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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快四个年头了，闲
暇的时候我常常会想起父亲的音容笑貌，
想起他对我们的谆谆教导。他的品格就像
一座雄伟的灯塔，永远指引着儿女们人生
前行的道路。每每想到这些，我就无法抑
制自己的泪水，对父亲的思念一次又一次
在我心中沉淀。

父亲是一个地道朴实的农民，解放前
由于家庭贫困，直到十六七岁才有机会在
农闲的时候上了四个月的私塾。父亲很聪
明，短短几个月他就学会了打算盘，还认识
了不少字，父亲的字写得很慢，而且歪歪扭
扭。但那个年代在我们那一带，父亲已经
算得上是一个能写能算的识字人了。

解放后，父亲一直在我们那个三四十
户人家的小村子当队长、当会计，一年下来
象征性地挣一些工分。父亲肩上的担子很
重，除了要供养我们五个孩子，还要供养年
迈的爷爷奶奶，当时年迈体弱的三爷爷也
和我们一起生活。他从不畏惧生活中的困
难，总是乐呵呵地操持着一家的生活。

记得包产到户的第二年父亲当村长，
乡政府要修一条通往镇里的公路，要求沿
途的村民们出工出力，然后给一些布料作
为补偿。一个星期六的傍晚，乡里的车把
布料送到了我们家里，但已来不及给村民
们分发了。那天家里只有父亲一人，晚饭
后，父亲又被几个同龄人邀去打麻将，散
了时已经是第二天天微微发亮。父亲和另
外一个同路的村民走到我家门口的时候发
现院子的栅栏敞开着，进屋里一看，布匹
丢了！父亲走出去仔细查看着地面上可能
留下的蛛丝马迹，发现沿着两行依稀可见
的脚印一直延伸到村东头的一户人家。父
亲抬头看看那户人家破败的房子，扭头回
家了，然后淡淡地对等他的村民说：“没
找到。丢已经丢了，明天再说吧。”

第二天，父亲召集村民们开会，当场表
示要按照供销社同样布匹的价钱分三年退
赔给乡亲们。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钱，
然而就这样，我们家用三年的时间省吃俭
用硬是把那一半的布钱给村民们补上了，
但我们一直不理解父亲为什么当时不去报
案。过了很多年父亲再次提起这件事时，
说他当时就知道是谁偷的了，可仔细一想，
如果当时报了案，布匹是找到了，可那个后
生还不得坐几年牢？本来他家里就穷，找
个媳妇就很难，如果再坐上几年牢，名声也
坏了，那他就彻底完了。听完这一席话，我
和姐姐妹妹、姐夫们都面面相觑、肃然起
敬。这是一种怎样的宽容与大爱呀！为
此，父亲这些年独自忍受了多少责难和委
屈啊!

父亲是个标准的慢性子，遇事总是不
慌不忙，而母亲的性子比较急，经常埋怨父
亲，为此，两个人没少拌嘴。但父亲也有急
的时候，我读初二那年，学校在距家三十里
外的地方。当时得了一场重病，昏迷不醒，
住进了乡里的卫生院。父亲半夜得知消息
后，不到一个半小时就步行赶到了卫生
院。在父亲的精心照料下，我终于康复出
院了。

在那个艰苦的年代，父亲对我们子女
就像一颗坚挺的树干，拼命地把根扎进贫
瘠的大地，滋养着身上的每一根枝条的成
长！父亲爱我们每一个儿女，但他从不娇
惯我们。高一那年清明节刚过，树木微微泛
青，冰雪还未完全消融。一天晚饭后，我一
位同学的哥哥要我当向导，到我们村里买一
些杨树椽子。由于走错了路，一直到夜里12
点多钟才到了家。我敲开门叫起了刚刚入
睡的父母，介绍了同学哥哥的来意。父亲慢
悠悠地抽了一袋烟对同学的哥哥说：“村里
几十户人家给你凑个三二百条椽子是没问
题的。今天也晚了，等明天再说。你开车也
累了，早点休息吧！”

