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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in early 2020, new coronary pneumonia broke out in Wuhan, China, and the epidemic spread all 

over the country. To keep the outbreak under control,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mmediately closed the city of 

Wuhan and dispatched a large number of medical staff to the epidemic area. All the people and medical staff in 

Wuhan city also entered the emergency fight against the epidemic. 

To celebrate his girlfriend Ye Ye's birthday, Qin He, a graduate student in Wuhan, changed his ticket back to 
Shanghai. The two quarreled on their date on the eve of the closure. All along, he hoped that Ye would give up 

his busy job as a doctor, but he refused because his family had been working as a doctor for generations. At this 

time, his sister, who was far away in Shanghai, also called to say that his father had a heart attack and asked 

him to hurry home, but it was less than five hours before Wuhan was closed. At this time, he could not 

repurchase a ticket to Shanghai. His car had been sent to the 4S store for maintenance a few days ago, but the 

4S store stopped business because the owner was isolated in the hospital. Finally, tutor Qin lent him a car. It 

was less than three hours before Wuhan was cl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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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NTRODUCTION 

A native Shanghainese,Prof.Dr.Li Jia(Born,1977/4/7) was a Chinese pianist,composer and musicologist. 

He received his post-graduate diploma(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M.A. in Pop Music Studies(Sha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M.M. in piano (Sta Isabel College) , PhD(Saint Louis University) and 

post-doctorate(Central Escolar University).He studied piano with such international artists as Prof.Augusto 

Espino and Prof.Nina Jostel. As a critically acclaimed concert pianist and composer,he has won over 50 

international piano and composition competitions,including St. Peter-burg International Piano Competition,New 

York Inter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 , Prokofiev inter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London Young Artist Music 

Competition, American Young Artist Music Competition, London International Piano Competition,Bonn 

International Piano Competition,Moscow International Piano Competition,Canadian Inter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 WPTA International Piano Competition,etc. Li Jia published his two volumes of piano solo works 

by Shanghai Music Publishing House and two piano solo CDs by Guangdong Music Publishing House.He 

specializes in the works of Baroque and Romantic periods,especially by Bach,Scarlatti and Franz Liszt.His 

performance venue includes Carnegie Hall,Royal Albert Hall,Bonn Beethovenhaus,Bosendorfer Hall at 
Mozarthaus, Vienna Ehrbar Hall,Etc.As a composer,Li Jia wrote both for piano and orchestra.As a scholar,Li Jia 

published more than 70 papers in journals and conference.Li Jia currently teaches Masters Students at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and PhD Students at Krirk University Thailand.Besides,he was also a professor in piano for 

several colleges ,including Nanyang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etc. Li Jia gives around  30 solo 

recitals annually in China and beyond and works as editor for several international journals,such as Educational 

Science：Theory&Practice  (Scopus-indexed), Journal of Art&Design,Education Journal ,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Review. 

 
 

 



Act One of Isolated City by Li Jia(Chinese Version) 

Corresponding Author: Li Jia                                                           29 | Page 

 
 
 

《封城》话剧 

第一幕 

第一场 争执 地点：公园 

大幕拉开，秦河边打电话边走上舞台中心 

秦河（打电话） 妈，我再过几天就回去。嗯，想陪陪叶子。不用操心，好好，您注意身体。（挂断） 

秦河（神秘，喜悦 面向观众）虽然放寒假了，但是我打算过几天再回去。下周就是叶子的生日，我呀，

不仅准备了蛋糕还准备了......戒指，可别说漏嘴啊。这不，我今天先给她约出来，预热一下。（低头看手

表）快到点了，人也应该到了。 

叶子慌慌张张跑向秦河 

叶子（上气不接下气）又让你久等了 

秦河  大忙人你可来了，现在见你一面比约见领导都难。 

叶子（叹气 无奈）刚要出门又加了一个急诊，刚稳定下来我就赶紧跑过来了 

秦河（帮叶子擦汗）是，叶大夫医术高明，妙手回春怎么能不忙呢？（委屈）就怕医好了他们，我却得

病了 

叶子  什么病？ 

秦河  相思病（假装倒向叶子） 

叶子（笑 推一把秦河）胡闹 

秦河 （拉叶子手）叶子，要不换个工作吧。我知道，你喜欢这个职业，当医生是你从小的追求，可是，

你真的太辛苦了，一天到晚看不到你人不说，每次见面都匆匆忙忙的，你知道吗？我都有条件反射了，

每次你手机一响，我心里就紧张，好像电话那边不是你的病人，倒像是我的的情敌。 

叶子 秦河，我知道你心疼我，不忍心看我真么累，但是我选择医生这个职业不仅仅是因为喜欢，更是一

种使命。你知道的，我们家世代行医，我从小也立志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但是不仅仅是因为家庭的影

