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观察

阿 塞 拜 疆 经 典 轻 歌 剧
《货郎与小姐》音乐会版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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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分会场山海关景区内，长城脚下见匠心、话古今、亮手艺、品美味、
传医道等一系列活动精彩纷呈——

“长城+非遗”擦出耀眼“火花”
河北日报记者 曹 铮 孙也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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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5 日，2021“一带一路”·长城国
际民间文化艺术节秦皇岛分会场正式启
幕。山海关景区内，长城脚下见匠心、话
古今、亮手艺、品美味、传医道等一系列活
动精彩纷呈。艺术节期间，在世界遗产壮
美长城的脚下，三百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集中亮相，长城像一条丝线串联起沿线如
珍珠般璀璨的民间艺术，并且通过展示、
共享、交流，不断扩大着中国民间文化的
朋友圈。

打通“长城+非遗”文旅融合路径

如何激活长城文化资源？如何让非遗
活在当下？国内各方都在做着探索和尝
试。作为传承长城文化的艺术符号，非遗
成为激发长城活力的动力源泉。

“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桲椤叶饼真
遗憾。山海关桲椤叶饼是美食也是非物
质文化遗产……心动不如行动，我在山
海关等你。”9 月 15 日晚，秦皇岛市级非
遗山海关桲椤叶饼展位工作人员张美
红，忙活完一天的工作后，打开手机 App，
发了一段抖音视频，随即引来了无数网
友点赞。

展示、互动，线上、线下，山海关古城四
条大街上，一场充分挖掘长城沿线文化内
涵，促进长城沿线文旅融合发展的品牌活
动，让长城与非遗擦出耀眼的“火花”。这
些活动不仅生动呈现了长城文化，还打通
了“长城+非遗”的文旅融合路径，为文旅
深度融合提供更多空间和可能。

长城脚下亮手艺——传统工艺展示
区，省级非遗项目无极剪纸技艺展位展出
的一幅2.1米长的剪纸作品《雄关万里图》，
是该项目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牛世民的一手

“绝活”，吸引了众多游客的目光。“要让非
遗活在当下，首先得让它走进大众的视线，
让大家看得见、摸得着、品得到。”说起此次
将展示与互动相结合的活动，不少参展的
非遗传承人纷纷点赞。

这是一场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融合与碰撞。传承人现场演示、观
众亲身参与体验的方式，让观众零距离感
受传统文化独特魅力的同时，更彰显出长
城的文化价值和当代价值。

创新传播方式，用非遗讲好中
国故事

蜿蜒两万公里的丝绸之路，是古代经
济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延绵数千年的丝
路历史，是世界文明的辉煌诗篇。2018年
央视春晚舞台上，一幅绘制于明代中后期
的绢本《丝路山水地图》曾轰动一时。本届
艺术节上，一幅邢氏刺绣版《丝路山水地
图》同样引发了游客的浓厚兴趣。

青 山 绿 水 、山 川 纵 横 、气 势 恢 宏 ，
211 个地理坐标，众多古丝路上的重要
城市……这幅长 30 多米、宽 50 厘米的刺
绣作品描绘了东起嘉峪关西至天方城（今
沙特阿拉伯麦加城）的辽阔地域范围。中
国的敦煌、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阿
富汗的赫拉特、伊朗的伊斯法罕、叙利亚
的大马士革等在作品中都有清晰的标注。

“2018 年，我在电视节目里看到这幅
《丝路山水地图》的原貌后，就被它深深地
吸引了。”当时，省级非遗项目邢氏刺绣代
表性传承人邢兰芳被“国宝”震撼了，萌生
出用刺绣手法演绎这幅国宝级画卷的想
法。因为蚕丝线具有不褪色、不腐烂的特
性，将它刺绣出来可以永葆“国宝”青春。于
是，邢兰芳历时一年半，一针一线地绣完了
这幅作品。能以非遗传承历史，传播文化，
记录和讲述中国故事，她既欣慰又自豪。