父亲转过身来，郑重地对我说：“今天
天气也不冷，又是晴天，虽说没月亮，星星
还是挺亮的。你十六七岁了，也是个男子
汉了，高中的学习也挺紧，明天一早还要上
课，你就连夜回学校吧，别误了明天的课。”
我愣在那里，说实话，深更半夜我不敢一个
人走那么远的路。但看到父亲那坚定的神
情，只好胆怯地咬着牙踏上了返校的路，心
里一肚子委屈。

微弱星光下的原野到处影影绰绰，几
个小时心惊胆战的夜路我好像走了一个世
纪。黎明时分我终于回到了学校。这一夜
给了我一生的启迪，这一夜父亲给我上了
一节让我终生难忘的课，后来听母亲说那
一夜父亲一直翻来覆去睡不着。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平凡朴实的农民，
他的一生简单而平淡，他与邻为善、宽以待
人的处世之道也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

亲爱的父亲，无论您离开我们多久，您
永远是一本儿女们读不够的圣典！是儿女
们心中永恒的丰碑！如果有来生，我们还
愿意做您的儿女！

（作者系内蒙古四子王旗教育科技体
育局副局长）

追忆父亲
李润和

本报讯（记者 王珺）由北京大
学国际合作部主办、北京大学艺术学
院承办的“生命望乡的行吟——著名
旅加画家、北京大学海外访问学者王
其钧教授个人绘画展”近日在北京大
学百周年纪念讲堂展出。

作为 2016 年“北京大学国际文
化节”系列活动、同时也是艺术学院
建院 20 周年纪念活动之一，本次展
览呈现了“漫游江南”和“探寻京剧”
两个单元。“漫游江南”展示了王其
钧教授近年来创作的一组江南主题
油画，“探寻京剧”则以京剧入画，惟
妙惟肖地刻画出形态各异的戏曲名

伶，为燕园师生带来了一次文化寻根
之旅。

王其钧现任中央美术学院教
授，作为建国以来具有代表性的 60
位画家之一，曾前往加拿大多伦多
大学、英国格拉斯哥美术学院交流
或任职。此次画展策展人、北京大
学艺术学院教授向勇如此评价王其
钧教授其人其画：“尽管游走西方多
年，沉浸在后现代主义的艺术喧嚣
中，然而在东西文化对峙、碰撞与冲
突的宏大叙事与个人境遇之间，他
依然能够坚守中华文化传统，捍卫
中华艺术经典。”

王其钧个人画展亮相北大国际文化节

本报讯（子依）10月31日，由文化
部和陕西省政府共同举办的第十一
届中国艺术节在陕西西安落下帷幕。

本届艺术节充分体现了国家级艺
术水准和近年来艺术创作的成果，重
头戏是第十五届“文华奖”评奖活
动，从57台剧目中评选出10台获奖
剧目和 10 位德艺双馨的“文华表演
奖”艺术家，第十七届群星奖决赛从
84 个入围作品中最终评出 20 个。

经过激烈角逐，京剧《西安事变》、豫
剧《焦裕禄》、评剧《母亲》等 10 台作
品荣获第十五届文华大奖，贾文龙、
吴凤花、迪里拜尔等 10 位艺术家荣
获文华表演奖。

此外，本届艺术节第一次将书法篆
刻和摄影作品纳入展览框架，来自全
国的 550 多件绘画、300 多件篆刻、
300多件摄影作品让书画摄影爱好者
们有了近距离接触精品作品的机会。

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评出10台“文华奖”剧目
“清粼粼的水，蓝莹莹的天。小

芹我洗衣裳来到了河边”，60多年前，
经典民族歌剧《小二黑结婚》在北京首
演后成为当年最受欢迎的新歌剧剧
目，咏叹调《清粼粼的水，蓝莹莹的天》
旋律优美、明快婉转，更是成为了几代
人的记忆。

《小二黑结婚》是1943年作家赵
树理以发生在山西辽县（现左权县）真
实事件为原型创作的小说。1952年，
《小二黑结婚》被改编成民族歌剧，在
思想和内容上把握了原著精髓，在音
乐上吸取了戏曲“三梆一落”（山西、河