响，在我走上岗位之后，我深切理解了父母为什么可以因为一场手术忙碌到凌晨，因为，这个职业，不

仅仅是救人这么简单，我们挽救的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啊！ 

秦河 是，你说的我都懂，但是每次假期你不是在加班，就是准备着去加班，想想每次掐着时间的约会，

还有我们的以后......叶子，你想过我们的以后吗？ 

叶子（有些难过）你觉得我没有考虑过以后？我现在好好工作不正是为了我们的以后吗？ 

秦河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和我回家？我妈问我好几次了。要不你这会就请假，直接跟我去上海过年，正好

我爸妈也想见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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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子 那怎么行，最近流感挺严重的，科室里大家都没怎么休息过，我这一请假，不是更缺人手了。 

秦河 工作、同事、患者、单位你看看咱们现在的谈话，都快成你们科室的讨论会了。叶子，你再好好想

想，我们去上海，换个轻松点的工作，到时候我们按时上班，下班后可以散散步，周末看看电影放松一

下，这样不好吗？ 

秦河正要说下去，叶子手机响了，秦河无奈背过身，有些赌气 

叶子（接电话）什么？怎么会一下多出来这么多？好的，我马上回去。 

秦河 怎么了？ 

叶子（慌张）从我出来到现在，挂号病人一下多出来一百多个，我的赶紧回去了。 

秦河 那今年你跟我去上海吗？还有你生日...... 

叶子 到时候再说吧。我得赶紧走了。对了，最近肺炎挺严重的，尽量不要出门，照顾好自己。 

叶子匆匆离场，秦河一人在原地。灯光灭。 

电话铃响起 灯慢慢亮起来打在秦河身上，电话中传来秦希的声音。 

秦希（慌张，带着哭声）哥哥，爸爸心脏病又犯了，你快回家吧！ 

秦河 情况怎么样？送医院了吗？ 

秦希 已经叫了救护车。 

秦河 （安慰）小希你别哭，咱爸身体一向不错，怎么突然犯病了? 

秦希 爸非要去社区志愿值班，今天换班的人来得晚，爸就累倒了。幸亏一起值班的哥哥发现及时，这会

已经送医院了。你赶紧买票回来，我先去医院照顾爸爸。（电话挂断） 

黑灯，背景音：为全力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有效切断病毒传播途径，坚决遏制

疫情蔓延势头，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自 2020 年 1 月 23 日 10 时起，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

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恢复时间另行通告。 

恳请广大市民、旅客理解支持！ 

秦河（一愣，看手表）离封城只有五个小时了......  

 

第二场 地点：街道、病床、高速公路、导师家 

这场戏需要将舞台一分为二，一边是秦河在街道上的场景一直不变，一边是 4S 店老板的病床，胡森开车

在高速公路，导师家，这三个场景按演出顺序依次改变。 

灯亮，只照在秦河一人身上。 

秦河（拨打电话）喂，是驰骋 4s 店吗？我，秦河。找下张老板。 

老板 （躺在病床，接通电话）Sorry,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隔离中，请疫情结束后再拨。 

秦河 老哥，我有急事，你人呢？我车保养好了吗？ 

老板 人和人之间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爱你，而是你要开车，我在隔离。 

秦河 我不跟你贫，我要马上开车回家！你人在哪？ 

老板 我没跟你开玩笑啊，要不你猜猜我在哪？ 

秦河 我真不猜，这会我得赶紧开车，家里有急事，我要赶紧出城。 

老板 出城？你没看新闻吗？马上就封城了，有天大的事都要以安全为主。赶紧去超市买点口罩，吃的屯

着，等我隔离出院，第一时间通知你来取车。 

秦河 我也不跟你多说了，我爸突发心脏病在医院呢，我这得赶紧回去。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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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 上次跟你一起来保养车的，你那个同学，前天给车开走了，你问问他呗。 