用非遗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创新传承

传播方式。年轻传承人的“接力”，让非遗
在日常生活中活力四射。伴随着新生力量
的加入，非遗传承也带来新传播。

在大多数人印象中，土布只能做成床
单、被褥之类的床上用品，但站在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赞皇原村土布纺织技艺展
位前，游客却发现，土布同样“高大上”，一
样能穿出“国际范儿”。

“这次我们带来最多的展品是日常生活
用品，比如土布服装和包。”该非遗项目第四
代传承人仇莎是一位“90后”，她向记者介绍
说，“原村”服装系列将现代设计融入传统工
艺，针对不同消费群体推出不同风格的服
装。在仇莎看来，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
走进当代人的生活，做好传承与传播，必须
与时代接轨。这就需要传承人有好的设计、
创意。如今，走时尚设计路线的原村土布产
品不但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热销，也开始热
销海外，走上了国际舞台。

“长城+非遗”，递向世界的
“河北名片”

文化是沟通心灵的桥梁，具有跨越山
海的力量。越来越多承载着中华文化基因
的“河北名片”，不断在世界各地“圈粉”，扩
大着朋友圈，为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燕赵
文化打开了新的大门。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幅长城剪纸作品
也曾到国外进行过展出。”在牛世民心里，

长城文化博大精深，长城承载着的文化意
蕴悠远深长。作为非遗传承人，以传统手
工技艺向世界分享中华文明，不断扩大非
遗朋友圈，也是一种责任。

牛世民至今还记得，2019 年作为“石
家庄‘一带一路’行·走进俄罗斯”文化教育
交流活动的代表，带着无极剪纸走出国门
所引发的海外中国文化热潮。“每到一处，
咱们的剪纸艺术都受到了当地人民的热烈
追捧，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赞不绝
口。当时在现场演示的时候，我心里特别
自豪。”说起这段经历，牛世民依旧激动不
已。截至目前，无极剪纸的朋友圈已经扩
大到美国、加拿大、日本、意大利等国家，他
的剪纸作品被越来越多的海外友人收藏。

山海关长城博物馆里，展出了包括长
城沿线 15 省市区的长城主题非遗项目 60
项，近百幅作品。其中，省非遗项目郭氏铁
板浮雕技艺传承人郭海博的《长城脚下美
丽乡村》，展现着独具特色的太行山农家生
活场景。“我一直在想，如何用自己的技艺
让世界听到我们中国、我们河北的精彩故
事。”为了扩大非遗朋友圈，郭海博经常参
与国际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这种潜移默化
的影响，让他的女儿郭墨涵自然而然地接
过了非遗传承传播的接力棒。在河北工业
职业技术大学任教的郭墨涵牵头成立学生
社团组织“非遗联盟”，向留学生传授非遗
技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艺术是情感的对象化形式。”走进异彩纷
呈的“一带一路”·长城国际民间文化艺术节，
对教科书上的这句话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

音乐用音符表达情感，舞蹈用肢体传递
内心。在国际民间艺术嘉年华上，十位俄罗斯
少年表演起了勺子舞。随着音乐的律动，木勺
在少年的手中翻飞舞动，或叩于肩部、或击打
双腿，“嗒嗒、嗒嗒嗒”的清脆响声连缀成欢快
的节奏，让人闻之欲舞。在艺术节的“文化大
观园”中，这把俄罗斯的木勺一定会被陕西的
安塞腰鼓亲切地认为“近亲”——同为打击乐
器、同样植根民间、表演者同样随着律动“舞
之蹈之”，它们或激昂雄壮、或明快热烈，都是
人们内心情感的尽情表达。穿越时空的隧道，
丝绸之路上不同民族、地域的艺术相汇于此，
竟如此和谐。

