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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长城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

之山海关

乡村戏园像一坛陈年老酒，香醇又绵长。
台上，一把折扇轻摇，二胡、三弦拉弹自如；台
下，父亲抱着孩子，放在脚踝上“荡秋千”，小商
贩生意红红火火。一场戏散，白发老者一手牵
着孩童，一手拿着手电筒，沿着曲巷深一脚浅
一脚摸回家。黑夜如漆，那细长的光柱盈满荡
气回肠的故事。

岁月悠长，河水汤汤。时间的脚步从《茶
瓶记》小春红的大茶瓶中走过，从《花为媒》张
五可的菱花镜中穿行，从《人面桃花》崔护的艳
体诗句中踟蹰……评剧，这个崛起于 20 世纪
初，根植于燕赵大地的传统戏曲剧种，经时间
长河的洗礼，依旧被人们深深喜爱。

从莲花落、单折小戏到平腔梆子戏，再到
评剧，它从冀东平原唱响大江南北。无论灯火
楼台，还是寻常巷陌，那些熟悉的历史典故、鲜
活的人物形象，伴随着舞台上或急或缓、或激
昂或凄凉的鼓梆，一句句、一幕幕地盛满戏台
这一方寸天地。一百多年来，评剧以它那晓畅
通俗的民间俚语，高度口语化的道白，欢乐着
人民的欢乐，忧患着大众的忧患。

如果说流布较广、影响较大，强烈的口语
化、歌曲性、故事性是评剧的鲜明特点，那它对
人类价值的关怀、探索就更具积极价值了。来
自民间的评剧，深入生活肌理，融入艺术血肉，
一会儿风云激荡，一会儿清风明月，让人过耳
难忘、回味无穷。它是劳苦大众在艰难和辉煌
的时光中积淀而成的瑰宝，它像绵延不息的长
河流水一样，时刻见证着民族国家的荣辱兴
衰，见证着民众的喜怒哀乐。

闹市沽酒、洞房花烛，蝇营狗苟、世态炎
凉……这些属于时代、世俗、人性方面的内容，
在每一场戏循环往复的唱腔中，发出对生命意
义的追问，发出对人生价值的探寻。

随着社会的发展，欣赏评剧的机会也越
来越多。从山村戏楼、简易舞台到正规大剧
院、艺术中心，再到坐在家里拿着手机，处处
可以欣赏各个名家的唱段儿。特别是评剧传
入冀中重镇石家庄后，它迅速兴盛起来。改
编自皮影、河北梆子、京剧的剧目，适时创作
的现代戏……数百部内容丰富、紧贴时代的
剧目，在为群众所喜爱的同时，也让它成为这
个城市的主流戏剧形式之一。

优美评剧调，光华磨砺出。戏台上流光溢
彩留下享誉绝唱的人，没有哪一个不是经受百
般身体磨炼和心灵洗礼。省级非遗传承人、今
年80多岁的尚丽华，生于梨园世家。她8岁学
京剧，9 岁登台，13 岁跟父母从外地来到石家
庄。数十年的从艺经历，她在唱腔上吸收了各
流派之长，塑造了众多不同年龄、身份、性格的
古今人物，在省内外产生广泛影响。这样的经
历，同样渗透着生活的艰辛，也诠释着她对评
剧艺术的参悟和热爱。

任何一门艺术，传承至关重要。从莲花落
到评剧，历经代代宗师的整理、发扬，现在传到
了年轻人的手中。开枝散叶一百年，人才辈出
有新篇。如今，石家庄市评剧院成为评剧传承
和发展的重要基地，该院一团国家级非遗传承
人袁淑梅在教学中口传心授，手把手一招一式
地教年轻人唱、念、做、打、舞。经过她和所在
团队的培养，多名学生获得全国小梅花大奖，
一代代评剧演员如雨后春笋茁壮成长。

初夏清凉之夜，在故园楼台或寻常巷陌驻
足，重温评剧经典剧目，听一出悠远唱腔，哪怕
就是一句“三春杨柳黄莺唱，碧蝶黄蜂采花
香”——那步履矫健的动人身姿及清脆动听的
声腔，足以让人感觉自己就是一个“烟火神
仙”，而生活的动人之处，也便尽在曲中了。

百年平腔
永流传
□河北日报记者 史晓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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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剧