秦河 胡森？好的，谢了啊，你也多保重。（挂断电话） 

老板 就是这样，在你发现关上一扇门的时候，总会有人帮你打开一扇窗。所以，请叫我开窗者。（灯灭，

老板下场） 

灯亮，舞台灯光只照秦河一人 

胡森（电话接起，伴着车载音乐的背景音）喂？ 

秦河 老胡，我，秦河啊。你车呢？借我开下。我得回上海。 

胡森 （轻哼）我就在车里，要回到家里，等到来年再和你相聚。怎么？你不是留武汉陪你对象吗？这会

这么着急，要回家见父母了？ 

秦河 我爸在医院呢，我得赶紧回去。 

胡森 那咋办？我都在高速上跑一小时了，你赶紧再找找别的人。喂喂喂...（手机声音断断续续）我这信

号不好，我先挂了。 

秦河 喂？你好？（意识到信号问题，挂断电话） 

灯光打在秦河身上，秦河在舞台上无助地走来走去 

电话响，秦河连忙拿出手机 

秦河 老师...... 

导师（和蔼）秦河，武汉快封城了，你这会在哪里啊？ 

秦河（想提借车但不好意思开口）我还在武汉，（深吸一口气）但是我这会要赶回家。 

导师 回家？是出了什么事吗？ 

秦河 嗯，但是我买不到票，而且我的车也不能开了...... 

导师 秦河你别慌，我闺女做志愿者去了，她的车最近闲置在家，你开她的车回去吧。  

秦河 谢谢老师 

秦河将定位发给老师 

导师 那你赶紧收拾一下，我把车给你送去。 

秦河 太谢谢您了，我这就去学校门口等您。 

导师挂断电话，秦河脸色略微好转 

灯灭，传来两声喇叭声 

导师 孩子，快走吧 

秦河 谢谢老师 

导师 注意安全啊                  

第三场《意外》 地点：路上、车内 

黑灯，一阵车启动的声音。定光，秦河在车上跟着音乐摇摆。 

秦河 （长舒一口气）以前回家，是说走就走的旅行，这次回家，真是历尽波折。作为儿子，这几年很少

陪伴父母，连父亲有心脏病都给忘了。 

车子经过叶子小区，门口保安一手搀着孕妇，一边使劲向秦河挥手。产妇手里拿着一个袋子。 

保安（招手，大声呼喊）小伙子，停一下，停一下。 

秦河 （急刹车）大哥，怎么了？（看向孕妇）这是....？ 

保安 小伙，快来搭把手，这是我们小区一个孕妇这会快生了，你给帮个忙，就送前头医院就行。 

秦河 （拦住保安）大哥，我这会赶着出城，实在帮不了你们，这样，我给你们叫个救护车。 



Act One of Isolated City by Li Jia(Chinese Version) 

Corresponding Author: Li Jia                                                           32 | Page 

