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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戏子”乔嘉瑞

胡耀池

“戏子”是旧时对职业戏曲演员的称呼，含轻视之意。实际上，稍有点

传统文化知识的人都知道，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戏子是百姓所仰慕的“高

台教化”者。笔者曾在书籍上见过某些戏曲名家自称戏子，并以此为荣为

傲。在这里，笔者特将戏子这一雅号赠予当代戏剧家、业内人称之为“乔老

爷”的乔嘉瑞先生。他是新时代的一名奋发有为，锐意进取的戏子。长期以

来，他守望戏曲家园，坚定文化自信，不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传承弘扬与

创新中国戏曲这一博大精深的宝贵财富，取得了突出成绩。

乔嘉瑞，云南省戏剧家协会原主席，国家一级编剧。1947年7月12日

出生于昆明，祖籍山西。父亲乔诵然是一位爱好京剧的银行高管，于新中

国成立初期，被政府任命为云南大戏院管委会副主任。因此，乔嘉瑞从

小在戏班长大，在其幼年时期，便在剧院陆续观看了许多京剧名家的精

彩演出。如关肃霜主演的《荒江女侠》《大战泗洲城》《战洪州》《辛安

驿》；朱英麟、袁小楼主演的全本《西游记》；裘世戎、徐敏初、叶芸

茹、梁次珊主演的《群英会》；徐敏初、贾连城主演的《赠绨袍》《张

飞收严颜》；裘世戎主演的《连环套》，梁次珊主演的《拾黄金》等近

百出京剧剧目。使他从小耳濡目染，受到京剧艺术熏陶。1958年9月，乔

嘉瑞考入云南大戏院以团带班学员队。1961年集体并入当时新成立的云南

省戏曲学校京剧科继续学习，学制八年。乔嘉瑞攻花脸，“铜锤架子两门

抱”。学习成绩优良。1963年，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曾录制并播放了云南省

戏曲学校京剧科学生乔嘉瑞的《坐寨盗马》，苏保京、段爱珠的《坐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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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宋冠萍的《罢宴》演出片段。1966年1月，从省戏校京剧科毕业，分配

到云南省京剧院二团任演员。曾拜裘派传人裘世戎和一代名净贾连城为

师。多年来，他演出过京剧净行折子戏三十余出，如《盗御马》中的窦尔

墩，《黄鹤楼》中的张飞，《断后龙袍》中的包拯，《战长沙》中的魏

延，《打严嵩》中的严嵩，《牧虎关》中的高旺，《上天台》中的姚期，

《穆柯寨辕门斩子》中的焦赞、孟良，《华容道》中的曹操，以及《谢瑶

环》中的来俊臣，《铁弓缘》中的关伯等角色，也演过不少现代京剧中的

人物。一招一式，规范认真，美观大方。根据工作需要加之个人爱好，乔

嘉瑞逐渐从事演员兼编剧工作。1966年初，在学习焦裕禄的热潮中，他与

徐维奎，赵慧聪合作写了京剧《严寒送暖》，并由云南省京剧院二团投排

演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同时，创作京歌歌词《焦裕禄颂》，谱曲演出

后，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录制播放。为了适应新时期戏剧艺术工作发展的要

求，经成人高考，乔嘉瑞于1985～1987年入云南艺术学院戏剧系戏剧编导

干部大专班读书。通过两年的高校学习深造，在综合文化艺术素质上得到

了较大的提高。80年代以来，乔嘉瑞历任云南省京剧院艺术室主任、演出

团团长、副院长。1997年，从云南省京剧院调到云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所属云南省戏剧家协会担任领导工作。2007年退休，2010年卸任主席后，

老当益壮，继续从事戏剧创作和评论工作。多年来“乔老爷”宝刀不老，

屡试锋芒，著述颇丰。由上述情况可见，乔嘉瑞从小练功和学艺，先后受

过艺术中专和艺术大专教育，加之勤奋自学和五十多年的实际磨炼，从表

演、编导和评论等方面，不断感悟和把握戏曲艺术规律及真谛，具有扎实

的戏曲艺术基本功和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同时具有现代意识，特别是在

思想上和艺术上与时俱进、好学善思、博闻强记、开拓创新。为他从事各

项戏剧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在剧本创作、戏剧评论、诗歌呈现和

剧协工作上都卓有建树。

勤思擅写的剧作家

1981～2019年，乔嘉瑞独立创作和为主要执笔者以及改编整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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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云南省级、州市级、县级院团和省级广播电台排演录播的剧目有：

