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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白的老戏台

岁末年初的成都，行走在市中心
为数不多的老街石板路上，不见梅花，
鼻尖却传来丝丝缕缕的梅香。我携着
一小包青茶，正要和几个朋友觅锣鼓
而去，看一场精彩的草根川剧演出。

隐没在望平街里的香香巷其实
是一条喧嚣的“好吃街”，这里的数家
馆子都上过四川各大电视台的推荐
榜，相形之下，巷子尽头那家“天府古
戏院”就显得格外矜持而沉静。登上
三层的旋转楼梯，好戏正在鸣锣开
场。我不是第一次来这里听戏，因此
也知道如果这个小舞台暴露在白昼
的天光里，观众会蓦然发现大红的地
毡早已褪色，头顶的朱红横梁四角走
线都已磨白。但是，绣着金线的蓝绸
桌布一搭上泛旧的竹藤桌椅，头上灯
光一打，四周鼓乐齐鸣，才子佳人抑
或帝王将相粉墨登场，这里又好似换
了一番天地——

这天上演的戏折是《赶三关》里
“薛平贵计醉代战公主盗令牌”一节，
分饰男女主角的台柱分别是原攀枝
花川剧团团长洪志勉和原德阳川剧

团的胡雪梅，浸润了数十年的功底此
刻凝聚在这小小舞台不足一个小时
里，光华自然璀璨夺目——如同多年
的陈酿被一掌拍开，这是属于川剧独
有的馥郁香气，它时而高亢、时而低
徊，浸透着四川人骨血里的喜怒哀
乐，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曾独领风骚数百年的川剧启于
唐，盛于清，它吸收了苏、赣、皖、鄂、
陕、甘各地声腔，融高腔、胡琴、昆腔、
灯戏、弹戏为一炉，与“变脸”“喷火”

“水袖”等独树一帜的表演技法有机
结合，荣登“天下第一戏”的宝座。可
以说川剧在 1000 多年中绵延不绝
的衍生与发展，正是四方文化倾注到
四川的一个缩影，而“四川盆地”形神
皆似我们常见的“盖碗”，海纳百川地
承载了四方清泉，为我们奉上了一道
清香扑鼻的仙茗。

上世纪 70 年代末，大批经典剧
目重放光彩，老艺术家重归舞台，
川剧吸引了大批戏迷蜂拥而至地

“打拥堂”（四川俗语“凑热闹”之
意）。但是随着“老戏老演老观众”
模式的一再重复和时代的不断进
步，川剧的一时回暖下潜藏着重重
危机。果然，市场的迅速凋零坐实
了这一切，1981 年，川剧演出场次
比上一年减少 6%，观众比上一年减
少了两成，显示出后劲乏力的危
机。直到今天，由于流行文化的日
新月异和人们关注方向的不断转
变，川剧作为殿堂级艺术，在普通
人心中高则高矣，却曲高和寡。

别丢了文化信心

据著名民俗学家袁庭栋观察，成
都的川剧大致分布在三个地方：一则
国有体制下的省市一级川剧团勉强
运营；二则在一些街道、公园流动的
民间草根剧团举步维艰；三则在宽窄
巷子、锦里等外地游客常去的饭店
里，个别演员作为助兴节目进行表
演，展示的也多是变脸、喷火等观众
感兴趣的技艺。

自川剧 2006年被纳入国家第一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来，一直呈
现出一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局
面。陈智林、崔光丽、陈巧茹⋯⋯16
位川剧梅花奖得主，证明着川剧在全
国戏曲界的地位；而本地剧场里的观
众却是一群白发苍苍的耄耋老者，鲜
见年轻人的身影。四川作协副主席
曹继祖不禁叹息：“传统川剧的观众
真是去世一个就少一个了。”

在四川艺术职业学院院长、四川
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演员、
梅花奖得主陈智林看来，川剧不缺观
众，缺乏的是关注。他说：“现在人们
习惯于追捧欧美的流行文化与高雅艺
术，却独独忽略身边与我们血脉相接
的传统文化。比如广为流行的嘻哈
RAP，一百多年前的川剧里就有与之
相类似的曲牌，又有几人知道呢？”