评剧《花为媒》剧照。
石家庄市评剧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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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满，正午，太阳老大，吉哥
微眯着眼走在天下第一关箭楼
（镇东楼）的南侧马道上。

吉哥，本名吉双喜，六十三
岁，鬓发斑白，人却精神年轻，脚
力好，担任原山海关区文物局文
物保护工程科科长多年，退休后，
因为经验丰富被返聘，人随和，就
连局里小年轻，也爱叫他声吉哥。
要说他跟长城保护摸爬滚打半辈
子，不夸张。47,48……他在心里默
数，现在睁眼一定能清楚看到镇
东楼二楼南面的16扇箭窗了，而
再走60多步就到顶啦！近40年来
这是第多少次登关，他早记不清
了，只不过，闭着眼都知道走到哪
了。

右手一抬他便摸到了城墙，
砖石被太阳烤得温腾腾的，正如
心里的热乎气——老伙计，又见
面了。擦身而过的游客语气漫不
经心，“这墙咋花里胡哨的？”他睁
开眯着的眼，不大爱听，手指下意
识划过墙面：接近地面部分是层
层旧砖，往上部分相当平整，再往
上又沧桑坑洼起来；颜色上嘛，灰
黑青白任意铺陈，一眼望去，确实
有点“变化无常、随心所欲”。吉哥
心里明镜一般，（上世纪）七十年
代修补的，是水泥掺白灰，加上倒
塌下来的残砖，看上去有点“简单
粗暴”；1985年前后整修部分规整
许多，大多用了青砖，纯白灰砌
筑，按原材料原工艺修缮；等到
2003年，镇东楼彩绘、山海关关城
西门、南门城台和西墙修缮时，又
查漏补缺了不少；再到2010年前
后，“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
用、加强管理”的方针让他们这些
护城人认准了尽量“保持原状，啥
样就啥样”，……外人看在眼里，
确实斑驳花哨，但那是历史，记录
着几百年风雨，也少不了这许多
年修护理念的变化。

眼前的镇东楼分上下两层。
下部城台敦实雄伟，中间有砖砌
拱券门，以通内外，这便是常说的
关内、关外的分界线了。上层为木
质的隔扇门窗，城楼的屋顶是九
脊歇山重檐顶，城池周长约 4 公
里，内有瓮城。整个城池与长城相
连，以城为关，城外有护城河。在
冷兵器时代，确实“一夫当关，万
夫莫开”。

风从西来，自拱券门呼啸而
过，在瓮城里东奔西走找不到出
口，呜呜作响，打个旋儿，向上而
去。若无阻挡，原来从关内到关外
竟是这么一溜儿烟的事。

吉哥笑笑，终到楼顶。顺着风
四望，有兵部分司署，有熙攘古街，
有满目苍翠，也有新建的楼房，心
旷神怡。眼前是眼前，头脑中的景
色却更阔远得多，脚下这镇东楼，
始建于明洪武十四年(1381 年)，
1961年便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配上南北两侧
的靖边楼、牧营楼、临闾楼、威远
堂，“五虎镇东”，威风凛凛，雄关天
下，怎一个“帅”字了得？

再站高些再想远些，千百年
时空穿梭竟在弹指一挥间，一时
不知身在何处。北望，峰连峰，树
成片，长城逶迤，若隐若现；向南，
海浪汹涌，有路自脚下穿过城门，
瓮城，伸向远方……心头

莫名一动：当年，那些守城人站在
这里，也必是云卷云舒、思绪万
千！此时这关城是安静的，古城也
是安静的，店铺林立，游人如织，
却没有其他古城旺季时沸反盈天
的躁动，来与不来，买与不买，留
与不留，似乎并没人介意。熙攘而
又安静，这神奇的矛盾统一大概
是因为“见过世面”吧？

城是静的，山海关所在的辽
西走廊，却又何曾安静过？而今，
铁路、公路，国道省道就在这南北
仅十来公里窄窄一脉的“走廊”
上，与这山这海拥簇依偎。难怪山
海关多少年来，被叫作“畿辅咽
喉”“两京锁钥”。《旧五代史·少帝
重贵记》里便有关于辽西走廊的
文字：“癸卯，帝与皇太后李氏，俱
北行，过蓟州、平州至榆关沙塞之
地，又行七八日至锦州，又行数十
程，渡辽水至黄龙府，即契丹所命
安置之地。”“榆关”便是山海关。
947 年，晋出帝石重贵和他的母
亲，作为辽国的俘虏，必是一路颠
沛，满心苦涩。他们定然不会想
到，697年后的1644年，也是一对
母子，孝庄太后和顺治帝，忐忑地
从这条路上入关进京。又过了287
年，末代皇帝溥仪离京时，没有走
他先祖入关的这条旧路，而是自
天津潜逃至旅顺，再到奉天，回到
他的故乡——盛京。不知这落魄
的帝王面对如今这关里关外怡然
自得的老百姓会有何等感触？

