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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韵新腔古韵新腔

【阅读提示】

河北，是中国戏
曲发祥地之一。

中国戏曲的发展
脉络，总能在这里找
到印迹。其中，既有
戏曲的起源傩戏，也
有戏曲发展过程中的
角抵戏、参军戏，还有
戏曲成熟期的元曲。
可以说，河北戏曲史，
几乎就是大半部中国
戏曲史。

河北这片土地，
孕育了河北梆子、评
剧、北昆、丝弦、老调、
平调落子、乱弹、哈哈
腔等30多个剧种，剧
种之多，在全国名列
前茅。

河北的这些剧种
是如何兴起、兴盛
的？它们又有什么样
的艺术特点，被哪些
名角发扬光大？

刊名题字/韩羽

采访/河北日报记者 白云 朱艳冰 曹峥
执笔/河北日报记者 白云

慷慨悲歌看梆子

2021 年 7 月 21 日，河北省河北梆子
剧院。

院长赵涛从书柜里拿出两个长短粗细
不一的硬木棒：“这就是梆子。”

位于剧院一楼的排练大厅，梆子的击打
声不断传来，间有铿锵的唱段。两根实心木
棒撞击后发出清脆、高亢而坚实的声音，特
别有辨识度。

“梆子是河北梆子演出中武场的主要乐
器之一。”河北梆子剧团乐队中心主任孟全
胜介绍，河北梆子的乐队由文场和武场两部
分组成，早年，前者包含板胡、柳笛等管弦乐
器，后者包括板鼓、梆子、大锣、铙钹、小锣等
打击乐器，后来陆续加入了其他乐器，但主
要还是以板胡、柳笛、笙为主。

河北梆子剧种中的梆子多用枣木制作，
又被称为枣木梆子，“这种材质的梆子，穿透
力强，调门高，特别适合烘托表演中需要较
劲的地方。”孟全胜说。

调门高，是河北梆子的演唱特点之一，
尤其需要梆子乐器给予响应。梆板配合板
胡等乐器，营造出强烈的苍凉之感，也构成
了河北梆子慷慨悲歌的基调。

“河北方言四声分明，生活用语嗓音洪
亮，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唱腔必定是铿锵有
力的。”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副院长赵
惠芬说，过去，这一剧种在平原地带演出
时，少有舞台，需要提高调门才能让观众听
清，久而久之，形成了河北梆子独特的演唱
特色——高亢、激昂、刚劲、舒展。

“河北梆子是由山陕梆子蜕变而成。”赵
惠芬说，明末清初，地方戏开始兴盛，当时北
方战乱频繁，社会动荡，百姓生活很苦。节
奏慢、唱腔平和的昆曲已难满足当时北方群
众的艺术需求，他们心中的愤懑需要通过新
的艺术形式得以排遣。高亢的山陕梆子恰
在此时随晋商通过“东口”（张家口地区）传
入京畿（含河北）。

在清代，山陕梆子被称为秦腔、乱弹或
西部，作为地方剧种，秦腔还曾进京演出，名
震一时。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清政府明令禁
演秦腔，形成了京、秦两腔艺人在同一班社
兼习两腔的局面。同班艺人多是河北、北京
人，语音较原秦腔发生变异。同时，演员为
适应当地观众的口味儿，将其唱、念按河北

语音做了一些改变。到了清朝道光年间，
河北保定产生了第一家培养梆子艺

人的科班——祥泰班，这被
视为河北梆子诞生

的标志。

2021年9月23日，石家庄。
78 岁的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一级编

剧、作曲家姬君超从书柜中找出一份资料。
“清末民初，女演员的加入，促使河北梆子迎
来了一次振兴。在清朝，女性被禁止参加戏
曲演出，清朝末年，禁令放松，大量女演员将
河北梆子的高亢唱腔演绎得更加充分，也推
动了这一剧种的流传。”这一时期出现了著
名河北梆子演员刘喜奎、小香水、金刚钻
等人。