勺声清脆、鼓声铿锵，人们了解到的不仅
是各自不同的民间艺术形式，更在身临其境
中感受到了各自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和追
求。人们分享着彼此的艺术，也分享着一种共
通的情感。心灵的相通，此刻已无需语言表达。
所谓“此时无声胜有声”，莫过于此。

艺术如同一条有温度的纽带，将不同地
域的人们紧密连接在一起，或基于审美的共
性、或基于精神追求的认同。在艺术交流史
中，一些作品也由此跨越地域和语言的阻隔，
走进人们心里，代代相传，成为艺术的经典。

16日晚，阿塞拜疆歌剧《货郎与小姐》的音
乐会版在艺术节盛大演出，引来众多观众。几
十年来，《货郎与小姐》成为几代人的金色记
忆，它所传递的冲破束缚、追求真爱的价值观，
每每唤起人们的共鸣。作家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描写过一位每天
到园中唱歌的小伙子，“他唱《货郎与小姐》中那首最为流传的咏叹
调……‘我交了好运气，我交了好运气，我为幸福唱歌曲……’然后他
就一遍一遍地唱，不让货郎的激情稍减。”几十年来，不同版本的《货
郎与小姐》在中国长演不衰，从“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到“爱我所爱，
行我所行”，不同代际的观众总能从中解读出相同底色的价值观。

艺术是一座桥，桥上面通行着的是人的情感。著名大提琴家马
友友曾说：“我的身份首先是一个人，第二是音乐家，第三才是大提
琴家。”一些文艺作品之所以能跨越国界广为传播，正是基于人们
共通的情感。这种艺术传播现象，我们在《货郎与小姐》中见过，在

《茉莉花》《梁祝》《二泉映月》中也都见过。
民心相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涵。而文化正是促进民

心相通的重要桥梁。让我们搭建好“一带一路”·长城国际民间文化
艺术节这座连心桥，让艺术与艺术彼此欣赏、相互滋养，让心与心
走得更近、更加相互了解尊重。

9月 15日，游
客在秦皇岛市山
海关区古城试穿
赞皇原村土布制
作的服饰。此次
秦皇岛分会场遴
选 河 北 省 100 个
传统技艺类代表
性项目进行现场
展示。

河北日报记者
赵 杰摄

河北日报讯（记者解丽达）
疏落的大树，两三间村舍，散落
于山麓，黑色的瓦房，白色的外
墙，浅灰色的大门。远处矗立
着两座山峰，近处两位老者相
对而立……齐白石这幅《白石
草堂图》，构图新奇，无常法而
又合法，貌似平淡的笔调，大气
磅礴、纯净明丽，在似与不似之
间，把山水灵性的本质，或轻或
重、或明或暗地表现出来。让
参观者久久流连于中国山水画
的传统之美。

9月16日，在本届2021“一
带一路”·长城国际民间文化艺
术节主会场——廊坊丝绸之路
国际艺术交流中心，最受公众
瞩目的“妙造自然——齐白石
书画艺术”展览隆重展出，多角
度呈现“人民艺术家”齐白石清
新质朴、饱含人生智慧的艺术
世界。

齐白石（1864-1957）是近
现代艺术史中的“传统派四大
家”之一，其花鸟、人物、山水、
篆刻均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
风格特性，是一位木匠出身而
又诗、书、画、印无不卓绝的大
艺术家，形成独特的大写意国
画风格，开“红花墨叶”一派，与
吴昌硕共享“南吴北齐”之誉，
曾被授予“人民艺术家”“世界
和平奖”“北京画院名誉院长”
等社会荣誉。

本次展览是继 2018年《清
平福来——齐白石艺术特展》
后，故宫博物院藏齐白石艺术
作品的又一次集中展示，共展
出齐白石绘画书法作品 51 组
共 73 件，以山水、花卉、水族、
动物四个单元展开，将全方位、
多角度呈现齐白石清新质朴、
智慧人生的艺术世界。展览将
持续至10月31日，让社会公众
走近大师作品，以经典艺术惠
及百姓。