保安 （警惕，后退一步）等会，你说你要出城？你不知道吗？马上就封城了，你说你要往城外跑，快给

你我交代清楚。 

秦河 大哥你误会了，我，上海人，这会家里有事得赶紧出城，回上海。 

保安 哼，你这理由还挺真的，那我让你送她（指指产妇）你干嘛这么慌张？ 

秦河 我是真的赶时间，这不（让保安看手机），还有三个小时就封城了，我也不跟您在这多说，我呀给

你叫个 120 过会就到了。（拿出手机要拨电话） 

保安 不用，我刚打过电话了，这会救护车紧缺，得排队呢。小伙，谁出门在外没有个着急的时候，不说

认不认识，这可是两条命的事啊，送她一下，耽误不了你多久，顺着这条路，两个路口就是医院了。 

秦河（独白）帮，还是不帮，是个问题。是呀，谁能保证自己没个意外的时候，帮一帮她也是做了件好

事。可是父亲躺在病床上。 

产妇非常虚弱，保安快扶不住她了。 

保安 快点搭把手 

秦河下意识地接过产妇 

保安 （拍拍秦河肩膀）谢谢你小伙子，上车后和她家人联系。（将李琳手机递给秦河）到时候他家人会

在医院接应。你也赶紧出城吧。 

保安帮忙关上车门，向二人挥手，灯灭，保安下。     

灯亮，秦河和产妇坐在车里，秦河坐在前面，产妇坐在后座。 

秦河 大姐您坚持一下，咱们去前头那个医院，很快就到。 

 产妇虚弱地点头，没有出声应答 

秦河 能不能联系你的家人，让他们去医院接应一下？ 

李琳没有说话，秦河拿出李林手机，试图拨通她老公的电话，但没有接通。 

秦河 大姐，这......你老公也太不像话了，这会还让你自己出来，打了几个电话也不接，我是个男的我都

看不过去了。 

此时，李琳的手机响了，是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 

工友 （急切）嫂子，快来平安医院，我们马上就到了。 

秦河 喂？你谁呀？让她老公接电话。 

工友 嫂子？是李琳嫂子吗？大树哥这会在车上，一会就到医院了。 

秦河 （看向李琳）你叫李琳？（李琳点头）哎，李琳这会在我车上，她快生了。 

工友 啊？好吧，那我们医院见。 

秦河 医院见。（挂断电话，对李琳说）没事大姐，我一会给你送医院，正好你老公也过去。你就放心吧，

就一个路口了。 

黑灯，只留开车的声音。 

第一幕完。 

《封城》剧本 

第一幕 

第一场 争执 地点：公园 

大幕拉开，秦河跑上舞台 

秦河（打电话） 妈，再过几天就回去，嗯，想陪陪叶子，不用操心，好好，您注意身体（挂断） 

《三月樱花》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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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河（神秘，喜悦 跟着伴奏 面向观众）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真期待三月和她一起走在花开的樱

花树下。什么？她是谁？ 

歌曲《三月樱花》 喜悦 

秦河    走在樱花树下 

想起你美丽的脸颊 

姑娘啊 你就像三月的樱花 

春天越来越近 

但你可知 

你比春光更要美丽  

让我情不自禁想起 

 

啊 三月樱花 

纯白如雪 淡粉如霞 

花瓣飘飘洒洒 

我舍不得让它落在地下 

等春风吹开寒冷 

我就为你 

披上嫁纱 

 

我问三月樱花 

你可听到她的回答 

姑娘啊 你可明白我的心意 

春水流过小溪 

如何比拟 

你眼神流露的惊喜 

让我情不自禁想起 

 

啊 三月樱花 

纯白如雪 淡粉如霞 

花瓣飘飘洒洒 

我舍不得让它落在地下 

等春风吹开寒冷 

我就为你 

披上嫁纱 

看啊 心爱的姑娘 她 

正向我走来啦 

歌曲结束，秦河低头沉思 叶子进场。 

叶子（拍秦河肩膀）嗨，想什么呢？ 

秦河  大忙人你可来了，现在见你一面比约见领导都难。 

叶子（叹气 无奈）刚要出门又加了一个急诊，刚稳定下来我就赶紧跑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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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河（帮叶子擦汗）是，叶大夫医术高明，妙手回春怎么能不忙呢？（委屈）就怕医好了他们，我却得

病了 

叶子  什么病？ 

秦河  相思病（假装倒向叶子） 

叶子（笑 推一把秦河）胡闹 

秦河 （拉叶子手）叶子，要不换个工作吧。你就没有考虑过我们的事吗？ 

叶子 我当然考虑过，只是...... 

音乐《和我回家》秦河、叶子对唱 

秦河 什么时候考虑一下  

     打算哪天和我回家 见见爸妈 

     作为儿女  

     都明白老人的牵挂啊 

叶子 我也想过跟你回家 

     跟你见见你爸妈 

     每次接到他们电话 

     总是提起我的好 和他们的想法 

秦河 （拿起手机准备订票 说）那还等什么 

叶子（阻止秦河）可工作让我放不下 

                昼夜不分是辛苦  

                一年没有几天假 

                但这是我的追求啊 

                只要更多人健康 

               再苦再累 都是甜甜的 

秦河 一谈工作我就爆炸 

     你的职业是很伟大 

     可你也有自己的生活吧 

     能不能为我考虑一下 

秦河 和我回家 

     过两天就和我回家 

叶子 我也想啊 

秦河 哪有那么多放不下 

     买票上车跟我走 

     免得我日夜想你 

     担惊受怕 

叶子 是我的错 

     可你是否真的了解我 

     父母对我也有嘱托 

     作为医生必须履行职责 

     算了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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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多说 

秦河 是我管太多？ 

叶子 吵下去也没有结果 

秦河 你是在指责我？ 

叶子 冷静冷静，以后再说 

两人背对着对方，秦河拉了一下叶子，叶子甩开他的手，生气不理他 

叶子（看手表）上班时间到了，我先走了 

秦河想追但没去，灭灯，秦河退场。舞台只留叶子，灯光照在叶子身上营造孤独的感觉 

音乐《打不开的心窗》 

叶子 曾以为你只是不懂 

     我的执着我的梦 

只是你的无动于衷 

最让我心痛 

每次相拥 

都渴望被听到心声 

是不是一不小心 

忘记了在一起的初衷 

 