京剧《彭大将军回故乡》（1981），京剧《布朗依南》（1982），京剧

《人面桃花》（1983），京剧《武侯渡泸》（1984），京剧《凤吉公主》

（1988），京剧《百鸟朝凤》（1991），京剧《雷峰塔》（1992），京剧

《真情颂》（1993），新编京剧《通天犀》（1994），京剧《杨金花夺

印》（1996），京剧《白子将军周保中》（2019），滇剧《赴武灵王》，

滇剧《南国风》，滇剧《郑和下西洋》，滇剧《选才记》，傣剧《南西

拉》，花灯剧《古湄歌》，花灯剧《随水而去》，花灯剧《省委书记王德

三》，花灯剧《三代女人》，八集广播剧《关肃霜》，四集广播剧《打工

局长》，四集广播剧《风雨人生》等。

其中，新编大型京剧《布朗依南》，云南省京剧院二团1982年7月在

昆明演出。沈绮琅、梁建国、王庚生等主演。民族问题权威专家、时任云

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王连芳观看京剧《布朗依南》演出以后，曾邀请

当时云南省京剧院负责人周长生，《布朗依南》编剧乔嘉瑞，导演苏保京

到他在省民委的办公室座谈。在场的还有省民委、云南电视台人员。王连

芳主任在会上说，京剧《布朗依南》是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的一部好戏，除

了京剧舞台演出以外，建议云南电视台予以录播，让全省更多的人看到这

个戏。电视台播出后，反映很好。

新编大型京剧《武侯渡泸》，云南省京剧院二团创作演出。编剧乔

嘉瑞（执笔）、朱英麟，执行导演张宝彝，主要演员：梁建国饰诸葛亮，

高峣饰孟获。京剧《武侯渡泸》是云南省京剧院二团1984年2月22日至4月

25日赴北京、天津、保定、石家庄和郑州巡回演出的主要剧目之一。该剧

曾在北京吉祥剧院和人民剧场演出。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缪云台，文艺评

论家冯牧，戏剧家阿甲、刘厚生、马少波，历史学家白寿彝等出席观看

演出。中国戏剧家协会专门召开了京剧《武侯渡泸》剧评会。时任文化

部艺术局副局长、中国戏剧家协会艺委会副主任李超在会上赠诗表示祝

贺：“蜀汉南征初渡泸，武侯和戎夷越服，攻心为上七擒纵，藤甲火烧哭

树竹，孟获化仇为和睦，民族团结隔阂除，华夏后代情谊重，古剧为今用

功夫，滇省二团迈大步，京剧振兴望成熟。”李超先生早就关注独具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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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的云南京剧。他的这首诗不仅是对京剧《武侯渡泸》剧情、人物及其