20 世纪初，河北境内的大小河北梆子
班社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成为在河北农村无
可抗衡的剧种，在北京，也能与皮黄（京剧）
斗艳。其演出足迹更是走出京津冀，扩展到
上海、东三省甚至俄罗斯。

河北梆子的受欢迎程度究竟如何，我们
能从当时的记录中窥得一二。光绪年间的

《粉末丛谈》中写道：“癸酉、甲戌间，十三旦
以艳名噪燕台。”

“这里所说的十三旦，就是河北梆子的
创始人之一侯俊山。”赵惠芬介绍，侯俊山
一度加入升平署，还被清廷赐六品顶戴并
赐字。同时期的河北梆子演员，还有田际
云、魏联升（元元红）等人。

“20世纪初至30年代，由老晋隆、百代
等公司录制的戏曲唱片中，河北梆子灌制的
唱片比京剧还要多。当时，俄罗斯、蒙古国、
日本、韩国都有河北梆子的踪迹。1991 年
后，河北梆子也是第一个走到欧洲演出的地
方剧种。”姬君超说。

不仅如此，河北梆子剧种对国内其他
艺术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歌剧《白毛女》
就借鉴了河北梆子的唱腔。”姬君超介绍，
20世纪50年代，著名歌唱家马玉涛曾到河
北省河北梆子剧院学习河北梆子的演唱方
法，著名作曲家娄生茂借鉴河北梆子唱腔
谱写了《马儿啊，你慢些走》，由马玉涛
唱红。

土生土长话评剧

2021年8月24日，石家庄大剧院5楼排
练厅。

石家庄市评剧院一团三位年轻演员正
在排练评剧版《墙头马上》，团长张志辉边看
边琢磨，演员唱完一段，张志辉忍不住站起
来拍手，“这段好，比上一次好。”

石家庄市评剧院一团着重打造的这台
剧目将参加在唐山举办的第十二届中国评
剧艺术节。与他们一起演出的，还有来自北
京、天津、黑龙江、内蒙古、辽宁等地的评
剧团。

评剧节在唐山举行，和唐山是评剧的发
源地有关，还与1984年12月在唐山举行的
一场座谈会紧密相连。

这场座谈会上，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
艺术研究院（所）的专家学者、评剧名家各抒
己见，争得面红耳赤，甚至为某一个具体年
份拍了桌子。

回忆起这一幕，如今 82 岁的叶志
刚依然很激动。那时，他还是石

家庄市文化局艺术科长。“评
剧是土生土长的河北剧种，

但 又 是 一 个 年 轻 的 剧
种。这次激烈争论的目

的，是要搞清楚评剧
的来龙去脉。最

终，我们把这

百花齐放

脉络捋了出来。”
广为人知的评剧来源，是它起源于莲花

落，是冀东民间花会中秧歌的一种类型。在
秧歌影响下，莲花落逐渐从说唱形式演变为
表演人物故事。发自民间的秧歌会，表演者
多为1至2人，分单口或对口，演员采用第三
人称演绎人物，一人分饰多角。

旧时，河北民间花会兴盛，莲花落的表
演有情节有人物，深受观众喜欢，后来发展
到可以在花会之外独立演出，具有了小戏的
要素。

清末，冀东莲花落逐渐分化成东西
两路。

“西路莲花落活跃在天津以西、北京附
近；东路莲花落是我们俗称的评剧，活跃在
天津以东、辽宁西部、承德南部的广大冀东
地区，集中在滦县（今滦州）、乐亭、昌黎、丰
润等地。”叶志刚介绍，东路莲花落演唱具有
明显的当地“呔儿话”语音特点，行腔带有滦
州皮影、乐亭大鼓等韵味。

“这和冀东一带的地理位置不无关系。”
叶志刚说，冀东一带紧靠京津，外连关外，发
达的交通和商业贸易，为文艺的发展提供了
土壤。冀东原有的皮影、乐亭大鼓等民间艺
术，以及流入冀东的高腔、河北梆子、京剧等
剧种，为评剧的发展提供了营养。

