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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依然能从20世纪60年代录制的纪

录片《尚小云舞台艺术》中的《失子惊疯》《昭君出
塞》唱段中，感受到尚派艺术的风格韵味。

民国初年，京剧评论家方宾曾称：尚小云嗓音
刚而圆，炼而亮，似钢之音而浑厚，似石之音而较
高亢，盖庄重贞烈静雅大方之音也。其唱功不取
巧、无花腔。念白字斟句酌，吐字似有千钧之重，而
仍不失自然之韵。

“尚先生的武戏也极有特色，大开大合，激越
奔放。”周哲辉说，比如《御碑亭》中的“尚氏三滑
步”、《失子惊疯》中的疯步和水袖表演。正是因为
有过武生学习的经历，尚小云又善于向武生宗师
杨小楼等前辈学习，开创了“文戏武唱”的尚派艺
术风格。

尚小云学戏，用功至勤，少年成名。
1914年，14岁的尚小云与荀慧生、赵桐珊（芙

蓉草）被誉为“正乐三杰”，与后三鼎甲之一的前辈、
74岁的孙菊仙同台合作，留下一段梨园佳话。当年
秋天，在北京《国华报》的童伶评选中，尚小云中选

“童伶博士”之首，又称“第一童伶”。1917年，北京
《顺天时报》评选京剧新秀，尚小云当选“童伶大
王”。尚小云厚积薄发，在表演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
风格，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位列四大名旦。

除了极高的表演水准，尚小云对京剧艺术的
传承也贡献很大。

1937 年，尚小云自费创办戏校荣春社，培养
了大批京剧教演人才。

“尚先生创办荣春社 12 年，培养了荣、春和
长、喜两科学生。尚先生除亲自教学，还聘请了京
剧界不少名伶前往任教。”周哲辉介绍，这10年，
学生们吃住均免费，尚小云为此卖掉北京7所房
子和汽车，倾尽全力培养戏曲人才。

荣春社的学生在全国京剧界开枝散叶，教授
的弟子一代代传承。“比如张荣培后来拜师奚啸
伯，精心传授奚派艺术，他培养的张建国如今担任
国家京剧院二团团长、张军强如今担任重庆市京
剧团团长、王小婵任湖北京剧院主演。”周哲辉说，
尚小云的孩子也大多从事了戏曲工作，长子尚长
春工武生，次子尚长麟工旦角，三子尚长荣工花
脸，各有艺术成就。

“徽班进京以后，京剧剧种逐渐形成，毗邻北
京的戏曲大省河北境内，各剧种之间的交流也更
加多起来。相对华北其他各省，产生的戏曲名角也
就相对较多。”贾吉庆说。

这种交流，也包括在行当、剧目等领域愈发博
采众长。

这就不得不提及另一位河北籍四大名旦之一
荀慧生。

荀慧生生于阜城，幼年学习河北梆子，直到
16岁才改学京剧，这一经历，也使他的表演艺术
吸取昆、梆等曲调旋律和特色。比如唱腔上他把握
人物感情和心境，腔随情动；表演上，他主张演人
物不演行当；他的念白柔和，以细腻动人著称。

“荀慧生曾担任过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院长，
对河北梆子旦角艺术的发展有很大贡献。”贾吉
庆说。

2021年7月6日，石家庄市大郭村。
著名河北梆子表演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河北梆子传承人齐花坦回忆起老师荀慧生
说：“就一个指人的动作，老师就能做出不同人物
在不同场景下的多种形态。”齐花坦回忆，荀慧生
的表演更加细腻，他曾经反复教导齐花坦要多读
书，去揣摩人物，“老师曾说，不读《红楼梦》，你怎
么演《红楼梦》？要认真揣摩所演人物的情绪，表演
才能打动人心。”

两位河北籍名旦对戏曲艺术的另一个贡献，
在于对剧目的传承和创新。

1927 年，《顺天时报》举办的“五大名伶新剧
夺魁评选”，参选的5人分别是梅兰芳、尚小云、荀
慧生、程砚秋、徐碧云，以及他们的几部新剧目，尚
小云的《摩登咖女》夺得冠军，荀慧生的《丹青引》
获得第五。