“荷花瓣瓣大如船，荷叶
青青伞样圆。看尽中华南北
地，民家无此好肥莲……”吟
诵着齐白石《荷花图轴》的自
题诗，便走进了白石老人的精
神世界。“红花墨叶”，荷花半
藏半露，构图别致新颖。在许

多文人画家笔下，花卉只是娱
玩、寄寓之物，或笔墨趣味的
载体，而齐白石画梅、荷、桃、
梨子等，都关联着自身的生活
场景，勾勒着民间悲欢离合的
故事。

在几幅主角为“虾”的画
作前驻足欣赏的观众最多。
粗壮、交错的芦草与透明、清
灵的群虾形成对比，寥寥几
笔，墨色深浅，展现出一种灵
动与闲适……《芦虾图》在简
括的笔墨中栩栩如生地描绘出
了自由游弋的虾群。齐白石年
少时就喜欢画虾，经常到河畔
观察，后来在家中养虾，每日观
察写生，虾成为他笔下最具代
表性的艺术符号。

“看这个小鸡，画得很逼
真 吧 ？ 竹 笼 的 栅 门 已 被 打
开，五只雏鸡在竹笼外啄食
玩耍……”《雏鸡出笼图》前来
自廊坊开发区童越幼儿园的
孩子们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园
长王永亮津津有味地为孩子
们讲解画作。“齐白石大师的
作品能够在艺术节上展出，是
廊坊市民的福气。我们‘近水
楼台’，赶紧带孩子们来感受
一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魅
力，开拓孩子们的视野，培养
他们对美的感知和认识！”王
永亮说，他打算分批分期带园
里的孩子们都来艺术节看一
看，提升孩子们的文化艺术修
养和民族文化自信。

时隔62年，天津歌舞剧院在2021“一带一路”·长城国际民间文化艺术节上再次演绎阿塞
拜疆经典轻歌剧《货郎与小姐》——

一份曲谱的万里之旅
河北日报记者 赵书华 霍晓丽

“他的歌声多么嘹亮，卖布卖布嘞！我的爱
情永远为他在等待……”

9月16日晚，廊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
中心音乐厅，由天津歌舞剧院打造的阿塞拜疆
经典轻歌剧《货郎与小姐》音乐会版精彩上演。
优美的旋律、迷人的歌声、跌宕的剧情，让在场
观众无不沉浸其中。

这是时隔62年后，天津歌舞剧院再次演绎
《货郎与小姐》。鲜花与掌声的幕后，有一个鲜为
人知的故事，那就是一份曲谱的万里之旅。

时光倒流，回到3个月前。
今年6月，在2021“一带一路”·长城国际民

间文化艺术节筹备阶段，廊坊丝绸之路国际艺
术交流中心总监、马来西亚籍著名华裔钢琴家
克劳迪娅·杨，邀请天津歌舞剧院联合排演《货
郎与小姐》音乐会版。

其渊源是，早在1959年，天津歌舞剧院就
排演了这部轻歌剧，一度风靡一时、家喻户晓。

双方达成共识，立即启动复排。这时，却遇
到了难题。

当天津歌舞剧院的艺术家们来到剧院档
案室，打开一个深红色的艺术档案盒子，大家
发现，珍藏了 62 年之久的《货郎与小姐》曲
谱，已经发黄陈旧，很多页面残缺，上面的音
符模糊不清、无法辨认。他们赶紧把这个消息
告诉了克劳迪娅·杨。

克劳迪娅·杨女士长期致力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文化艺术交流，得知曲谱残缺的消息
后，立即向阿塞拜疆驻华大使馆发出请求。

一场彰显千年古丝绸之路深厚友谊的艺
术接力自此开始。

在艺术节现场，专程赶来观看演出的阿塞
拜疆驻华大使阿克拉姆·杰纳利向记者介绍了
曲谱的“旅行”经过。

6月底，收到中国艺术家寻找《货郎与小姐》
曲谱的请求后，阿塞拜疆驻华大使馆迅速将信息
传回国内，并派一名外交官专门回国到阿塞拜疆
国家学术歌剧和芭蕾舞剧院接洽曲谱事宜。