清末民初的唐山，作为中国近现代工业
摇篮，正发生着许多变化：陶瓷、机车、煤矿
等工业兴起，大量农民进入城市，他们在繁
重的劳动之余，急需精神上的慰藉。

“这一时期的唐山，外有梆子、京剧流
入，原有皮影、大鼓，茶园和戏院不断设
立，需要更多样的表演，接地气、活泼的莲
花落演出也就有了巨大的市场。”赵惠芬
认为。

1984年召开的那次座谈会，就是“纪念
评剧创始人成兆才诞辰110周年大会”。会
后第二年，河北省还成立了成兆才研究会，
叶志刚被推荐为副会长。

“说成兆才是评剧的创始人，一点都不
为过。”叶志刚说。

19 世纪末，莲花落演出虽然获得了底
层人民的喜欢，但也掺杂着不雅内容，几次
被禁演，甚至被驱逐。

为了争取生存空间，1908 年，成兆才、
张德礼等艺人对莲花落进行了一次改良。

“他们把第三人称演唱的长篇故事，按照不
同情节拆开，改为第一人称表演的单折小
戏，这就有了中国戏曲中评剧独有的‘拆
出’。”叶志刚说。

1909 年，成兆才率领剧团庆春班进军
唐山，在位于小山（今唐山路南区）的永盛茶
园进行演出。

评剧史上有个说法，唐山是评剧的故
乡，小山是评剧的摇篮。

这是因为，在小山，成兆才等人在演出
过程中，对莲花落进行了非常重要的第二次
改革。

“这次改革，创作了以《花为媒》为代表
的，反映变革的、极富人民性的大量新剧
本，为评剧的形成夯实了基础。改革中吸
收了其他剧种的音乐元素，形成了板鼓、梆
子、板胡等新的乐器构成；以艺人月明珠的
自身条件为基础，吸收了河北梆子的板式
及部分曲调，变假声为真声，改高腔为平
腔，形成了评剧独特的演唱风格。从这儿，
莲花落被称为平腔梆子戏。”叶志刚如
是说。

1915 年，成兆才带领庆春班再次进入
天津演出大获成功，平腔梆子戏在大城市站
稳了脚跟。

这一时期，女艺人不断加入，并产生了
李金顺、刘翠霞、白玉霜、爱莲君等四大流
派。20世纪20年代，平腔梆子戏逐渐被评
剧这一称谓代替，评剧班社进入北京、上海、
西安、南京等大城市演出，屡获好评，评剧走
出冀东，开始广为人知。

新中国成立后，河北在保定成立了戏曲
改革委员会，对评剧进行了改革。“1956 年
有个统计，评剧团从1950年的17个，猛增到
59个，可见当时评剧的受欢迎程度。”叶志
刚说，这一时期的评剧名家也百花齐放，比
如北京的筱白玉霜、喜彩莲、新凤霞、魏荣
元、张德福、马泰、赵丽蓉；天津的鲜灵霞、六
岁红；东北的韩少云、花淑兰、筱俊亭、刘小
楼；河北的李兰舫、郭砚芳、筱桂琴、李哈哈

等人。
即使在今天，在河北 36 个地方戏曲剧

种中，评剧也以180余个演出团体的数量，
位列各剧种之首。

1996 年的春晚，小品《打工奇遇记》中
赵丽蓉的一段唱词至今让人记忆犹新：

“我做的是，爆肚儿炒肉熘鱼片，醋熘腰子
炸排骨，松花变蛋白菱藕，海蜇拌肚儿滋
味足，四凉四热八碟菜，白干老酒——烫
一壶！”

这唱段和唱词来自评剧《马寡妇开店》，
但移植到现代小品中毫无违和感。

“这是因为评剧唱词浅显易懂、平易近
人，表演者吐字清楚、接地气儿，这也是评剧
多年来广受欢迎的原因。”叶志刚说，评剧唱
腔没有太多高腔，大人孩子都能唱，这客观
上也促成了评剧的广为流传。

