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九版上接第九版））
其实，如果没有手里的剧本，外人很难听清郭春

荣的唱词。他表演的是河北乱弹，带有浓重的地方
口音。

“我们大多在周边县乡演出。乱弹的活动范围
也就山西上党、山东济南以及咱河北中南部的邯郸、
邢台，石家庄藁城、元氏一带。”这场小型演出的组织
者赵立江说。

2017年全国进行的地方戏曲剧种普查中，共统
计出348个剧种，其中河北有36个，占全国总量十分
之一还多。其中，除河北梆子、评剧、丝弦外，还有乱

弹、哈哈腔、老调、高腔、赛戏等。
为什么在河北会有如此多的剧种呢？

“这和河北的地理位置有关。”河北省文联副主
席、戏剧家协会副主席贾吉庆分析，从井陉传入河
北的山陕梆子，张家口一带游牧民族和汉文化交融
产生的东路二人台，邯郸流行的豫剧等，都带有明
显的地缘特点，“燕赵文化始终兼容并包，对外来文
化并不排斥，加上燕赵大地自古多战事，老百姓心
中的情绪需要排遣，本土的文艺活动和外来的曲艺
相结合，在河北就形成了种类繁多又各有特色的地
方剧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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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的活化石

2021年8月17日，邯郸武安市固义村。
68岁的李增旺蹒跚爬上二楼储藏间。十几个暗

红色木箱落着锁，安静地叠在墙角，箱子上印着一行
字：武安市非遗保护中心。

李增旺打开一个木箱，拿出一只高近半米的彩
色面具。面具鼻大嘴阔、耳朵长垂，双目怒瞪，眉毛立
起，面部表情夸张，这是武安傩戏中白眉三郎角色所
用面具。

这些面具都由当地人手工制作，用纸浆一层层
刷在泥模型上，达到所需厚度后进行晾干，再彩画。
最早的面具则由树皮制作。

“傩面具是傩文化的象征符号，在傩仪中是神的
载体，在傩舞中是角色的装扮。傩面具也是后来戏曲
中脸谱的前身。”赵惠芬说。

“傩戏每隔三年演一次，从正月十四到正月十
七。”李增旺介绍，演出过程中，2700多人的固义村，
有近千人参与其中，他是组织这场盛大活动的社头，
也是武安傩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捉黄鬼是武安傩戏中的一环。在三天的表演中，
武安傩戏先由探马骑马迎神踏边，走遍全村大小街
道，请神下凡观看捉黄鬼。紧跟着大鬼、二鬼带领手
持柳棍的村民再次踏边，以驱除村里的邪魅并进行

“捉鬼”。此外，村民还为请求风调雨顺，虫害不生，祭
虫喃王和冰雨龙王。

“傩，是上古时代图腾崇拜时期的一种仪式，具
有请神、驱鬼、祈福、祭祀等特征。武安傩戏中，这几
个特点都已具备。从内容上看，武安傩戏中，真人扮
演鬼神也影响着后世戏曲，比如鬼神戏占比较大。”
赵惠芬介绍，1995年，著名学者曲六乙先生邀请中
外学者在武安召开研讨会，将《捉黄鬼》定性为“北方
社火傩戏”。

在被认定为傩戏前，固义村民认为他们表演的
是队戏或赛戏。

队戏，顾名思义，就是观众可以跟着演员队伍游
动观看。

在《捉黄鬼》剧目的表演中，这一形式表现突出。
捉黄鬼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三鬼差捉拿不孝之子
黄鬼，并将黄鬼押到阎王面前审判，最后将黄鬼抽肠
扒皮。

“演出当天，大鬼二鬼将黄鬼夹在中间，黄鬼
走三退三，不愿被抓。跳鬼前后跳动诱导黄鬼。”
李增旺介绍，这一出戏之所以能持续八九个小时，
在于这一过程要在村里不足2米宽的古道上来回表
演3次，最终完成抓鬼杀鬼。观众们也就移动着跟
随表演者观看。

李增旺从木箱里翻出一根60厘米长的竹子，外
表看起来略有包浆。竹子上半截劈成28根细篦，上
端系着一块红绸，“这叫戏竹，是掌竹专用的道具，每
根细篦与二十八星宿对应。”

掌竹，又叫长竹，是武安傩戏中一个特殊的角
色，和其他戴面具、画花脸的演员不同，掌竹的扮演
者净脸、不戴髯口，在请神、祭神以及队戏的表演中，
他承担着吟唱串词、指挥演员的作用，类似今天的节
目主持人。