值得一提的是，《摩登咖女》《丹青引》都是由
两位主演参与创作的剧目。

荀慧生曾将河北梆子剧目改编为京剧，比如
《花田错》《元宵迷》《金玉奴》等，他根据河北梆子

《三疑记》翻改成新剧《香罗带》，改编后，很多河北
梆子名家纷纷按照《香罗带》的路子演出《三疑
记》。

京剧原本须生戏多，旦角戏少。
“清政府对河北梆子剧种女性从事演出的放

宽，观众对这一角色的观赏需求，客观上也促进旦
角行当的兴起。”姬君超说。

随着梅兰芳等天才京剧旦角演员的出现、女
性观众的加入、河北梆子剧种的影响，尚小云和荀
慧生这样的京剧旦角演员，也不断将河北梆子中
花旦、刀马旦见长的剧目引入京剧。他们在京剧旦
角表演中的成功，又吸引着河北梆子演员将改良
后的剧目重新引回河北梆子剧种进行表演。这也
促进了两个剧种的共同发展进步。

戏曲界常说，“京昆不分家”。被称为百戏之祖
的昆曲，经过河北艺人的改良形成了新的艺术流
派——北昆。

将这一剧种发扬光大的，是河北艺术家韩
世昌。

“昆曲在明代就已经全国流行，并形成不同昆
剧支流。清末民初，昆曲和京冀一带的弋腔结合，
形成了北昆，也叫昆弋腔。”赵惠芬介绍。

咸丰末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皇帝外逃，北
京陷入混乱。清廷升平署的昆弋艺人，流散到河北
乡间。这些艺人为适应农民观众，将所唱昆腔同当
地语言音调结合，又糅进弋腔，昆腔就具有了强烈
的北方色彩，出现了北方昆曲。

同治、光绪两朝期间，北昆在河北、北京一带
获得了相当的群众基础，开始出现一批职业班社，
比如活跃在高阳县西河村的昆弋班社庆长社。

“纯粹的昆曲难以满足北方观众的欣赏，江南
昆曲正是在杂糅了北方的豪迈、苍凉后，形成了以
北方官话为主的壮美激昂又柔媚婉约的北昆艺
术。”赵惠芬说，随后，庆长社演变为荣庆社，逐渐
形成了以高阳人韩世昌为首的华丽北昆演员阵
容。赵惠芬介绍，1957年北方昆曲剧院成立，韩世
昌担任了第一任院长，也使得北昆这一剧种得以
落地生根。

施教河北

20世纪50年代，辈出名角的燕赵大地，还曾
迎来一批戏曲界名师。他们在舞台上光彩照人，因
工作调动来到河北后，不仅带来了精湛的表演艺
术，还培养了一大批戏曲人才，对于河北地方剧种
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2021 年 9 月 9 日，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委员会委员贾占生小心翼翼翻开《宋德珠
舞台艺术》一书，指着一张照片让记者看。

这是1983年7月13日，河北省艺术学校发出
的一则招生启事：“四小名旦之一宋德珠将举办传
习班”，第一期传授《扈家庄》。

“这则消息发出后，贵州、黑龙江、甘肃等10
个省市、5个剧种的29名演员都来了，都是奔着宋
先生的名头来学习的。”贾占生说，“宋先生的武旦
表演除了吸收京剧众前辈所长，还创造了很多绝
技，比如精妙绝伦的‘打出手’技巧，其艺术特点被
观众总结为美、媚、脆、率，他被誉为四小名旦之
一，是京剧武旦挑班第一人。”

宋德珠曾长期在河北任教。
1959 年他到河北省京昆剧团任艺术委员主

任、演员、教师，他将《扈家庄》《泗州城》等剧目传
授给年轻演员安荣卿，一年后，这些剧目在天津上
演时引发轰动。

1974 年，宋德珠调入河北省艺术学校（今河
北艺术职业学院），主要向本校青年教师和学生们
传授技艺。

“一有空，宋先生就在学校挨个教室转，转到
哪个教室，就提问学生：你演的是谁？她和谁有矛
盾？她出身怎样？性格怎样？你该怎么表现？”贾占
生回忆，宋德珠的用意是要学生对所演人物深度
了解，这样才能表演深入。

“看这张，这是宋先生指点学生学戏。”贾占生
又翻开一页，几张黑白照片上，瘦削的宋德珠或者
手把手纠正学生的动作，或者亲自示范，“除了那
期传习班，宋先生在河北教授的学生还有安荣卿、