丝弦说从头

如果说评剧是河北地方剧种中的年
轻剧种，那么丝弦400多年的历史，则让它
成为众多河北地方戏中最古老的剧种
之一。

关于丝弦的起源，有不同的看法。一种
流传较为广泛的观点是，丝弦起源于元
小令。

吼秦腔，咧丝弦。
“石家庄丝弦唱腔独特，真声吐字，假声

拖腔，激越悠扬。”石家庄丝弦剧团团长刘如
夺介绍，丝弦唱腔刚中带柔，观众往往是越
听越上瘾。

其实，这说的都是北方丝弦。
丝弦分南方丝弦和北方丝弦，“北方丝

弦又分为东西南北中五路，流行于沧州任丘
一带的东路、保定一带的北路、山西一带的
西路、邢台平乡、任县一带的南路，以及石家
庄一带的中路丝弦。”刘如夺介绍。

2020 年 12 月到 2021 年 1 月，在石家庄
举行了第四届“五路丝弦优秀剧目展演”，前
来参演的有邢台、沧州、保定、山西省灵丘县
的19个剧团班社，演出了《空印盒》等剧目。

石家庄本地丝弦戏迷众多，每年展演几
乎都一票难求。

“清初，丝弦就在河北大部分地区和山
西晋中地区流行。”赵惠芬介绍，那时的丝弦
表演没有专业剧团，大多是农民在农闲时搭
班唱戏，农忙时就解散回家。此时的丝弦表
演浸透着浓郁的民间自娱特色。

正如民间俚语所说，“纺花织布唱秧歌，
耪地扶犁哼丝弦”。

清朝末年，各地丝弦班社层出不穷，过
去半农半艺的季节性班社也改为常年性班
社，并在城市有了演出阵地，河北大地上也
出现了红极一时的丝弦“四红”。

“‘正定红’刘魁显、‘赵州红’何凤祥、
‘获鹿红’王振全、‘平山红’封广亭。”刘如
夺说起这些前辈如数家珍，“这四人活跃
在石家庄周边，各有千秋。比如刘魁显的
甩发功极为精湛，封广亭以大趟马功夫出
名。”

2021 年 7 月 27 日，石家庄市丝弦剧团
会客室。

刘如夺指着墙上一幅题词很骄傲，“这
是1957年11月，剧团进京演出，周恩来总理
观看丝弦表演后亲自题写的。”

“发扬地方戏曲富有人民性和创造性的
特长，保持地方戏曲的艰苦朴素和集体合作
的作风，加强学习，努力工作，好好地为广大
人民服务。”这幅题词也点出了丝弦剧种的
特色。

1947年，石家庄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
了民间丝弦剧团“玉顺班”，1953年，将其更
名为石家庄市丝弦剧团。“这一时期，丝弦剧
团的演出阵容非常豪华，有刘魁显、何凤祥、
王永春、张永甲等知名演员。”刘如夺介绍，
也正是这一豪华演出阵容在北京巡演获得
了文艺界的好评。

作为地方戏大省，河北的剧种不止
于此。

2021年8月12日，清河县西张宽村。
79 岁的郭春荣唱道：“在金殿，骂罢了

满朝文武，回宫苑，学说给王的梓童……”唱
完，他甩一下金黄色的龙袍，坐进一把盖着
红绸缎的龙椅。

（下转第十版）石家庄市丝弦剧团演出新编历史故事剧石家庄市丝弦剧团演出新编历史故事剧《《红豆曲红豆曲》》剧照剧照。。
贾占生摄贾占生摄

河北梆子《新陈三两》剧照。 贾占生摄

由河北省正定县和石家庄市评剧院一团共同创排的由河北省正定县和石家庄市评剧院一团共同创排的
《《墙头马上墙头马上》》评剧版在正定县常山影剧院公演评剧版在正定县常山影剧院公演。。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陈其保摄陈其保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