“丧失了文化自信是最可怕的
事。”他说，“不能让人家一提起四川

文化，只能想到火锅和熊猫吧”？

最好的检验者

2010 年后，随着一大批经典剧
目的复排和新戏的上马，川剧从传统
走向现实的步伐越迈越大：从反腐题
材传统大戏《卧虎令》到反映好干部
兰辉事迹的新编现代川剧《辉映羌
山》，从不断加演仍一票难求的大幕
戏《白蛇传》到火爆校园的新编神话
川剧《火焰山》，用优秀传统艺术弘扬
正能量，让精品剧目传递正能量，在
满足老戏迷胃口的同时，又吸引了年
轻观众的注意。

特别是将阿来的茅盾文学奖获
奖作品《尘埃落定》改编为同名川剧
搬上舞台，将川剧传统的空灵深邃与
西方当代戏剧的现实主义张力有机
结合，在艺术上达到了极高的成就。
原作者阿来曾自掏腰包买票进场，对
这一改编赞不绝口。

排了好戏给谁看？四川省各大
川剧院回应，“首先是群众”。

谈起如今川剧下基层的盛况，梅
花奖得主、绵阳市文化局副局长喻海燕
在电话里的快人快语扑面而来：“可以
得很！可以得很！简直可以得很哦！”

2015 年 12 月末的成都双林社
区广场上人头攒动，“出师未捷身先
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国家一级
演员蔡少波甫一亮嗓，“成都有戏
——2015 川剧艺术巡演”双林社区
站拉开了序幕，不仅老戏迷致以热情
的掌声，不少年轻人也专门举起单反
相机或手机，拍下这一幕幕的精彩，
料想几分钟后，一条条新鲜热辣的内
容又会刷爆了朋友圈——这里面既
有好奇，也有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不
自觉的喜爱和亲近。

其实，民间戏曲离我们并不远。

川剧：排了好戏给谁看？
□ 李咏瑾

茶乡安溪的文化名片是高甲戏，2006 年 5 月，被列
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然而，和其他民
间戏曲一样，屡受“他山”文化抢滩冲击。高甲戏如何在
经历 150 多年发芽、成长后，逐渐在今天茁壮起来呢？闽
南农村的老乡，在迎神庙会的时候，把民间故事和民间音
乐等融合在一起游街。后来，这种表演走上了舞台创造
了高甲戏。虽然舞台是粗糙的，故事也是粗糙的，但群众
需要这些英雄故事，这一戏种就传承了下来。

今日不同以往。安溪县高甲戏剧团团长、艺校校长
谢志斌常常担忧高甲戏的未来，尽管实际情况并非他想
象的糟糕。去年夏天，剧团“送戏下乡”到西坪镇留山村，
乐动十里八村。不到晚上 6 点，村民文化广场就聚集了
2000 多名群众。竹板声声，好戏开场，台下闲嗑的、串着
场子挤位置的人群，瞬间安静下来。村民们拖家带口，或
坐或站，很快沉浸在精品剧目《玉珠串》剧情中。3 个多
小时的演出后，村民们意犹未尽，大呼过瘾。

在安溪当地，高甲戏不乏一票戏迷。然而，除公益展
演之外，高甲戏却难以在商业演出主导的城市剧场扎根
立足。

“剧本匮乏，剧场简陋，营销模式陈旧，都在致使受众
流失，限制着安溪高甲戏的市场拓展。”安溪县高甲戏剧
团老团长林水德认为。

“做梦都想遇见好剧本。”多年来，充斥全国戏剧界的
“剧本荒”，也让谢志斌十分担忧。一出好剧本，成就一台
戏、一个剧团，甚至焕发整个地方戏市场生机的事例，屡
见不鲜。