主题思想的生动写照，而且还对云南京剧的传承与发展寄予殷切希望。京

剧《武侯渡泸》致力突破传统京剧丑化兄弟民族历史人物的框架，还孟获

“叟人领袖”（著名历史学民族学教授马曜语）的历史面目。白寿彝、马

少波还从民族历史和艺术创作角度给予该剧充分肯定。

新编大型傣剧《南西拉》，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傣剧团创

作演出。编剧杨树忠、乔嘉瑞（执笔）、导演李小喜，主要演员：万小散

饰南西拉，金保饰召朗玛，们从高饰捧玛加。该剧通过对南西拉与召朗玛

爱情破灭的描写，表现了古代傣族妇女南西拉对其辛酸悲惨的命运所作的

抗争。南西拉经历了甜蜜爱情、忠贞不屈、智斗恶魔、以火炼贞的情感历

程。随着剧情和人物情感的发展，主演万小散以其精湛的唱念做舞等表演

技艺，出色地刻画了剧中南西拉独特的倔强性格，该剧于2007年10月参加

在山西大同举行的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戏剧会演获金奖。同年获第四届云

南文化精品工程奖。

新编大型花灯剧《古湄歌》，云南省玉溪市花灯剧院创作演出。编剧

乔嘉瑞，作曲黄波、李鸿源，导演严伟，主演杨丽琼。以云南花灯特有的

音乐曲调和表演技艺，成功塑造了剧中古湄这一几经波折，仍保持向上向

善心态的民间传奇女子的人物形象。以人物起伏跌宕的人生命运，折射出

历史的进步和时代的变化，讴歌了新的生活，连演百场创下纪录。该剧入

选参加第十届中国戏剧节获剧目奖，并于2012年8月赴京参加文化部主办

的全国优秀剧目展演，向党的十八大献礼！

新编大型花灯剧《省委书记王德三》，云南省祥云县彩云艺术团创

作演出。编剧乔嘉瑞，导演童晓阳，主演妥抱勇。王德三是云南祥云人。

《省委书记王德三》一剧，艺术地再现了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中共

云南省委第一任书记王德三英勇奋斗事迹。这是一部红色题材的优秀花灯

剧之作。该剧于2019年赴京参加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全国基层院团戏曲剧

目展演。在京演出期间，云南省驻京机构党委组织下属11个支部全体党员

观看此剧，进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广播剧《关肃霜》，广播剧《打工局长》，先后经云南人民广播电台



戏剧与影视

·391·

戏剧与影视

·391·

录播，分别获中宣部第五届、第十三届“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广播

剧《风雨人生》也荣获云南文化精品工程奖。

综上所述，乔嘉瑞的戏剧创作，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他写的剧本，

可看性极强，不是案头之作，而是适合剧院团和演员排演的场上之曲。剧

中主要人物形象鲜明。通过剧情和人物体现一出戏的主题思想。

新锐的戏剧评论家

关于乔嘉瑞的戏剧评论，首先应提到由乔嘉瑞所著，时任中国戏剧

家协会主席尚长荣题写书名，著名戏剧家曲润海、王蕴明分别作序，中国

戏剧出版社2010年4月出版的《长短集》一书。书中收入了乔嘉瑞在全国

获奖的《突破与局限——浅评滇剧〈瘦马御史〉》（此文2000年获第二届

中国曹禺戏剧奖·评论奖优秀奖）和《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从〈贞观

盛事〉谈新时期的历史剧创作》（此文2002年获中国文联第二届文艺理论

评论奖三等奖）等文论共35篇。这是乔嘉瑞1980～2009年以戏剧评论为主

的评论文章选集。书名之所以称《长短集》，不仅是文章篇幅之长短，更

重要的是通过作者在众多文章中的一些见解，充实和丰富了当下戏剧评论

的广度和深度。正如作者“自题本集诗：愧无慧眼识梨园，行路读书年复

年，水渺山迢补短浅，但求凿凿不空言”。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关肃霜不仅是20世纪50～90年代初云南京剧界的

领军人物，也是中国京剧界的领军人物，更是云南文艺界的一面旗帜。关

（肃霜）派艺术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关肃霜及其艺术团队，在立足云南

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陆续演出诸如《铁弓缘》《战洪州》《谢

瑶环》《黛诺》等经典剧目，受到广大观众欢迎和高度评价而形成的京

剧旦角艺术新流派。乔嘉瑞是云南最早研究关肃霜京剧表演艺术，并在近

四十年间不断有相关文章问世，且有独到和深刻见解的学者。请看下列文

稿篇目：《集众美于一身——浅谈关肃霜表演艺术的特点》（1980年8月5

日《云南日报》），《关肃霜舞台艺术浅论》（《云南文艺评论》1993年

第二期），《德艺双馨——谈关肃霜的精彩演出》（《文艺报》1991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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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0日），《写出情怀传自真——读〈关肃霜传〉》（《云南日报》1995

年2月25日），《关肃霜与当代京剧》（《德艺双馨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关

肃霜——关肃霜诞辰八十周年纪念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呼唤关肃霜 再叙〈铁弓缘〉》（《春城晚报》2015年5月23日），