这是一扇难以打开的窗啊 

钥匙就在你手上 

试着靠近我 

让我远离不安 远离迷惑 

如果可以后退一步 

别把爱剥夺 

 

我该如何让你懂得 

你是梦也是执着  

人生就像本习题册 

总有对和错 

工作生活 

怎样才是完美组合 

是不是我太贪心 

总以为你应该迁就我 

 

这是一扇难以打开的窗啊 

钥匙就在你手上 

试着靠近我 

让我不再挣扎 不再难过 

如果可以后退一步 

别把爱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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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事业和生活不能兼得 

我该怎么做 

才能达到让人满意的结果 

就像孩子选择糖果 

红色、黄色 舍不得放弃任何一个 

 

这一扇打不开的心窗啊 

请把钥匙好好珍藏 

如果哪天我迷失了方向 

请你打开这扇窗 

带我飞翔 

灭灯，电话铃响起 灯慢慢亮起来打在秦河身上 

秦希（慌张，带着哭声）哥哥，爸爸心脏病又犯了，你快回家吧！ 

秦河 情况怎么样？送医院了吗？ 

秦希 已经叫了救护车。 

秦河 （安慰）小希你先别着急，咱爸身体一向不错，怎么这次......? 

秦希 爸非要去社区志愿值班，突然累到了，还不是之前抗击非典时落下的病根 

秦河、秦希陷入沉思 音乐《英雄不老》 

秦河 不小心 走了很远 

    时光再次浮现 

你总是冲在一线 

你欣慰的笑脸 

很少出现在我面前 

我却将它熟记心里面 

当时年纪还很小 

总觉得你很严肃 

总是满怀心事 

但是你的叮嘱 

我却记得很清楚  

秦希 抬起头 看看人间 

     皱纹爬上你的脸 

     书写过的诗篇 

     要再次描述一遍 

     这一次你依然 

     义无反顾冲向一线 

     见面的时间总是很短 

     想说的话很多却总被打断 

     我怎能不知你心里装的是什么 

     你的愿望不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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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众一心人们在一起 

齐心合力共同战疫 

      但是 这次我要和你 

     手牵手一起  

把爱传递 

秦河、秦希合唱 千难万险 你在身边 

               千辛万苦 你冲在前 

               尝尽艰难 没有怨言 

               再次回到抗疫一线 

               成全自己 

               赤子之心一片 

               只愿疫情过后 美好人间 

音乐结束，舞台恢复明亮 

秦希 哥哥，你赶紧买票回来，我先去医院了。（电话挂断） 

黑灯，背景音：为全力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有效切断病毒传播途径，坚决遏制

疫情蔓延势头，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自 2020 年 1 月 23 日 10 时起，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

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恢复时间另行通告。 

恳请广大市民、旅客理解支持！ 

秦河（一愣，看手表）离封城只有五个小时了......  

 

第二场 地点：街道、病床、高速公路、导师家 

这场戏需要将舞台一分为二，一边是秦河在街道上的场景一直不变，一边是 4S 店老板的病床，胡森开车

在高速公路，导师家，这三个场景按演出顺序依次改变。 

灯亮，只照在秦河一人身上。秦河坐下开始回忆和父亲相处的画面，回家的心情越来越急切 

秦河独唱 （音乐 《一张车票的距离》） 

好久没有见到你 

好久没有计算我们的距离 

少年总是太坚定 

煽情的话从不说给你听 

来不及翻译的暗语 

未曾表达的深情 

是我和你错过的光阴 

 

一张车票的距离 

时间为故事执笔 

如果成长是一趟漫长的旅行 

没有你 

我的归途在哪里 

还想回到年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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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门前听你 

叙述过往的点滴 

 

多久没有在一起 

多久没有计算爱的距离 

忽视你眼中的深情 

 

一张车票的距离 

时间为故事执笔 

如果成长是一趟匆匆的旅行 

错开你 

下一站又在哪里 

假如回到年少时 

我是否懂得珍惜 

遗忘在岁月中的点滴 

 

又走过一个四季 

还没来得及与你走在春风里 

旅途不是逃避 

开始明白未曾表达的心意 

在漫长岁月里 

 

