如何定

位，如何演老百姓买帐，不做成党的宣传片和宣教片。

最终要做成艺术品，就得在艺术性上着重塑造。 

这部反腐戏来说，完整真实的展现了反贪反腐背后

的故事。首先是以人民为中心创作，接地气，避免了此

类戏人物不接地气，宣教意味浓厚的的尴尬。《在路上》

具有鲜明的思想教育目的和功能。那么就是这样一台戏

为什么还能引起共鸣，其一是因为当下反腐深入人心，

再者剧本好，音乐美，演员棒，也是成为一台好戏的必

备条件。《在路上》是以人民为中心为创作导向，选材

是从人命案入手牵扯出贪腐案，增强了戏剧冲突。人物

设定上避免了概念化，剧中的韩梅首先具备一个党员干

部应有的操守，而从人性化的角度来看，首先她是一个

女人，她又是个爱生活、爱孩子的女人，她的内心情感

丰富细腻。作为一个女纪检干部，如何表现她的铁骨柔

情，所以她内心戏挺多，让人物更真实、丰满，避免符

号化。这出戏挖掘了一些让人感动的细节比如给李大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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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药，涉夜不眠的工作，还有反映官场黑暗的唱词，“我

冤也喊了，状也告了，可他们有钱有势，没人敢帮，上

边交代调查组定了案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不准再提，

再要提连我那当村主任侄儿也要遭殃”很多反映官商勾

结，仗势欺人的唱词都博得观众阵阵掌声，因为你说出

了观众所想说的话。因为这种深入的挖掘，从而展现人

性的深度和复杂性，这样更能打动观众，让整部戏更有

思想性和张力。 

音乐为整部剧增色不少，作曲家创作手法灵活多

变，在刻画人物情感上颇为有力。目前的唱腔创作大体

处于择腔安调，导致在情感表达上略显不足，无法深层

次刻画人物情感。而《在路上》的音乐创作很有张力。

这部戏的声腔布局、唱段设计上，运用了不同的声腔板

式体现不同的情绪，活用了京剧传统元素。这出戏使用

了西皮腔、二黄腔、反二黄腔、南梆子、汉调、吹腔、

娃娃调、昆曲等，核心唱段使用了反二黄、二黄腔，作

曲家对这些声腔运用自如，足见其功底之深厚。如第七

场，母子争吵从而反目的戏，用了一段【反二黄慢板】，

母亲因难言之隐无法告知女儿详情，而女儿也不理解

她，母亲纠结、痛苦的感情通过这段唱腔表达的淋漓尽

致。这段腔的设计极具表现力，中低音区低回深沉，高

音区悲愤激励、苍凉凄楚。第九场百姓前来看望韩梅一

场，最后将剧推向高潮的一场，使用了娃娃调来表现韩

梅的觉悟以及爱党爱民的形象，“这段腔的旋律起伏大、

高亢明亮、棱角突出、钢劲挺拔②。”其中【原板】的

唱词字字珠玑，“你给百姓一粒种，万斛粮仓堆起来。

你给百姓一滴水，万顷清波涌出来。你给百姓一捧土，

万仞高山垒起来。你给百姓一片云，万朵彩霞升起

来……”。 

为了增加音乐性还加入了伴唱和二重唱的形式，特

别是二重唱的唱词是把赵市长曾经的初心、理想信念用

了“你也曾”的排比句来展现，“你也曾昂首阔步超前奔

跑，你也曾把准航向定目标，你也曾尽心竭力把工作做

好，你也曾为党为民立功劳……”一生一旦两个音乐织

体交相呼应，增强叙事性，现场效果颇佳。该戏的另一

特色采用了大量的对唱，赵市长和孙总的对唱，老夫妻

俩的对唱，赵市长和韩梅的对唱，每段对唱都有自己鲜

明的特色，很有力度，听起来也很过瘾。除了主演万晓

慧精彩表演外，不得不提李大婶，老旦李大婶的唱腔、

表演着实让人眼前一亮，作为故事主线人命案的直接受

害者，李大婶和李大叔老两口是整出戏矛盾的引子，亦

是整部戏的支点，支点支的准确到位能翘起的重量就越

大，这段戏演的好为矛盾冲突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演

员表演极具张力，唱腔铿锵有力，念白字字剜心，那种

悲痛的气氛，观者无不为之动容，实在是为整出戏增色

的一笔。 

舞美虚实结合，风格清新、洗练、空灵、流畅，充

分运用了几何图形，很具生活气息和现代感。灯光切换

流畅，亦与时空切换结合紧密。 

在演员表演上，用了话剧的表演手法，形体、语言

更贴近现代生活状态。 

这部戏虽然做了一定的突破，但概念化、形式化的

内容还是有几处体现。还是应摒弃形式化、口号化的表

演，通过故事、表演由内而外体现，这种表演才不会招

致反感。艺术创作要有生活逻辑和常识，有几处逻辑似

有悖常理。 

一是两个孩子领证结婚，领证手续大家都知道要身

份证和户口本，而该戏一直围绕身份证作文章，没有提

户口本的事，是否有欠缺呢。 

二是赵市长入狱，他儿子赵翔没有任何纠结就继续

要跟陈红结婚，赵翔缺了心理斗争的戏份，过渡不甚流

畅。 

三是乡亲们听说韩梅要调走来看她，不希望青天韩

梅走，而韩梅说离不开江城，不走了。就现在官员升迁

调动制度来说不现实，一般政府官员在一地任职时间不

会太久应服从组织安排。这也反映出另一个问题是人民

的青天情结和制度建设，希望有青天来拯救自己，而不

是呼唤进行制度完善。中国现在是法治社会，完善制度

才是保证公平、正义的根本途径，所以作为一部现代反

腐戏，应该引领正确的价值取向，该戏在结尾不应停留

在呼唤清官，留住青天的层面。应体现目前国家在完善

制度，让人们放心有制度保障，即使她走了，也不用担

心。这种设置比较符合现在的国情。青天情节可以用，

但是现代戏中对青天的使用要有度。 

四是是否可以增强反派角色，在揭露的是官商勾结

和无良商人时应该加大矛盾冲突，把对手强大起来，这

样的对手戏才更好看，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样整

部戏的可看性就增强了。 

五是乡亲们听说韩梅要调走来看她这场有点偏形

式化，最怕看到的就是有高度政治化的样板戏的痕迹。

第八场韩梅劝说赵市长一场，偏形式化，且前后情节逻

辑上有点问题，缺乏可行性，不知是否是为了表现这句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而刻意为之。照理说赵市长是非

常恨韩梅，断送了他的仕途，但在韩梅简单劝说之后就

欣然接受了。并且劝说的过程是从党员的觉悟上入手，

从入党的初衷到入党誓词，瞬间把人物拔高了，拉大了

跟观众的距离感。劝说应该更人性化，从他俩的老同学

关系，儿女结亲的这些层面劝说是否更合理一些，赵市

长在是党员之前，他首先是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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