《绝唱——关肃霜的艺品人品》（刊于云南省文联主办的双月刊《艺术云

南》），《关肃霜舞台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刊于云南省京剧院编印的

《云南京剧》）。这些文章系统并深入地阐述了关派艺术的来龙去脉及其

特点，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此外，乔嘉瑞还陆续在《云南日报》《中国京剧》等报刊发表了《京

剧入滇一百年》《风雨沧桑话“云京”》《云岭梅香——梅（兰芳）派艺

术在云南》《“富连城”与云南京剧》《田汉与云南京剧女名伶》《从电

影〈景颇姑娘〉到京剧〈黛诺〉》《一代红生 千秋名净——纪念刘奎官

诞辰一百二十周年》《裘世戎与裘派艺术》《漫谈李春仁的舞台艺术》

《一代名净贾连城》《马派传人高一帆》等文章，对京剧在云南的影响发

展及流派传承都有较多的论述。

除了重点评论云南京剧以外，乔嘉瑞还评论云南地方戏和云南少数

民族戏剧，相继撰写并发表了《步入新世纪的云南地方剧和民族剧》《傣

剧艺术的源和流》《杨明先生与云南戏剧》《三看王玉珍——王玉珍舞台

艺术浅析》《韵溢滇弦草有声——从滇剧〈水莽草〉看冯咏梅声腔艺术》

《形神兼备浓淡相宜——评杨丽琼花灯表演艺术》等文章。他热情洋溢地

为云南老一辈戏剧家金素秋、金重、黎方、郭思九等人的著作撰写评论，

剖析他们的成就，论述他们的经验。他还写过京剧徐敏初、梁次珊、周明

义、王玉柱、董建华、乔丽、董汝南、周凯、朱福，滇剧王润梅、吴岚、

马俊、杨洪飞，花灯剧雷宁、李丹瑜，傣剧万小散、思平等的评论。在云

南，像他这样为老一辈戏剧家立碑树传，为新一代戏剧家鸣锣开道的评论

家，并不多见。

国家一级演员，傣剧表演艺术家、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傣

剧团副团长、云南省傣族戏剧非遗传承人万小散（1963～2013年），是傣

剧表演艺术和傣族歌曲演唱都有突出成就的两栖艺术家，被誉为“孔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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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主”“美丽的天使”。正值万小散舞台艺术处于鼎盛时期之际，不幸

的是，病魔夺去了她宝贵的生命。这是傣剧艺术和云南民族艺术的重大

损失。由乔嘉瑞主编，中国戏剧出版社2017年3月出版的《孔雀公主万小

散：万小散的舞台艺术》一书，收入了著名民族戏剧研究专家曲六乙、谭

志湘、李悦，戏剧家甘昭沛、罗仕祥，傣剧史论家施之华，音乐戏剧评论

家侯瑞云，万小散的女儿王月罕娇等分别撰写的评述万小散舞台艺术的文

章共20篇，以及德宏民族诗人岳小保写的“歌唱傣剧艺术家万小散”的长

诗。这是一部总结和传播万小散艺术特色和艺术成就的专著，也是一部缅

怀人民艺术家万小散，继承与弘扬万小散精神的纪念文集。该书于2017年

芒市泼水节期间举行了首发式。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乔嘉瑞立足云南，面向全国，曾陆续撰写并发

表了诸如《多彩贵州中的戏剧艺术》《五月塞上春消息——浅谈甘肃戏

剧发展前景》《梨园正气响九霄——评裴艳玲表演艺术》《“周仁”在春

城——储金鹏昆明传艺记》《舞台上的“神鞭”——谈朱福侠的表演》

《三两爬堂振程声——评福建省京剧院程派传人孙劲梅的演出》《当代演

剧空间的审美感悟——评吴新斌的舞美论述》等文章。作为他向兄弟省、

市戏剧艺术学习的文字记录。

乔嘉瑞还以问题为导向，针对当下某些文艺、戏剧现象，开展评论工

作。曾连续三年在《中国艺术报》以中国文学艺术基金的特约稿，发表了

题为《当代戏曲艺术的历史使命》（2015）、《五大理念引领戏曲艺术传

承发展深实践》（2016）和《歌台舞榭漫评量》（2017）三篇评论文章。

2010年，乔嘉瑞撰写的题为《当代剧作家写什么》一文，入选中国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在湖南长沙举行的全国第五届当代文艺论坛宣读论文。并在