最紧要的是演员。在全国戏曲界普遍对人才匮乏忧
虑的时候，安溪县在 2013年创办了九年一贯制戏曲表演
大专高甲班，招收十几岁的孩子，教授练习、传承高甲戏。

“练习跑圆场，孩子们要保持同一个姿势，跟着脚步的
节奏，绕着场地跑，一次跑20分钟以上，看起来很简单，其
实很累。但是也只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少年高甲
班班主任柯长泰说，不只武功课，形体、科步、身韵、唱腔、
道白、曲牌等，每天七个小时的课程排得满满的。

“学员主要来自安溪县 24 个乡镇，南安、漳州等周边
地区也有。”据介绍，少年高甲班每六到八年招收一批新
学员，学生学习期间就能登台表演，毕业后能拿到大专文
凭，备受家长青睐。为此，剧团组织老师到 24 个乡镇的
中小学校里，从声音、体形、容貌等方面，选拔了一批潜力
学员，希望以剧团表演带动专业成长的模式，让安溪高甲
戏得到更好的传承。

文化部门的数据显示，我国目前仅有地方戏种286个，并且平均每两年就有3个剧种消失；全国有74个

剧种只剩一个职业剧团或戏班，处于几近消失的边缘。“遗失的艺术”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保护非遗没有句号
□ 张志勇

高甲戏：

老调酝新曲
□ 兰 霞

回首川剧 30 年漫漫改革路，放
眼戏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未
来，作为将 33 年职业生涯尽数奉献
给戏剧艺术研究的学者，中国戏曲学
会常务理事杜建华的目光里既充满
了忧思，又满怀着期待：“川剧的振兴
之路很像修建一座金字塔，我们在关
注塔尖风光无限好的同时，更要夯实
基础，关注塔基的建设。”

“比起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期，现
在社会对于川剧的关注程度是有落

差的，‘振兴川剧’，不能仅仅只是一
句口号。”

在她看来，人们要么把川剧作为
一种殿堂级艺术束之高阁，要么把

“变脸”“吐火”等技艺单独拆分出来
流于市井。这都是不正常的欣赏观，
民间戏剧应根植于老百姓的日常生
活中才能保持它长期鲜活的生命
力。和任何传统文化的继承一样，民
间戏剧博大精深，接触容易，深入了
解难，需要一个长期浸润的过程。杜
建华就在《四川戏剧》杂志的前身《川
剧艺术》做了五年编辑，才对川剧有
了一个较为系统的了解。

“不能单纯用市场的眼光来看待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不能简单
地搞‘一刀切’，在受众基础还很薄

弱的时候将传统戏曲盲目地推向市
场。”

现在，整个四川省能演出全本大
戏 、建 制 完 整 的 剧 团 不 超 过 10 个
——除了省、市一级的大型川剧院
外，放眼整个四川，惟有遂宁、自贡、
南充、乐山等地还有零星的川剧演出
活动，现状令人堪忧。

造成这样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市场化经济大潮一来，很多地方
的剧团开始了企业化改制、走向了自
负盈亏的艰难之路。一方面政府的
扶持力度还有待加强，另一方面市场
又没有成熟的商业接纳度，生存环境
的薄弱导致剧团数量大幅减少。演
员新老不继，出现断层，人才流失情
况严重。以绵阳为例，前些年好不容

易培养出一批川剧学员，由于缺乏良
好的锻炼平台，除了极少数苗子被省
市一级川剧团选入外，剩下的学员不
得不另谋出路。传统戏曲是一门

“唱、作、念、打”高度综合的艺术，培
养一个“角儿”很难，现在由于缺乏平
台就这样白白流失，非常令人痛心。

文/李 瑾

中国戏曲学会常务理事杜建华

“不要只羡慕金字塔的塔尖”