风又起，自古这从海上来的
风就一直吹，吹过满是棱角的礁
石，肆虐生长的树、草、灌木，甚至
累累白骨和波涛暗涌的海水与过
往。到底从何时起，这里就旌旗招
展、喊声震天，风中又附载着多少
人的野心与壮志呢？

时间列车轰鸣，明洪武十四
年（1381 年），在和败出中原的北
元军士数次交锋之后，大将徐达
领令“移榆关”，在此建城。一万五
千名将士成了建城的工匠，很快
他们便发现，建城池比冲锋来得
丝毫不轻松。他们不得喘息，日夜
赶工，因为此城关系重大，生与
死、得与失，似乎全在这一关之间
了。城终成，有多少将士却将自己
的骨、血、汗、泪抛洒在这山、海、
关里呢？

甲申，明崇祯十七年（1644
年）。山海关，再次站在历史的聚
光灯下，时间定格在那一年的四
月十三日，夜色沉沉。山海关石河
旁的大战尚未开始，徘徊于第一
关城楼上的总兵吴三桂心如水
沸，西面是大顺李自成的12万大
军，东边则是多尔衮的10万铁骑
……父亲差人送来的一封信打乱
了他所有计划：李自成入京灭明
之后，农民军即刻将其全家拘禁，
其父常受酷刑。更为可气的是，吴
三桂爱妾陈圆圆竟被李自成大将
刘宗敏掠去。于是有了“冲冠一怒
为红颜”。其实他为的当然不止是
红颜。十余天后，石河大战，吴三
桂出城迎接清兵入关。史志记载：
凡杀数万人，暴骨盈野，三年收之
未尽也……

城楼上的风终究是硬的。吉
哥微微抖了一下，再多的苦难悲
凉、血雨腥风终将远去。脚下，这
关城沧桑却惬意，天空瓦蓝，云淡
风轻。

二

此时，山海关的阳光之下，是
现实人间的烟火气；城墙的阴影
里，则到处弥漫着历史和岁月的
沧桑。

如今，距 1369 年（明洪武二
年）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次大规模
开启长城修筑，已过去650多年。
距1984年举国捐款复建老龙头，
业已走过37载春秋。那是新中国
成立后首次开启长城修复保护，

“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召唤让无
数海内外华夏儿女动容。彼时，这
城、这关、这长龙再不是抵御敌人
的那道界与墙，它是写在吾辈心
中，烙上历史印记的风华与骄傲。
它自山间飞身而过、在平地竖起嶙
峋甲片、一头扎入渤海，行经9个
设区市59个县（市、区）龙行燕赵
间，战国、秦、汉、北魏、北齐、唐、
金、明代等不同时期的长城各展雄
风、各美其美。单单山海关这段，便
自老龙头起，到九门口方止，全长
27.639公里，滨海长城、平原长城
和山岳长城、河道长城一个不落，
沿线共分布有 9 座城堡、10 大关
隘、43座敌台、51座墙台、26座烽
火台、12座墩台，何其壮观……

然而，一度这巨龙也曾惫懒
疲倦、伤痕满身。多亏后来，他晃
角、抬头、舒展筋骨、振臂而起，到
如今飞龙在天……吉哥暗想，所
幸自己见证过。

远眺，那“龙角”就在眼前。角
山，是万里长城从老龙头向北跨越
的第一座山峰。山形险峻，堪称山
海关的天然屏障，其峰却是个大平
顶，可坐数百人，有巨石嵯峨，好似
龙首戴角，因此得名“角山”。

