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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幕

　　时间：距离第三幕仅仅几天
　　地点：集中营一囚室
　　【舞台正中偏右处有一扇房门
　　【囚室里有几张破床和一张破
书桌
　　【穿过窗缝和墙缝的风声不时
响起
　　【敲门声
　　【秋原丰正右手撑着手杖一瘸
一拐地走进囚室，站在里夫斯面前
　　秋原丰正：
　　您曾经是我的偶像，中学时代，
我就在您的书中徜徉。认识人生，了
解世界，您的谆谆教诲，我至今难
忘。无数次设想跟您见面的场景，没
有一次会在集中营。集中营里是呼
吸不到书香的，连绵不绝的，是无法
躲避的寒风；四处弥漫的，是越发浓
烈的血腥。
　　【秋原丰正从口袋里掏出一份
文件递给里夫斯
　　秋原丰正：
　　战俘交换已经着手进行，除了
您和英美政府另外指定的幸运者，
还需要从囚徒中再挑选一百九十
名。囚徒挑选工作原本是警备司令
部的事，考虑再三，高桥少佐觉得还
是由您主持更合适。
　　里夫斯：
　　尽管战争还在继续，集中营里
毕竟射进了自由的曙光。想到依然
曝尸小树林的多米尼克，我的心里
还是极度凄凉。
　　【里夫斯将文件折叠起来装进
口袋
　　里夫斯：
　　能够参与战俘交换，自然应该
欢欣鼓舞。想到还有三百多名无辜
的孩子，我怎能安心离去？
　　秋原丰正：
　　如果您自愿放弃获得自由的机
会，需要亲自致信贵国政府。高桥少
佐特别叮嘱，索菲娅必须纳入交换
名录。
　　【秋原丰正下
　　【里夫斯从口袋里掏出秋原丰
正送来的文件
　　里夫斯：
　　虽然春天已经降临人间，囚室

内还是感受不到一丝温暖。即使透
过窗子的阳光，也无法驱逐内心的
伤感。从一九零四至一九一七，我
在乐道院生活了十三年。曾经美丽
的校园，曾经肃静的医院，曾经神
圣的教堂，竟然变成了现在这般模
样。以前在乐道院生活期间，即使
短暂的离开，我都有些惆怅。再次
回到乐道院，我却期待所有囚徒，
都能生出翅膀，像鸟儿一样……
　　【囚室门悄悄开启，伊莎贝拉抱
着两床被子走进囚室
　　【里夫斯惊讶地望着伊莎贝拉
怀里的被子
　　伊莎贝拉：
　　刚才遇到秋原丰正，他让我将
这两床被子送给您。
　　里夫斯：
　　秋原丰正？
　　伊莎贝拉：
　　因为担心您不接受馈赠，秋原
丰正反复强调，他是一位仰慕您的
学生……他还说，他也厌恶战争。
　　【伊莎贝拉将被子放在里夫斯
床上
　　伊莎贝拉：
　　里夫斯先生……
　　【里夫斯仰起头望着伊莎贝拉
　　伊莎贝拉：
　　最近几天，维朗妮卡的神情非
常恍惚。我担心，我担心……如果能
将多米尼克尽快埋葬，维朗妮卡的
精神也许会恢复正常。
　　里夫斯：
　　让多米尼克的尸体一直留在小
树林，是高桥兵卫的意思……
　　伊莎贝拉：
　　多米尼克的尸体已经开始腐
烂……维朗妮卡经常守候着多米尼
克的尸体 ，除了哭泣 ，就是自语
喃喃。
　　里夫斯：
　　维朗妮卡不是跟你和索菲娅住
在同一间囚室吗？你们多给她一些
安慰，或许……
　　伊莎贝拉：
　　索菲娅她……
　　里夫斯：
　　我知道索菲娅经常出入警备
司令部，我知道索菲娅怀了高桥兵
卫的孩子，我也知道索菲娅并非自
愿。日本已经着手跟英美两国交换
战 俘 ，我 们 的 处 境 已 经 一 天 天