月光与抒情相宜 

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我亮起 

思念的脚步很轻 

不过是一张车票的距离 

如果成长意味着老去 

我与你 

不过是二十多年的距离 

不必使用时光机 

温暖始终记在心里 

因为你 

每趟旅程都要计算归途的日期 

灯灭，秦河起身开始打电话 

秦河（拨打电话）现在买票已经来不及，不如开车回去。 

老板 （躺在病床，接通电话）Sorry,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隔离中，请疫情结束后再拨。 

秦河 老哥，我有急事，你人呢？我车保养好了吗？ 

老板 人和人之间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爱你，而是你要开车，我在隔离。 

秦河 我不跟你贫，我要马上开车回家！你人在哪？ 

老板 我没跟你开玩笑啊，（音乐《找到你》）要不你猜猜我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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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河 我没心情跟你废话 时间不多啦 我要马上开车回家 

老板 开车回家？我看你口气挺大 就快封城啦 别再说笑话 

秦河 不回家放心不下 父亲突然躺在病榻 情况紧急呀 

老板 可是我真的被隔离了 你再想想办法 

秦河 我要回家 车站已经买不到票啦 

老板 赶紧回家 我在隔离 没有办法 

秦河 谁能帮帮我 告诉我该怎么做 

老板 还是先管好我自己吧 你快想别的对策 

秦河 既然这条路行不通 我再另外想一个 

老板 关了一扇门 再开一扇窗 

秦河（抓头）还有别的办法吗？还能再借一辆车吗？ 

老板 你快想想啊 

秦河、老板 走到悬崖边 才能想出其他的道路 

           堵在路尽头 才会激发潜在的技能 

           哦 快转动灵活的大脑   （老板独）去思考 

           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向      别浪费时光 

           关了一扇门 （秦河独）再开一扇窗 

           时钟划过数字 一分一秒走得匆忙 

老板 可以找你同学帮忙 

秦河（说）对啊！（兴奋，马上要挂电话）祝你健康！（干脆讲完，迅速挂电话） 

舞台灯光只照秦河一人 

胡森（电话接起，伴着车载音乐的背景音）喂？ 

秦河 老胡，我，秦河啊。（音乐《Highway》）很开心 听到你的声音 

      想知道 你这会在哪里 有事想要麻烦你 

胡森 怎么了 我的好兄弟 你猜猜 我这会在哪里 猜对有奖励 

秦河 快停止你玩笑的语气 你不明白我内心的着急 （说）你车在哪里？ 

胡森 真是赶巧 我正在高速上跑 走了有些距离 但离家还有好几里 不过也不太着急 

     你是怎么啦？ 这会着急回家 不是要陪女朋友吗？ 

秦河 玩笑话别再提 我的电话响个不停 传来父亲住院的消息 才会如此心急 就怕耽误时机 

 就像热锅上的蚂蚁 

胡森 可我已经踏上规程 无法回头接你 快想办法 还来得及 

秦河 我要回家 车也不能开了  

胡森 赶紧回家 我在高速上 没有办法 

秦河 谁能帮帮我？ 告诉我该怎么做 

胡森 我还是看清路 你赶紧想别的对策 

秦河 既然这条路依然不行 我再想想另一个 

胡森 又关了一扇门 再开另一扇窗 

秦河 还有别的办法吗？奇迹还会出现吗？ 

胡森 你快开动脑筋啊 



Act One of Isolated City by Li Jia(Chinese Version) 

Corresponding Author: Li Jia                                                           40 | Page 

秦河、胡森 走到悬崖边 才能想出其他的道路 

           堵在路尽头 才会激发潜在的技能 

           哦 快转动灵活的大脑   （胡森独）去思考 

           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向      别浪费时光 

           关了一扇门 （秦河独）再开一扇窗 

           时钟划过数字 一分一秒走得匆忙 

胡森 还有谁可以帮忙？ 

秦河 快帮我想想 

胡森 喂喂喂...（手机声音断断续续）我这信号不好 

秦河 喂？你好？（意识到信号问题）祝你平安到家.（挂断电话） 

灯光打在秦河身上，秦河在舞台上无助地走来走去 

秦河 又过了二十分钟，今天难道真的走不成了？快点出现奇迹吧！ 

电话响，秦河连忙拿出手机 

秦河 老师...... 