《边疆文学·文艺评论》月刊2020年第一期发表了题为《红色文化三题》

一文，从学习国史党史军史的角度，对红色文化作深入的解读。

从上述可以看出，乔嘉瑞的戏剧评论，涉及面广，针对性强，内容十

分丰富。他写的评论文章，不是脱离实际的书斋写作，而是具有时代性、

学术性、实践性和时效性的评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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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剧坛走来的诗人

写诗是乔嘉瑞戏剧工作的一种延伸。在著名戏剧家曲六乙编著的《中

国少数民族剧史》一书中，有乔嘉瑞小传，传中说：他在云南省戏曲学校

学习京剧表演艺术期间，“除潜心学艺外，对古典诗词歌赋，当代民歌，

现代新诗十分喜爱，用心钻研。梦想将来成为一名演员兼诗人”。这表明

诗歌对他的深刻影响。

他的诗歌创作带有戏剧的某些特点。由乔嘉瑞著，著名戏剧家，也是

著名文化学者廖奔题写书名，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张永权作序，云南人民

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学唱集》，收入长短诗歌57首。这是乔嘉瑞在他从

事戏剧工作之余所作新旧体诗歌作品的一本选集。虽然只有57首诗，著名

诗人张昆华是这样称赞的：“廖奔题词学唱集，首首精彩五十七。”

从这本诗集看，乔嘉瑞善于以他作为戏剧家的慧眼，观察时代，观察

社会生活，有感而发，直抒胸臆，写了热情歌颂祖国的《拥抱今秋》《伟

大祖国》《江山如画·岁月如歌》和《中华美》等诗篇，以及具有较高

审美价值的《 尼姑娘的背》《山村即景》《南糯山访茶》等诗歌佳作。

更多的篇目是以诗歌艺术形式，点赞云南各民族演员演出的经典剧目、

塑造的重要角色以及他们的艺术创作精神。例如《看周卫华演〈瘦马御

史〉钱南园》《看万小散演〈南西拉〉》《看们从高演刀安仁》《杨丽琼

主演〈古湄歌〉感赋》《贺乔丽》《李艳获第二届云南戏剧“山茶花奖”

感赋》《陈亚萍获第二届云南戏剧“山茶花奖”感赋》《高原云莺——写

在冯咏梅个人演唱会之际》《为王玉珍舞台艺术研讨会而作》《肃霜歌》

《云南京剧三百三十字》等。有的诗歌是点赞或缅怀戏剧文化名人的。如

《贺尚长荣先生当选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郭启宏文集出版志贺》《悼

念裘世戎先生》《步陶增义学友原韵悼念杨明先生》《悼念李鉴尧先生》

等。这些诗歌不仅情真意切，还高度概括地吟诵了被吟诵者的艺术特征。

乔嘉瑞在其诗歌选集《学唱集》“后记”中写道：“我自幼学习戏曲

艺术，受戏曲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节奏分明的一板一眼和错落有致的一唱

一念表演艺术的实践中，逐步领悟了平仄有序，上下有别，对仗工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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辙押韵等中华诗歌要素，进而熟悉诗歌，喜爱诗歌，学写诗歌，也就成了