此时角山，满眼深深浅浅的
绿，让原本凌厉沧桑的峰和谷显
得温柔起来。岚霭如纱，一道蜿蜒
城墙如同大笔一挥而就，遒劲洒

脱，有着将所

有历史烽烟一带而过的气势。然
而，这历史、这烽火、这壮烈与悲
怆、牺牲与坚守又岂是能一笔带
过的？

吉哥大步流星往上走，鸟鸣
啾啾，虽是“熟门熟路”，没多远，
汗便下来了。路边是修补多次的
57号敌台，有三两个调皮小娃儿
打打闹闹跑过来，扑倒在城基上，
手指从条石上的小洞伸进去，大
概觉得有趣，哈哈大笑。吉哥几步
上前，抓住那小手，“我们在打
仗”，吉哥摇头，“这是弹洞，给你
们讲些打仗的故事吧！”从直奉战
争到长城抗战第一枪的榆关之
战，从山海关阻击战到平津战役，
何其惨烈，又那么悲壮。孩子们竟
听得呆住了，“都说长城保护要传
承历史基因、红色文化”，实际走
心做起来，倒也不难。

越往上走，脚步渐渐沉重起
来。眼光逐步下移，脚下的砖上刻
着“1984西安户县”，30多年前的
事，竟还记得清清楚楚。建城是体
力活，修城是技术活，长城体量大，
却又形式多变，处处不同，修缮起
来更是要做足了功夫，干多久，也
不敢托大说“懂”，这便是“三人修
必有我师”吧。吉哥想起的是（上世
纪）80年代他随着大批专家去西
安学习考察，终于搞明白了困惑太
久的城砖修缮问题：人家是先夯土
后砌砖，土夯好了，砖墙一步步往
上顶，夯一步土，起一步砖，再夯
土，这砖便牢牢地站在风雨中了。

文物修复步骤不同，结果不
同。就算对看惯历史烽烟、生死别
离的“老伙计”，走心更是硬道理。
30 多年过去，自己已老，长城无
恙。他扯了扯嘴角，傲娇的话还是
不曾说出口。

山顶看风景，山脚看远景。爬
上走下，夕阳把人的影子拉得好
长。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山海关段
项目建设指挥部便在角山下，山
海关区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党组副
书记、长城学会会长郭颖，正站在
指挥部的展牌前眺望，她的眼里
心里一定装着今后几年此处的风
景与远景吧。

心思随着画笔游走，中国长
城文化博物馆就选址在角山景区
停车场西侧，下车便见远处有山
眼前有馆。古城遗址遗迹尚待改
造提升，游步、骑行、自驾车道都
算风景道，建好才能路路通。能
来、肯留、有的看、不想走，这才是
我们自己和这道关、这座城的诗
与远方。吉哥远远看着落日余晖
下的身影，心想，若干年后，她定
也会觉得今日所想值得一提。

三

“龙角”怡然自得，坐等自己
的诗与远方。天如许热，想都不用
想，那一头扎入大海的“龙头”也
当美滋滋、清爽爽，恭候着游人如
织，去赶海踏浪吧。不过，吉哥还
是最惦记已然“没落”的北翼城。

杂草丛生，小路窄到仅容一
脚，下望是万丈深渊，路面碎石遍
布，坑洼不平，还好这980米的北
翼城 1 号马面至 4 号马面段修复
工程即将启动。相对“龙角”“龙
头”的万众瞩目，藏在这尘烟深处
的北翼城让人无比唏嘘。

南北翼城，分别距关城南、北
二里，建筑形制相同。据《临榆县
志》载：南北翼城城墙均高“二丈有
奇”，城“周三百七十七丈四尺九
寸”，城南北各有一门。为“明巡抚
杨嗣昌建”。两座翼城皆毁，仅存残
址。吉哥举目东望，远远的，在土垄
深处只剩并不成型的门洞，这便算
是残址了。也好，这大概刚好能象
征烽烟远去，岁月静好吧。

不远是腰铺九号敌台。这座原
本两层的敌台，如今却只剩断壁残
垣，夕阳下更显苍凉。这是传说中
的最美敌台，吉哥却想起拿子峪的

“媳妇楼”。相传义乌兵吴三虎被征
调戍守长城，妻子王月英千里寻
夫，不料其夫已战死沙场，月英没
有还乡，而是留在长城上继续守
楼。后来，义乌兵将士都带来了家

眷，长城上的每座敌
楼均可住人，可住家

眷的敌楼被称为“媳妇楼”。站在这
宛若时空隧道入口的残阳断垣前，
极目远眺，想象自己是戍边士兵。
西风掠过，土沙漫漫，与亲人一隔
数年，甚至从此永别。若有“媳妇
楼”，岂不能升腾起几分暖意。