导师（和蔼）秦河，武汉快封城了，你这会在哪里啊？ 

秦河（想提借车但不好意思开口）我还在武汉，（深吸一口气）但是我这会要赶回家。 

导师 （音乐《快走吧》）为何急匆匆？ 眼看就要封城 不要轻易行动（说）在屋里待着吧 

秦河 父亲突然病重 要赶紧回到家中 要赶紧采取行动 

导师 我女儿的车先让你开吧 她去做志愿者啦 本来想让你们一起的  

秦河 （说）谢谢老师 

秦河将定位发给老师 

导师 赶紧走吧 我给你送车 别想太多 

秦河 春风微雨育桃李 师恩永远记心里 天涯海角有尽头 师恩在我心中留 

导师（笑，说）行了，稍等一下。 

导师 谁还没有为难时 举手之劳何足挂齿 大家心情都一样 遇到问题来帮忙 即使关上一扇门 为你打开

一扇窗 

秦河、导师 城市的道路就要封锁 心的通道依然开放 有爱的地方 就是天堂  

         用爱心给你做翅膀 越过黑夜 乘风飞翔 只要挺过黑夜 终会看见阳光 

导师挂断电话，秦河脸色略微好转 

秦河（音乐继续）终于不必再担心 可以松一口气 

                得到了想要的结果 虽然经历波折 

                这个时候离开了 心中还是不舍 

                等到春暖花开时 再来与你相遇 

灯灭，传来两声喇叭声 

导师 钥匙给你，孩子，快走吧 

秦河 谢谢老师 

导师 注意安全啊                  

第三场《意外》 地点：路上、车内 

黑幕，一阵车启动的声音。定光，秦河在车上跟着音乐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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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河 （长舒一口气）以前回家是说走就走的旅行，现在想离开这个城市，就跟做了逃兵一样。不管啦，

武汉，bye-bye.（秦河开车穿过空荡的城市 音乐《Let me go》） 

Oh Let me go let me go 

Let me go with the uneasy soul 

穿过空旷的街头 

迎风一直走 

想要回家的念头 

萦绕在心头 

期待花开的时候 

车站门口 

         

800 公里要走多久 

谁向我伸出援手 

谁明白我的感受 

 

Let me go let me go 

Let me go with the uneasy soul 

如果今夜注定停留 

转机出现在什么时候 

地铁站演出寂寞独奏 

不必将我挽留 

请赐予我最后的温柔 

让我走 

 

路边发芽的春柳 

闪过我身后 

此地空余江水流 

谁知游子乡愁 

转机出现的时候 

又过了一个路口 

800 公里终有尽头 

将一切抛之脑后 

对这里挥挥衣袖 

不逗留 

 

Let me go let me go 

Let me go with the uneasy soul 

如果今晚只是前奏 

下次相见还需要多久 

地铁站演出寂寞独奏 

不必将我挽留 

让我留下一点温柔 

再让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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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是尽头  

向左还是右 

不要难过太久 

再见我亲爱的朋友 

月亮已经爬上枝头 

回家路上怎可停留 

Farewell 

Please let me go 

Family may calm down my uneasy soul 

车子经过叶子小区，门口保安一手搀着孕妇，一边使劲向秦河挥手。产妇手里拿着一个袋子。秦河急刹

车。 

秦河 大哥，怎么了？（看向孕妇）这是....？ 

保安（音乐《请你伸出援手》）小伙子 你停下 

     请停止匆忙的脚步  

请你在此驻足 

这里需要你的帮助 

秦河 什么情况？ 

     难道回家之路就此打住？ 

保安 看你开车如此迅速 

     想必你也有难处 

     但是请你伸出援手 

     帮帮这位产妇 

     将她送到医院 

     正好顺路 

保安要将产妇扶进秦河车里，秦河慌忙下车，将车门关上。 

秦河（说） 停！请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保安 小伙，来不及解释了，（音乐继续）让她上车，过后再跟你细说 

秦河（警惕，说）总要先让我弄清情况。 

（音乐继续）姓名？（指向产妇） 

保安 不知 

李琳（虚弱）李琳 

秦河 住址？ 

保安 就这小区。 

秦河不满地看了保安一眼 

保安 紫藤花园小区 

秦河 为什么出到现在这里 

     什么时候出的事情 

保安 刚刚我开门 

     看到门口坐着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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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近一看 她在流汗 