顺理成章之事。”从中使人更加感受到乔嘉瑞是结合他的戏剧工作开展诗

歌创作的。诗歌是他的戏剧工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以其诗歌作品，把

彩云之南诗意戏剧点缀得更加美好。他既是戏剧家，又是诗人。从而，使

他的艺术人生更加丰富多彩。

优秀的戏剧组织工作者

调到云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工作以后，从1997年10月起，乔嘉瑞被

聘任为云南省戏剧家协会第三届秘书长，当选为云南省戏剧家协会第四届

副主席兼秘书长、云南省戏剧家协会第五届主席、被聘为云南省戏剧家协

会第六届名誉主席。十多年间，在省剧协组织、联络、协调和服务上，做

了不少实事好事。主要工作是：

创办了两个奖项。2001年，在云南省文联党组领导下，乔嘉瑞牵头

组织创办了报请省委宣传部批准的云南戏剧（含戏曲、话剧、歌剧）演

员个人表演最高奖“山茶花奖”，该奖项与中国戏剧梅花奖相对应。

2002～2018年相继举办了十届，取得良好效益。现已成为云南文艺的重要

品牌。此外，还先后主办过两届“肃霜杯”云南戏剧评论（研究）征文评

奖活动，推出了一批优秀戏剧评论文章。

坚持以活动促繁荣。云南省剧协曾协办“’99中国昆明世博会北京宣传

周”活动；参与承办在昆明和玉溪举行的云南省第一、二届滇剧花灯艺术

周；主办云南省“天天杯”花灯演唱大赛。通过这些活动，调动了本省专

业和业余戏剧人的积极性。

开展戏剧学术研讨活动。云南省剧协先后参与组织召开了傣剧《南

西拉》、花灯剧《玉海银波》、白剧《情暖苍山》、滇剧《瘦马御使》、

话剧《打工棚》等重点剧目研讨会，分别帮助这批剧目进一步修改加工完

善。

推荐优秀剧目参加国内重大戏剧演出。先后推荐玉溪地区花灯剧团

的新编大型花灯剧《卓梅与阿罗》参加中国文联、中国剧协主办的第五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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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剧节演出并获奖；推荐滇剧《瘦马御使》参加中国文联、中国剧协

主办的第六届中国戏剧节演出；推荐白剧《情暧苍山》和花灯剧《玉海银

波》参加中国文联、中国剧协主办的第七届中国戏剧节演出并获奖：推荐

昆明市花灯剧团的大型花灯歌舞剧《小河淌水》参加中国文联、中国剧协

主办的第九届中国戏剧节演出并获奖：推荐云南省滇剧院的新编大型滇剧

《童心劫》参加中国文联、中国剧协主办的第九届中国戏剧节演出；推荐

玉溪市花灯剧院的新编大型花灯剧《古湄歌》参加第十届中国戏剧节和第

二届（张家港）长江流域戏剧节演出并获奖。

省内外、国内外文化交流。云南省剧协与昆明市文联联合主办了在昆

明举行的“第十届西南四省区一市戏剧理论研讨会”，云南省剧协与民革

云南省委、红河州剧协联合邀请中国戏曲学院原院长朱文相教授和京剧宋

派艺术传承人宋丹菊教授在昆明和建水作戏曲学术讲座。云南省剧协组织

云南部分花灯表演艺术家、评论家赴重庆参加中国花灯秀山论坛研讨和独

山论坛研讨活动。2004年7月，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逝世以后，云

南省剧协率先在本省文艺系统召开座谈会，缅怀一代戏曲艺术大师常香玉

崇高品德和辉煌业绩，号召全省各族戏剧工作者向常香玉先生学习。云南

省剧协曾负责接待前来云南访问的日本酷纳乌克剧团一行30人，在昆明市

少年文艺学校演出了该团话剧代表作《天守物语》。

对于乔嘉瑞的组织工作，中国戏剧家协会原党组副书记、秘书长、著

名戏剧评论家王蕴明先生说：“嘉瑞是一位称职的戏剧工作者，他思想活

跃，为人热情，熟悉业务，凡是中国剧协举办的全国性活动，他都能积极

主动地参加，把分担的事情努力去做好。譬如努力协助和组织云南省的剧

目创作，积极推荐优秀艺术人材。近些年，云南省几乎每届戏剧节都要有

剧目参加并获奖，荣获梅花奖殊荣的演员至今有6位（2009年前），在他

任上就有5位，这其中也有他的一份劳动。前几年中国剧协历史上唯一评

选过一次全国机关优秀戏剧工作者，嘉瑞是其中一员。”这是准确而公正

的评价。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戏剧工作者，乔嘉瑞

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戏剧工作的百废待举和全面发展，也经历了“十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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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的动乱和折腾，更经历了新时期以来的深入改革和欣欣向荣，堪称是

一部行走着的当代云南戏剧史，而今他依然行走在戏剧前沿。他是云南戏

剧传承与发展的守望者、奋斗者。他的戏剧工作，永远在路上。

（作者单位：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