王继珠、张艳玲等人，他们后来都对传承宋派艺术
有很大作用。”

2021年9月10日，石家庄市档案馆。
这里保存着一份手抄本《狸猫换太子》戏本，

这份手写本出自四大须生之一奚啸伯。
奚啸伯是北京人，他的手抄本之所以会收藏

在石家庄市档案馆，是因为他也曾在河北工作过。
奚啸伯学戏，和众多名家自幼拜师略有不同，

在19岁成为专业戏曲演员前，他只是一名票友。
但他勤奋好学，拜李洪春为师，也得到了梅兰芳、
尚小云等人的提携，终成京剧新流派——奚派。世
人总结奚派艺术特点：委婉细腻、清新雅致，犹如
箫音鸣奏，具有“洞箫之美”。

这样一名须生名家，20世纪50年代初，就曾
到石家庄周边县市演出。1957年奚啸伯调入石家
庄地区京剧团担任常务副团长，在河北边演出边
任教几十年。

不仅如此，奚啸伯到河北后，排演过很多现代
戏，比如《白毛女》中的杨白劳、《红云崖》中的罗老
松等。在排演的同时，他还教授了欧阳中石、孟筱
伯、张宗南、张荣培等弟子，指点过裴艳玲，其中张
荣培又培养了著名老生表演家李伯培等，将奚派
艺术进行了很好的传承。

这些名师的到来，为河北在20世纪50年代开
始的戏曲改革，带来了新技术、新理念，加剧了各
剧种之间的学习交流，大量河北地方戏，在此后迅
速进入成熟期。

“国宝”裴艳玲

2021年8月27日，石家庄。
贾占生翻着手头一组照片陷入回忆。在长达

30多年的时间里，他跟踪拍摄了很多张裴艳玲的
照片。他指着一张黑白照片问：“你猜，这时的裴老
师多大年纪？”

照片上的小孩儿眉清目秀，穿着戏服，扮演的
是《徐策跑城》中的老生角色——那时的裴艳玲还
叫原名裴信。贾占生伸出五根手指：“5岁！”

“裴老师的父亲唱京剧、母亲唱河北梆子，她
在戏班长大，耳濡目染学会了一些戏。5岁那年，
因为戏班上演《金水桥》时演员生病，急需有人顶
上，她第一次登台扮演秦英。从这儿，裴老师开始
了演员生涯。”贾占生说。

在中国梨园培育系统下，绝大多数演员幼年
拜师，经过9年的培训，十几岁出师。裴艳玲的表
演生涯，大大缩短了这一路径。

这次登台演出后，她拜了第一位老师李崇帅，
开始边学边演，也开始了她60多年舞台生涯中的
第一个惊艳阶段。

1955年至1956年，9岁的裴信在灵寿县京剧
团搭班唱戏，盖过主演，十里八乡的村民推着独轮
车都要赶来看。

“在没有电视的年代，看戏是人们当时的主要
娱乐项目之一，戏班过得好不好，全看演员水平高
低，观众的评价是唯一标准。”贾吉庆说。

渐火的裴信需要挂牌演出，1956 年，裴信的
父亲给她起了艺名裴艳玲。

带着新名字，裴艳玲9岁到山东一家京剧团
挑班、11岁到束鹿（今辛集市）京剧团当主角儿，
时常上演“一赶四”（一人演四角）。用现在的视角
看，红透半边天的裴艳玲就是票房招牌。因此，在
1960年，河北省成立青年跃进梆子团时，全省挖
名角，把名声远扬的裴艳玲调了过来。

那年，她也不过才13岁。
贾占生又挑出一张，照片上的裴艳玲穿着厚

底靴，用一根绳子把左腿吊在门框上，“拍这张照
片是在裴老师家中，她家的三个门框上，都安着自
制的滑轮，当时她正在接受媒体采访，也要吊着腿
练功。”

人人都知裴艳玲武功好，但鲜有人知，这个
“好”是怎么来的。

裴艳玲拜师后，她的父亲也亲自监督指导，从
童年时期，她就经历了严苛的训练。“有一次我陪
裴老师到正定，她指着东城边一处空地说，当年，

就是在那儿，她的父亲让她一口气拧够一百个旋
子才能回去吃饭，她跟我说，‘当时特想死，太累
了。’可第二天还会接着练。”贾占生说。

“裴老师的艺术，一方面是她个人勤学苦练，
另一方面，她也深受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戏曲黄金
时代的培育。”贾吉庆认为。