在捉黄鬼的表演过程中，除掌竹外，其他演员几
乎没有台词。

“学者们普遍认为，掌竹，是宋元杂剧和歌舞中
‘竹竿子’的遗影。”赵惠芬说。

“竹竿子”源于执竹竿唱丧歌的古代葬礼仪式。
在宋代宫廷乐舞、杂剧演出中，“竹竿子”具有指挥职
能。

村民马增祥翻着手头几份武安傩戏曲目手抄本
复印件，他是社头下设的24个社首之一。这十余个

剧目神奇记录了中国社火戏曲发展中的几
种形态：无台词哑剧，如《吊绿脸小鬼》等剧

目；掌竹吟诵唱词，角色只舞不唱，如《吊掠马》《点鬼
兵》等；掌竹吟诵唱词，角色既舞且有少量唱词，如

《捉黄鬼》《开八仙》；没有掌竹，由唱做“两张皮”发展
为唱念做打均由角色完成，如《岑彭马武夺状元》等。

“傩戏的进化是戏曲形成的缩影，在研究过程
中，学者们发现戏曲的很多艺术形式都能从傩戏中
找到影子。”赵惠芬说，这也是武安傩戏被称为中国
戏曲活化石的原因。

那为什么这样一个古老的戏曲形式，会保留在
邯郸武安的这座小村子呢？

这要从固义村的地理位置说起。
固义村位于邯郸武安市冶陶镇东南2.5公里处，

深处太行山腹地。东南18公里为磁山文化遗址，与
保有大量赛戏的邯郸涉县、拥有傩文化的山西上党
相邻。两千年前，这里曾是晋冀鲁之间的大通道，商
贸文化交流频繁，后随着武安经济重心东移，固义村
变得闭塞，这使得傩戏的流入、保存成为可能。

另外，武安傩戏的重要演员和岗位，几乎都是家
族传承，“我就是从我爷爷那儿学来的。”李增旺说，
个别角色扮演者家中没有儿子，也会传给侄子，这保
证了傩戏表演的延续性和一致性。

在一代代的口耳相传中，他们悄然记录下了中
国戏曲的开端。

文物中的戏曲史

河北，并非只是记录了中国戏曲的开端。几乎是
大半部中国戏曲史，都与河北相关。

1955年，陕西客省庄140号秦墓。这里出土了两
块并不起眼的透雕铜牌：两男子赤裸上身，搂住对方
腰腿看似搏斗中。

这看似摔跤的画面，被考古专家命名为角抵戏
图。

角抵戏是一种竞技表演，也是一种仪式舞蹈。
当以“傩”为表现形式的祭祀舞蹈流传到民间

后，中国戏曲有了更大的发展，角抵戏的兴起就是一
个例子。

角抵戏又被称为蚩尤戏，传说黄帝大战蚩尤后，
后人根据这一故事编排。而这场战事就发生在张家
口涿鹿县。

事实上，中国戏曲早期重要里程碑事件，几乎都
与河北有关。

如果说角抵戏还是一种简单的武力表演，那么
参军戏的出现，则代表中国戏曲迈出了重要一步：故
事情节。

“参军戏的前身是《馆陶令》。”赵惠芬介绍，东汉
和帝时期，石耽担任馆陶令期间贪赃枉法，和帝不想
罢免他，又想惩罚他，于是每逢宴饮，就让人扮演成
馆陶令进行羞辱。

这种借题发挥式的嘲讽时事剧，非常受大众欢
迎，在当时频频上演。这种表演也被称之为“弄馆陶
令”，是戏弄嘲讽的意思。

公元 319 年，石耽自立为王，都城襄国（今邢
台）。周延担任馆陶令，因贪污黄绢而被降职为参军，
每逢宫廷朝会，俳优就会身披黄绢被戏弄。

“这一表演形式在唐代确定下来，被称为参军
戏或者弄参军。戏中两个角色，一个为参军，一个
叫苍鹘。”赵惠芬介绍，相比角抵戏，参军戏有了台
词和故事情节，并发展为科白戏的衡量标准之一。
不管是《馆陶令》还是参军戏，都附带着浓郁的河
北基因。