在阿塞拜疆国家学术歌剧和芭蕾舞剧院，
当艺术家们了解到中国同行的期盼和需求，他

们迅速打开剧院的资料库，在浩繁的资料中查
找，终于找到了最完整的一套曲谱，并将所有
曲谱完整复印，装订整齐，交到了外交官手中。

7月初，这名外交官回到北京当天，《货郎
与小姐》曲谱就从阿塞拜疆驻华大使馆，经由
克劳迪娅·杨，转给了天津歌舞剧院。

凝望着从万里之遥的阿塞拜疆传递来的
厚达半尺多高的曲谱，天津歌舞剧院歌剧团指
挥孙敬凯每一次排练，内心都激起情感的波澜。

“音乐通过曲谱上一个个鲜活的黑色音符传递
情感，每当触摸到由阿塞拜疆艺术家们提供的
曲谱，就好像感受到了他们在演出时的情感，就
觉得我们的心是相通的。”孙敬凯对记者说。

之后，阿塞拜疆驻华大使馆还帮助天津歌
舞剧院与阿塞拜疆国家学术歌剧和芭蕾舞剧
院取得联系。排练期间，每当遇到艺术上的难
题，天津歌舞剧院的艺术家就通过电子邮件或
其他方式与阿塞拜疆的艺术家们沟通交流。

天津歌舞剧院交响乐团乐队队长张昭介
绍，拿到这份曲谱后，他们及时对多达上千页
的曲谱进行了数字化处理，对剧本和台词进行
了重新编排，还在音乐配器上加入了中国元
素。“特别是台词方面，吸收了很多具有鲜明时
代特点的时尚新词和百姓语言，使该剧更容易
与观众产生共鸣、形成互动。”

演出结束，掌声如潮。克劳迪娅·杨激动地
说：“在3个月的时间内，在时隔62年之后，《货郎
与小姐》完美呈现在2021‘一带一路’·长城国际
民间文化艺术节的舞台，这是多方通力合作的结
果，是一次民心相通、艺术共融创造的奇迹。”

“古老的丝绸之路为我们架起了友谊和沟
通的桥梁，这次《货郎与小姐》的演出，更加深
了两国的文化交流交融。明年，中国与阿塞拜
疆将迎来建交 30 周年，希望两国人民的友谊
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世世代代友好下去。”阿
克拉姆·杰纳利深情表示。

“通过这次排练打磨，我们完成了一个全新
的艺术作品。等新冠肺炎疫情过去，希望我们能
带着精心打造的《货郎与小姐》到阿塞拜疆进行
演出。”对“一带一路”的未来，孙敬凯充满期待。

河北日报讯（记者孟宪峰）高水
平的青年演出团队、充满异域风情
的服装设计、跌宕起伏的剧情、轻
松诙谐的乐队伴奏……9 月 16 日
晚，融戏剧、音乐、歌舞等多种艺术
于一体的阿塞拜疆经典轻歌剧《货
郎与小姐》音乐会版，在艺术节主
会场廊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
中心音乐厅上演。此活动得到阿塞
拜疆文化部、驻华大使馆、国家歌
舞剧院以及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
的特别支持。

《货郎与小姐》的作者乌杰尔·
加吉别科夫是阿塞拜疆著名作曲
家和音乐学家。这部于 1913 年首次
在阿塞拜疆首府巴库上演的《货郎
与小姐》，是他的以描写妇女无权
地位为主题的音乐喜剧作品之一。
主要讲述了一对青年男女打破“父
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制
度禁锢，追求美好爱情的故事。目
前这部轻歌剧已被译成三十多种
文字，在世界许多国家的舞台之
上长演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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