调入青年跃进梆子团后，从京剧改唱梆子的
裴艳玲起初并不适应，但从民间班社转入专业剧
团，裴艳玲的戏曲技艺开始从土、俗向专、精改变。

“在那个时期，裴老师得到过侯永奎、李少春
等大师的亲自指点。名师点拨的重要性，就在于画
龙点睛，是质的提升。这一时期，她跟两位老师学
的《夜奔》，后来成为其代表作。”贾吉庆介绍。

因历史原因，裴艳玲有13年不得不打字幕、
当勤杂工。其间，她无戏可演，体重从90斤飙升到
140 斤，但她偷偷去练功房练，等待着上台的
机会。

1975 年，电影版《宝莲灯》开拍，被定为主角
的裴艳玲29岁，刚当了母亲。原本拧35个旋子就
能满足拍摄标准，她硬是在短期内迅速练到了45
个的水准。“她太爱这个舞台，戏确实是她的天。”
贾占生说。

1984 年，裴艳玲排演《钟馗》。为了演好这出
戏，她四处拜师，学吹火，学书法。戏中“一树梅花
一树诗,顶风冒雪傲奇枝。留取暗香闻广陌，不以
颜色媚于斯”的28字诗，裴艳玲要练到能当场写
的水平，练废的纸不计其数。

在《钟馗》“嫁妹”一场戏中，钟馗有一组扇子
动作。捡扇子动作原来有点简单，为加强人物的情
感和表演的观赏性，她就采用了传统戏技巧中难
度极高的“搬朝天蹬”带“三起三落”的高难度动
作，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人物性格，为塑造钟馗这一
神话人物增色不少。

1985 年，裴艳玲携《钟馗》进京演出，中国戏
剧协会主席曹禺连看了两场后，直赞裴艳玲是“国
宝”。

众所周知，裴艳玲擅长表演生行，但贾占生找
出的另一张照片上，裴艳玲贴着片子反串《响九
霄》中的清水花，成为她艺术生涯中，少见的旦角
剧照。

“戏曲界，也有演员跨剧种，偶有跨行当，但像
裴老师这样从容、收放自如的跨界，还是罕见的。”
贾占生认为。

唱红过昆曲《夜奔》、河北梆子《钟馗》《武松》，
1997年，裴艳玲要唱回京剧。

一时哗然。
然而，也只有身怀绝技，才能在剧种转换中游

刃有余。
童年时裴艳玲就在《群英会》中一人分饰鲁

肃、孔明，在《火烧连营》中“一赶四”；青年时，裴艳
玲学过马派（马连良创）、麒派（周信芳创）、盖派
（盖叫天创），人过中年再唱京剧时，回到余派（余
叔言创）。

“裴老师的表演艺术，在继承前辈艺术家们创
作成果的同时，更多的是自己的创新。”贾占生说，

“《翠屏山》剧中，裴老师扮演的石秀要杀潘巧云
时，以往的表演都是用道具刀抹脖子，但是裴艳玲
运用了一个狠狠的下劈动作，后来我专门就此请
教她，她只说了几句话，‘这样的处理，符合人物性
格，我演得过瘾，观众看得解气！’”

贾占生仔细回顾了剧情：石秀因为发现潘的
奸情告知兄长杨雄，被潘诬陷，对于这样一个背叛
自己兄弟又构陷自己的人，肯定心中恨意十足，下
劈的表现形式可以说是更符合剧情。

对每一场戏都细细琢磨、认真推敲、精心表演
成为裴艳玲艺术生涯的一种常态。

从20世纪80年代起，裴艳玲就走出国门，到
欧洲多个国家演出讲学，“裴老师为法国、西班牙、
丹麦等很多国家的戏剧系学生讲中国戏曲之美，
在中国香港开兰亭社京昆粤科班，在新加坡办学，
传承中国戏曲，这些，都扩大了中国戏曲的影响
力，传播了中国戏曲文化，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观
众。”贾吉庆说，演员不可能永远在舞台上，但是演
员能让艺术舞台得到延展。

▲裴艳玲在《钟馗》中饰演钟馗。

▼保定艺校演出少儿版老调《潘杨讼》剧照。
本版图片均由贾占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