2021年8月17日，邯郸磁县。
107国道和147乡道的夹角处，有一处北朝墓葬

群，其中一座高数米、直径十余米的坟冢，就是兰陵
王墓。

著名的《兰陵王入阵曲》，就和这座坟冢的主人
有关。

《兰陵王入阵曲》展现的是北齐兰陵王高肃入阵
杀敌的战事。《北齐书》记载，河清三年，北
齐军被北周军包围在邙山，兰陵王头戴狰
狞面具冲入敌阵，大败北周军队。战争结束
后，人们模仿兰陵王杀敌的样子编排了舞
蹈，也就是《兰陵王入阵曲》。

“这部歌舞剧的广泛传播，和南北朝时
连年战乱有关。那个时代需要勇敢的节目以壮
士气。”赵惠芬介绍，这部剧有音乐伴奏，有指
挥击刺，有面具装扮，比过去参军戏的表演形
式又有了新内容，“它丰富了河北古代戏曲的
发展史，对后世戏中武将的表演有一定影响。”

1964年，新疆吐鲁番。
阿斯塔纳 336 号墓出土了一尊泥俑。泥

俑身穿绿色拖地长裙，手臂摆起，似在跳舞。
这尊俑被称为踏摇娘。
这件远在新疆的人俑，身上承载的故事

也与河北有关。
踏摇娘既是一个角色，也是一个剧名。

“踏摇娘产生于隋末。”贾吉庆介绍，这部
戏表现一男子喝醉后殴打妻子，美貌的妻子
在踏歌中诉说哀怨。

《踏摇娘》具备两大特征：踏步和歌拍，齐
声相和。“依托踏歌，它已经具备基本的戏曲

形态。”赵惠芬介绍，这部剧因此成
为北齐、隋唐时期的经典剧目，它演
出的首个集散地就在河北邢台一带。

1971年，张家口宣化。
考古人员在城郊下八里村1号墓

发现一幅伎乐图，画面上12名服装艳
丽的艺人，侍弄着不同的乐器。专家将
这一场景认定为辽散乐的演奏现场。

“这些壁画展示的，其实是那个时
期的戏曲艺术在燕赵大地的融合。”赵
惠芬说。

从仪式舞蹈到有故事情节到舞蹈伴
唱，中国戏曲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都在
河北的戏曲历史中找到了坐标。

燕赵大地自古以来就文化底蕴深厚，
长期发生在这里的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
更促进了戏曲艺术在河北的形成和发展。

“宋辽之际，古燕赵大地被以白沟河为
界一分为二，辽劫掠了大量中原艺人，辽代
杂剧不断吸收中原杂剧，尤其是辽散乐杂剧
有了质的提升，这些都有燕赵人的参与。”赵
惠芬介绍，金灭宋后，采用借才易代的文化
政策，这一政策是以中都为中心，包括真定、
大名等城市完成的，这促进了金院本、诸宫调
等艺术形式的发展。

宋金中后期，城市经济空前繁荣，文艺娱
乐需求急剧增长，一些大城市出现勾栏瓦舍等
表演场所，中国戏曲开启全速前进模式，迈进

“真戏曲”的成熟期。

元曲与河北

宋金杂剧的兴盛，勾栏瓦舍的刺激，音乐形
制的整合，在元代统一全国后，经济、文化极大融
合，元杂剧终于破茧成蝶。

“元杂剧和散曲构成了元曲，元杂剧是戏曲，
散曲是诗歌。古人的诗歌也是用来唱的，但元杂剧
的成就要远大于散曲，所以我们一般说元曲，也代
指元杂剧。”河北师范大学元曲研究所原所长杨栋
说。

2021年7月30日，正定县中山东路7号，正定元
曲博物馆内。

一处缩微泥塑舞台，外围用栅栏做围挡，高耸的
戏台下，观众们围在一起评头论足，附近有流动的商
贩，周边是百姓民居。

“这一场景模拟的是元代真定阳和楼前，老百姓
聚集看演出的一幕。”正定元曲博物馆负责人甄清江
介绍。

河北，是元曲的重要诞生地，古正定又是元曲的
中心之一。

著名学者王国维在《录曲余谈》中写道：“曲家多
限于一地。元初制杂剧者，不出燕齐晋豫四省，而燕
人又占十之八九。”

《宋元戏曲史》中收录了元初杂剧作家76人，其
中61位是北方人。这些人在北方形成了多个元杂剧
中心，除当时的首都大都外，还有真定（今正定）、大
名（今邯郸大名）、汴梁（今河南开封）、平阳（今山西
太原）、东平（今山东东平）。

“当时的真定是仅次于大都的元杂剧中心。”杨
栋介绍，活跃在真定的元杂剧作家有白朴、李文蔚等
人，尤其以白朴的成就最高，他创作的《墙头马上》等
剧目，至今还在上演。