夜出榆关外，朝看朔漠空。冰
冷残缺也好，一抹温情也罢，俱往
矣。吉哥常常在想，到底有多少人
将自己的日日夜夜和血泪汗水，
甚至是一条性命付给了这关、这
城呢？大约无从考证，只是曾听人
说起，在山海关西北方向百里之
遥的板厂峪发现过一处巨大的明
长城砖窑群，共计六十六窑。想
来，一窑总能产砖五千，若是筑一
米长城需一窑砖，外加关城和墩
台，约需一窑半砖，明长城东段长
一千五百公里，约略计算，两百多
万窑，一百多亿块砖。

人若蝼蚁。挖土、烧砖、手指
出血、鞋底磨穿，就这样，红颜老、
白骨枯，一个朝代在这些一名不
闻的草芥手中搭建起，又随雨打
风吹去。“尚采不死药，茫然使心
哀”，秦始皇终归没找到长生妙
药，孟姜女却随着那个泣血的悲
凉故事长长久久活在一辈又一辈
人口口相传中。

草木不言，岁岁枯荣，砖石不
言，也有着自己的记忆。铭文城砖
难得一见，但在山海关在东罗城，
身影时现。有的不但有确切纪年，
还刻画烧制单位，如“万历十二年
真定营造”“万历十二年德州营
造”等，就算是文字残损模糊、笔
画缺失难辨，毕竟，在漫漫历史长
河中，它们曾拥有过自己的姓名。
万历十二年（1584年），真定也好，
德州也罢，这城砖千里迢迢而来，
带着制造和运送者的血泪与体
温，躺在这里，看匆忙众生，看春
夏轮回，看白云苍狗，看自己在这
千百年的风中衰败了容颜，变得
沧桑却从容。

桲椤，又名橡树，也叫柞栎，
在别处也生长，但长城脚下的桲
椤树叶似乎格外茂密。此处的桲
椤叶曾被过度采摘，因为另有他
用——制作桲椤叶饼，全名是长
城桲椤叶饼，其制作方法相传来
自明代戍守长城的“戚家军”。

曾经，戚继光率领以义乌人
为主力的戚家军镇守边关，南方
兵士不适应北方的伙食。火头兵
发现了叶片肥大的桲椤树，便采
叶做皮，用面粉裹着菜馅，蒸制而
成桲椤叶饼。这饼是清香的，味道
朴素又醇厚，让人想起媳妇楼上
的女人们，人们更愿意相信这饱
含爱意的食物是出自她们之手。

风大摇大摆从海面上吹过来。
粗粗掠过山海关下的稻田，轻抚着
长城入海的老龙头，光顾了镇东楼
上的这两门重达千斤的铁炮，也未
曾忘记翘首遥望的孟姜女。

供奉孟姜女的贞女祠，这座已
经有1500年历史的庙宇的大门上
有这样一副楹联，上联写：海水朝
朝朝朝朝朝朝落，下联对：浮云长
长长长长长长消。据说这副楹联有
20多种读法。朝朝暮暮，起起落落；
长长久久，云起云消，消逝的是铁
蹄蹂躏下的破碎身影，留下的是对
美好未来的期待与向往。贞女祠院
内粗大的树身上，系满了红彤彤的
祈福带。这美妙的红，飘浮在城墙
斑驳的灰青中和铁炮锈迹斑斑的
深褐色里，总让希望伴着朝阳层出
不穷地生长出来。

吉哥胸口热流涌动，溜溜达
达入古城，再四望，比那一座座名
门、关卡更让人瞩目的竟是这挡
不住的烟火气。月亮挂起来，来来
往往的脚步却和白日没什么两
样，不疾不徐、不多不少。如今，代
表这座关城的，大概是现代气息
裹挟的原汁原味旧日时光，是桲
椤叶饼里弥漫的牵挂味道，是闯
关东博物馆里展示的关里关外的
豪放与惆怅，是你我和吉哥们同
频涌动出的暖暖心绪。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然
这胜迹该如何保护其形神与魂魄，
长久留存？却不是能三言两句，一
笔带过的，都说讲好长城故事，讲
好中国故事，这故事不就在这一代
又一代、无尽的烟火人间么？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本报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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