    （产妇在这时晕了一下，保安转移注意。） 

     情况不妙 她要晕倒 

产妇非常虚弱，保安快扶不住她了。 

保安 快点搭把手 

秦河（接过产妇 唱）救，还是不救，是个问题 

保安  善良本身就是选择题 

      一瞬间的选择  

可以拯救一条生命     

       不能违背自己的内心 

       难道你没有无助的时候？ 

       一定有人向你伸出援手 

       想想帮助过你的人 

       你怎能选择漠视 转身就走 

秦河  借我车的老师 

      奔赴前线的爱人 

      做志愿者的老板 

      诊治父亲的医生 

      谁能没有一点困难 

      可他们依旧选择无私奉献 

      为了他人 

     （为难的看了眼保安）但是我的父亲 

      在病床上昏迷 

      作为子女 

      实在不放心 

      才要争分夺秒 

      赶回家里 

保安（拍拍秦河肩膀以示安慰）小伙子 不要急 

     善良的人会有好运气 

     离封城还有三小时 

     只是顺路 

     将她送到前边医院就可以 

     善良是选择题 

     一瞬间的选择  

可以拯救一条生命 

     英雄在平凡中彰显伟大 

只要你伸出援手 

平凡的日子也可以开出一朵花 

秦河（音乐停 犹豫）我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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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 我相信你！（将产妇放在车上，上车时产妇的手机掉了出来被秦河接住）（音乐）快走吧 时间还来

得及。 

     （关车门）把她送进医院 

      你再一路狂奔 

      冲向目的地！ 

保安向二人挥手，灯灭，保安下。     

灯亮，秦河和产妇坐在车里，秦河坐在前面，产妇坐在后座。 

秦河 大姐您坚持一下，咱们去前头那个医院，很快就到。 

 产妇虚弱地点头，没有出声应答 

秦河 能不能联系你的家人，让他们去医院接应一下？ 

李琳没有说话，秦河拿出李林手机，试图拨通她老公的电话，但没有接通。 

秦河 （音乐《逆行英雄》）你老公在哪 

     为什么不接电话 

     这个时候不应该守在你身边吗？ 

     我再试一下 

秦河再次拨打大树的电话但是仍然未接通，这时李琳情况略有好转，开始和秦河说话 

李琳 别打了 

     就是因为知道他出事 

     我才受到惊吓 

     刚刚是我太慌张 

     没想到让你耽误事 

秦河（不好意思，挠头，说）没事，举手之劳。 

     （音乐起）不过你老公也太不像话 

     这个时候还有比你重要的事吗？ 

     而且不接你电话 

     要是我就拉黑他 

李琳（沉默一下，说）他...去做志愿者了。 

秦河 志愿者工作很重要 

     但他也是你的依靠 

     单位家庭两边跑 

总有一边顾不着 

此时，李琳的手机响了，是工友打来的电话 

工友 （急切）嫂子，快来平安医院，我们马上就到了。（匆匆挂断） 

李琳（音乐继续） 若不是为了大家 

     谁情愿离开自己温馨的小家 

     那天他背起行囊 

     那天他跨出家门  

走向抗疫前方 

     我的心里呼唤了几万次的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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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究是化作一句 当心点 

眼泪便一直往下流 

 可是他还是受了伤 

在我最需要的时候 

无法守在我身旁 

可我心中还是没有怨言 

只能默默祈祷 

希望疫情早日过去 

一起感受生活的美好  

秦河（被感动）你们是黑夜里的点点星光 

     聚集在一起 散发巨大光芒 

     无私奉献 只为点亮希望 

     你们是最伟大的逆行者 

     你们有高大的背影 

也有温暖的胸膛 

带着巨大的勇气 

与无数勇敢的人一起 

奔赴前线而去 

请让我默默为你祈祷 

祝你平安 

春风将吹散阴霾 

人们的笑脸也会如期展开 

音乐完 

秦河（惭愧）大姐，我向您道歉，是我误会大哥了，您在再坚持一下，再过一个路口，我们就到了。 

李琳 小兄弟，其实你也是个善良的人，今天如果没遇到你，不知道还要等多久。对了，你父亲是怎么回

事？ 

秦河 他也是参加志愿工作，由于过度劳累，心脏病突发。这会已经在医院了。 

李琳 一会给我送到医院门口你就走吧，马上就封城了，不能耽误你时间。 

秦河 没事大姐，我一会给您送医院里，正好我在那有熟人，到时候给她交代一下。您再等一下，马上就

到了。 

黑灯，只留开车的声音。 

第一幕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