为什么真定会成为元杂剧中心之一呢？
“这先要说元杂剧为什么能在元代崛起。”杨栋

说，金、元统治者喜好歌舞，一度劫掠了中原地带大
量的曲艺人才进行储备。此后，元朝废除科举制，使
得过去“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知识分子失去
出路，转向文艺创作。元统一中国后，社会经济进入
稳定期，勾栏瓦舍进一步兴盛，产生了职业的艺人和
相对固定的剧场及观众。

而当时的真定，由控制河北西路各州府的史天
泽家族管理，在其治下，社会安定、商业繁荣。史天泽
尤其尊重知识分子，这使得无法从科举中获得认同
的知识分子，对真定非常向往，白朴就是在这种情况
下来到真定生活。

知识分子的聚集，加上史天泽也喜好杂剧，这促
成真定成为北方的元杂剧中心之一。

事实上，除了白朴，燕赵大地上还曾诞生过多位
元杂剧大家。

“被誉为杂剧创始人的关汉卿，就出生在祁州，
也就是今天的安国市。”杨栋说，至今，安国还保留有
关家桥、关家坟等古迹。

早在19世纪，关汉卿的《窦娥冤》等剧目就被介
绍到国外，他一生写下的60多部作品，现存的18部
还在上演。

河北籍剧作家创作出的元曲也不止于此。
2021年7月27日，北京北方昆曲剧院。

《西厢记》正在上演，女主角昆曲独有的柔美唱
腔，引来观众一阵阵掌声。

从《西厢记》创作以来，京剧、昆曲等不同剧种都
曾把这一经典剧目搬上舞台，其台词“愿天下有情人
都成了眷属”更是被简化为“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
属”为世人所知。

“很多人都知道这部流传700余年的爱情剧出自

元杂剧作家王实甫之手，但很少有人注意到王实甫
是河北定兴人。”杨栋说，同一时期的河北人，还有多
位在元曲发展史上写下了灿烂的一笔。真定人尚仲
贤写出了《柳毅传书》，后被改编为越剧的经典剧目，
还被拍成电影；保定人李好古写的《张生煮海》，经过
清朝李渔改编为《蜃中楼》，成为昆曲的经典剧目。

河北人创作的这些元杂剧，凭借感人的故事和
跌宕的情节经久不衰，成为烙印进中国文化的、有生
命力的文学作品。

在此推动下，元杂剧的艺术表演形式发生了巨
大变化。

正定元曲博物馆的屋顶，悬挂着很多木制的曲
牌名，比如朝天子、寄生草等。

时至今日，元杂剧的演唱形式究竟如何，已经无
法还原，“但可以确定的是，元杂剧的音乐歌唱，由北
曲系统构成。北曲是流行于宋金时期北方的民间歌
曲，由单支牌调的小令组合成套数，也叫套曲，元杂
剧以诸宫调为中介，利用套曲来演唱。”杨栋介绍。

就这样，以金院本、诸宫调和宋代说话为基础的
元杂剧形成了一种新的戏剧形式，并创造出了旦末
净杂四个角色，但限定正旦、正末一人主唱，其余角
色只能念白，并有了唱念做打的程式，中国戏曲越发
成熟起来。

源远流长

京昆名家

“角”出河北

2021 年 8 月 18 日，邢台南宫市北大街尚小云
纪念馆。

一张张颇有年代感的照片上，尚小云扮演的古
代“女子”头戴佩饰，身穿绫罗，手里或拿刀或拿马
鞭，看起来又美又飒。

“尚小云原名尚德泉，祖籍邢台南宫。”邢台
市戏曲家协会主席、尚小云纪念馆馆长周哲辉
介绍。

尚小云5岁学戏，学过老生、武生、花脸，在北
京三乐社科班学戏时，拜师著名青衣孙怡云，改名
尚小云，工旦角。他最为人所熟知的是位列京剧史
上极具影响力的京剧四大名旦。

（下转第十一版）

武安傩戏武安傩戏《《捉黄鬼捉黄鬼》。》。

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演出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演出《《大都名伶大都名伶》。》。

石家庄市评剧院一团演出石家庄市评剧院一团演出《《挡马挡马》。》。

井陉晋剧团演出井陉晋剧团演出《《背水一战背水一战》。》。

河北梆子河北梆子《《窦娥冤窦娥冤》。》。
本版图片均由贾占生摄本版图片均由贾占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