2015 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正式纳

入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十周年。中国文化遗

产日也迎来了它的第十个年头。这一年，在

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启动 13 年之

后，一大批文化界人士回到这一工程的起点

后沟村，作了一次再出发。“保护文化遗产，

没有句号，只有逗号。”这体现的是一种无法

割舍的情怀，但非遗保护经验也告诉我们，

不能只有情怀，更要用实力让情怀落地。这

十余年中，非遗保护对塑造国家文化软实力

的长远和现实意义，已日益凸显。

2015 年 12 月，歌曲《给你一点颜色》刷

爆微信朋友圈，这首歌是由谭维维与华阴老

腔艺人们合作完成的，被网民和媒体称为

“最牛摇滚”“民艺摇滚”。一首歌，使得一项

古老的艺术形式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华阴

老腔，在这个视频火爆之前，想必并不会有

太多人了解。其实“华阴老腔”早在 2006 年

便成为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网友“鞍山活水”说：“听到了谭维维和

5 位华阴老腔的老艺人合作的歌，我泪奔

了。从来没听过的老腔和西方的摇滚乐结

合起来是如此动人，这是土地上的声音、草

根的声音。”

还有一个没这么火爆却潜流暗涌的例

子——正在北京无用生活空间举办的、持续

至明年 4 月的“滩头年画，魂兮归来”——滩

头木版年画北京展。展览的策划者马可，致

力于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与创新。这次展览

切入的角度既非官方也非学术更非收藏，它

关注的是民间手工艺和日常生活的密切关

系，关注的是传统生活方式对人心与社会的

影响，关注年画背后人的生存状态及命运沉

浮的密码，希望唤起更多人对中国传统民间

工艺和手艺人的珍视。因为消失的手艺背

后其实是五千年农耕社会孕育出的道德良

知、社会伦理的瓦解，这其中所付出的代价

是无法挽回的国殇。

非遗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资源价值日

益凸显，各个领域的从业者，已经自发地以

非遗为资源，汲取着最为可贵的营养。这里

值得一提的是，11 月 6 日，中国民协批准成

立中国非遗资源管理评价研究委员会。这

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意味着一种新

的认识：非遗不只是对历史遗存的抢救保

护、对历史文化现象的挖掘整理与活态化传

承，更应该作为一种资源状态进行保护与发

展，让非遗资源融入当代人们生活、融入现

代社会经济。作为资源状态的非遗，它更多

是一种要素、方法、手段、能力与价值取向，

是中国文化建设和创造的不竭之源。

但是，直到今日，留住乡愁依然有方无

药。去年初，一篇《一个博士生的返乡日记》

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年中和年尾，关于乡愁

又有两篇在微信朋友圈里流传的文字：《待

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和《回不去的故

乡，抵达不了的远方》。的确，对于从农耕社

会中成长起来的现代中国，农村永远是人们

心中遥远的乡愁。

一个令人欣慰的消息是，自 2014 年 6 月

中国民协、中国摄协、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

启动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以来，目前已完

成 222 个村落的立档调查，获得大量村落资

料，再经过分类、梳理、校正、逐一入档立卷，

编入数据库。这 222 个已完成立档调查的

村落中，多数来自于目前已评选出的三批传

统村落国家名录。

不过，光有村落名录和调查立档，并无

助于改变农村现在面临的空心化困境。谁

都知道，保护传统村落，“留住人”是重中之

重。对个体而言，传统村落寄托的是浓郁的

乡愁。对国家而言，传统村落传承的是民族

的底蕴。当曾经熟悉的村落，在城镇化的浪

潮中一个个消失，我们该怎么办？当前我国

社会的“农村病”为传统村落文化保护造成

了困境，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人，乡村文

化的传承还需要乡村精英的回归，需要鼓励

有思想、有情怀、有能力的精英知识分子回

归，但对他们来说，远方固然难以抵达，故乡

却更难回归。

闽南是出名的“戏窝子”，高甲戏就

是其中数得上的一支

留 住 非 遗 ①

民间戏剧：坚守同奏振兴曲

人们习惯于追捧欧美的流行

文化与高雅艺术，却独独忽略身

边与我们血脉相接的传统文化

民间戏剧应根植于老百

姓的日常生活中才能保持它

长期鲜活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