好转。
　　【伊莎贝拉叹息了一声，回望着
里夫斯走出囚室
　　【里夫斯将手中的文件放在床
上，站起身望着刚刚闭合的囚室门，
禁不住打了个寒颤
　　里夫斯：
　 雪莱的诗句经常在我的脑海浮
现，冬天来了，春天不可能太远。可
是置身没有一丝生气的集中营，墓
地般的集中营，即使春风扑面，感受
到的，依然是刺骨严寒。多米尼克去
世了，许多善良的人们去世了，活下
来的，只能苟延残喘。尽早脱离集中
营，是每个人的心愿。
　　【敲门声响过，高桥兵卫走到里
夫斯面前
　　高桥兵卫：
　　您真的要放弃这次获得自由的
机会？
　　里夫斯：
　　自由对年轻人来说更为可贵。
我已经是即将散尽的晚霞，而他们
还只是刚刚露出地平线的晨曦。我
已经尝遍了人生的苦难和屈辱，而
他们还在执着地探索人生的意义。
　　高桥兵卫：
　　我不想欺骗您。美军已经控制
了马里亚纳群岛……对于大日本帝
国来说，马里亚纳群岛的失守，不仅
仅意味着失去了重要的航空中继
站，也意味着最终的失败已无法
避免。
　　里夫斯：
　　这应当是你们的军事机密，你
为什么要告诉我？
　　高桥兵卫：
　　我之所以告诉您，是想让您知
道大日本皇军的处境已经非常艰
难。如果您不利用这次机会离开这
里，很可能终生遗憾。大日本皇军彻
底失败前夕，很难保证不制造血案。
　　里夫斯：
　　对我来说，能在乐道院结束生
命，应该是一种幸福。这里有我熟悉
的教堂教室，也有我亲手栽植的花
草树木。
　　【高桥兵卫摇了摇头，又点了
点头
　　高桥兵卫：
　　你们美国人建造了乐道院，我
们日本人占有了乐道院，在如何对
待中国这个问题上，日美两国竟然

相依相伴。
　　里夫斯：
　　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美国人
犯了很多错误，以后还会犯很多错
误，因为美国人太自以为是。虽然
我们美国人和你们日本人，先后成
了乐道院的主人，但我们美国人来
到中国，是为了传播上帝的福音；
而你们日本人来到中国，却是在播
撒仇恨的种子。美国人想借助宗教
改造中国，已经证明难以成功；日
本人想借助武力征服中国，必定会
以失败告终。在古老的中国面前，
日本跟美国一样，都像孩子一样无
知、懵懂。
　　高桥兵卫：
　　没必要讳言，中国曾经强大过；
也没必要讳言，中国只能继续衰落。
即使主宰中国的不再是日本人，也
会是美国人、英国人或者苏联人，无
论如何，不会是中国人。
　　里夫斯：
　　三十多年前，我就来到了中国，
而且还担任过广文大学的校长……
我可以提醒你，至于谁是中国真正
的主人，答案就在秋原丰正瘸了的
右腿上。
　　高桥兵卫：
　　你是说，中国的主人是八路军，
是领导八路军的共产党？
　　里夫斯：
　　中国的问题，中国人自己会解
决，我们外国人最好做旁观者。没必
要幸灾乐祸，也没必要多嘴多舌。至
于参与战俘交换的囚徒，我建议按
孩子们的年龄，从小到大选择。
　　高桥兵卫：
　　我尊重您的意见。
　　里夫斯：
　　我还有一个请求……
　　【高桥兵卫盯着里夫斯
　　里夫斯：
　　多米尼克……还是应该……
　　高桥兵卫：
　　还是应该在小树林继续曝尸。

第五幕

　　时间：距离第四幕仅仅几天
　　地点：集中营饭堂前面的空地
　　【饭堂的门开着，囚徒们三三两
两地出出进进
　　【里夫斯用饭盒端着一个窝头

走出饭堂，在门口剧烈咳嗽着
　　【伊莎贝拉远远地望着里夫斯
　　【骤然而起的寒风，吹落里夫斯
的帽子
　　【伊莎贝拉追上里夫斯的帽子，
捡起来，戴在里夫斯头上
　　场外响起维朗妮卡的歌声：
　　你的眼睛再也无法睁开了，我
的世界同样一片黑暗。你的双唇永
远闭合了，我再也听不到爱的誓
言。你说你爱我，哪怕大西洋不再
扬波；你说你爱我，即使撒哈拉覆
盖了冰雪。可是你 ，你怎么会想
到，命运之舟将你载到潍县，搁浅
在乐道院。
　　【伊莎贝拉搀扶着里夫斯，谛
听着
　　【维朗妮卡双手捧着多米尼克
的宝蓝色围巾走上舞台，神志有些
不正常
　　维朗妮卡：
　　一开始，我们的爱情就浸透了
苦涩。我们相识在开往潍县的火车，
廊道里的日本宪兵，脚步橐橐。苦难
年代的苦涩爱情，是血泊中绽开的
花朵。因为乐道院弥漫着悲凉之雾，
因为日本人像地狱里的恶魔，爱的
花朵呈现血一般的颜色。
　　【伊莎贝拉将自己的饭盒交给
里夫斯，跑到维朗妮卡身边
　　【维朗妮卡对伊莎贝拉视而不
见，仿佛面对陌生人
　　伊莎贝拉：
　　维朗妮卡，维朗妮卡……
　　【维朗妮卡没有理睬伊莎贝拉
　　维朗妮卡：
　　你死了，我还活着。我活着，等
同死了。多米尼克，多米尼克……
　　【维朗妮卡将围巾贴在脸上踉
踉跄跄地跑下舞台，跟刚刚走上舞
台的秋原丰正擦肩而过
　　【秋原丰正走到里夫斯和伊莎
贝拉面前
　　秋原丰正：
　　里夫斯先生。
　　里夫斯：
　　我提供的战俘交换名单，高桥
少佐是否已批准？
　　【秋原丰正叹息了一声
　　秋原丰正：
　　高桥少佐殉国了。
　　【里夫斯猛然抬起头
　　秋原丰正：

　　八路军在乐道院东南面设下了
埋伏……高桥少佐视死如归，英勇
不屈。
　　【秋原丰正再次叹息了一声
　　秋原丰正：
　　对于您提供的战俘交换名单，
我没有异议，但索菲娅失去了交换
资格。
　　里夫斯：
　　为什么？
　　秋原丰正：
　　因为索菲娅怀了高桥少佐的孩
子，我希望她能将孩子生下来。就在
今天，索菲娅将转到潍县县立医院。
在那里，她会受到最高规格接待。
　　【汽车喇叭声
　　【一群小孩子背着行李包从舞
台左侧走向右侧，随后消失
　　【索菲娅提着行李箱走到伊莎
贝拉面前
　　索菲娅：
　　汽车已经等候在饭堂南面，分
别就在眼前。很快就要自由了，我却
感受不到丝毫喜悦。我想尽快离开
乐道院，完全是为了避免生下高桥
兵卫的孩子，否则的话，我不敢想象
今后的生活。
　　【伊莎贝拉的身体颤抖了一下
　　伊莎贝拉：
　　索菲娅……
　　【索菲娅打开行李箱，拿出200
美元递给伊莎贝拉
　　索菲娅：
　　我总共还有三百美元，一百美
元我留着路上用，这二百美元留给
你。如果你、里夫斯先生，还有维朗
妮卡遇到什么困难，或许可以……
　　伊莎贝拉：
　　索菲娅……
　　【伊莎贝拉啜泣起来
　　索菲娅：
　　不要伤心了，我们一定会再次
相见。日本同意交换战俘，也就意味
着和平就在眼前。
　　伊莎贝拉：
　　索菲娅……
　　【索菲娅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纸
片递给伊莎贝拉
　　索菲娅：
　　这是我在纽约的住址。你获得
自由后，一定要在第一时间给我信
息。如果你有机会到纽约，我一定到
机场或者码头接你。

　　伊莎贝拉：
　　索菲娅……
　　【伊莎贝拉掩面大哭
　　【秋原丰正一瘸一拐地走到索
菲娅面前
　　秋原丰正：
　　索菲娅，你不能参与战俘交换
了，跟我走吧。
　　索菲娅：
　　为什么？
　　秋原丰正：
　　高桥少佐已经殉国，你不能带
走他的骨血。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高桥少佐即使活着，也不会兑现他
的承诺。
　　【索菲娅手中的行李箱突然
掉落
　　【索菲娅站直身子，茫然环视着
舞台
　　索菲娅：
　　梦醒了，梦碎了，梦中的一切都
已幻灭。原以为，丢掉尊严便可偷
生；原以为，忍受屈辱便可苟活；原
以为，回避现实便可解脱。到如今，
硝烟还是遮住了天空，到如今，大地
上还是血流成河。到如今，我依然满
是困惑——— 美酒为什么不能取代血
水？笑脸为什么不能取代愁容？友爱
为什么不能取代压迫？
　　【秋原丰正愣愣地注视着索
菲娅
　　秋原丰正：
　　索菲娅……
　　【索菲娅摇了摇头
　　【秋原丰正走到索菲娅身边，提
起行李箱
　　秋原丰正：
　　从今天起你将转到潍县县立
医院。在那里 ，你会受到最好的
照看。
　　【索菲娅没有理睬秋原丰正，而
是依依不舍地环视着舞台
　　秋原丰正：
　　从今天起你将转到潍县县立医
院。在那里，你会受到最好的照看。
　　【索菲娅摇了摇头，随即跑下
舞台
　　【电网的火花声
　　【索菲娅的惨叫声
　　【伊莎贝拉、里夫斯、秋原丰正
不约而同地转过身，望着索菲娅消
失的方向
　　         （剧终）

乐道院集中营【 音乐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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