南、河北梆子和评戏）的元素，音乐语
言淳朴健朗，曲调充满草根气息，戏剧
桥段幽默风趣，将包办儿女婚姻的旧
派人物和冲破牢笼的新生人物呈现得
活灵活现。

日前，由中国歌剧舞剧院复排的
民族歌剧《小二黑结婚》在京演出，第
一代“小芹”饰演者乔佩娟任顾问，著
名表演艺术家郭兰英任艺术指导，原
总政歌剧团团长黄定山任总导演。为
更好地塑造人物，主创人员还到故事
发源地山西省左权县采风，深入到小
芹、小二黑的原型智英祥和岳冬至的

家中，体验他们的生活环境，聆听他们
的故事，还与左权盲人宣传队的民间
艺术家进行了深入交流。

“《小二黑结婚》是中国民族歌剧
中最为成功的喜歌剧，寄托着一代代
艺术家的思考和探索。与其叫复排，
不如叫重排，因为我们在尊重经典、传
承经典的同时，加入了现代理念和青
春气息，进行全新的舞台呈现。”黄定
山坦言，“剧中人物对封建势力的反抗
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他们对自由爱
情和美好生活的追求，很容易引起观
众的共鸣。”

复排歌剧《小二黑结婚》再现历史记忆
伊湄

⦾资讯 ⦾现场

“水莽草，水里长来水里飘，叶儿
翠，花儿妖，飘来飘去自逍遥⋯⋯”随着
舞台音乐的响起和闪烁的灯光，大型滇
剧《水莽草》日前在云南省玉溪市聂耳
大剧院正式上演，剧院里座无虚席，上
千名观众被深深吸引。

这是一场2016年度国家艺术基金
滚动资助项目滇剧《水莽草》审查验收
的汇报演出，由云南省玉溪市滇剧院出
演。从2012年7月首演至今，该剧已
在全国各地演出130余场，不论是行内
行外，还是城市农村，不论是老戏迷，还
是年轻大学生，受到了几乎各个年龄段
观众的喜爱甚至追捧，并获得中国戏剧
节多项大奖。现如今，一部戏能够连续
演出二三十场已属不易，更何况是一部
传统地方戏曲。《水莽草》到底有什么魅
力？又是如何让今天的人们能够读懂
这种古老的剧种文化？

莽草开花滇韵浓

《水莽草》以“有毒的”水莽草为
线索，讲述了一个“婆媳由对立到和
解”的寓言故事，仿佛一场发人深思
的“灵魂叩问”，唤醒了人性中的真善
美。婆媳关系，在《孔雀东南飞》《钗
头凤》《寒夜》《金锁记》等一些古今文
艺作品中均有涉及，但滇剧《水莽草》
另辟蹊径，以精心的创作将老题材演
出了新意味。该剧本由云南艺术学
院教师杨军创作，导演为上海戏剧学
院熊源伟教授，主演则由滇剧青年表
演艺术家、梅花奖得主冯咏梅担任。

演出中，剧情跌宕起伏，灯光舞美
唯美。导演贯通中西戏剧的美学精神，
极大地发挥了滇剧传统的艺术特色，又
建构出全新的舞台语境。冯咏梅婉转
的唱腔、精湛的表演把戏中人物的喜
悦、无奈、愤怒、忐忑不安、悔恨等心理
斗争刻画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在戏接近
尾声，唱念做舞并重的情况下，剧中还
设计了一段清板演唱，这没有扎实的基
本功是很难完成的。现场观众爆发出
雷鸣般的掌声，连呼过瘾。一位90后
大学生告诉记者，滇剧是云南不能丢的
文化，是一种故土情结。以前对传统戏
不大待见，没有共鸣，但是看了这部戏
后，感受到了那种时尚和传统美的冲
击，并开始敬畏传统。

唱腔设计梁子华说：“滇剧作为

云南的一大剧种，有着极具地域性特
征的传统唱腔。在守住传统滇剧这个

‘根’的同时，《水莽草》对唱腔进行了
变化和创新，加入伴唱、二重唱等，力
争将整出戏的气氛推上去。”冯咏梅介
绍，配器中增加了小提琴等一些西洋
乐器，比以前的伴奏方式丰富了许
多。同时在美感、节奏的把握和冲击
力上，让年轻人没有“拖、慢、等”的感
觉，比如剧中“思念”一场设计了二重
唱，以前的滇剧比较高亢，这次则主要
以走心、唱情为主，在声腔上采用了许
多通俗唱法，该抒情的地方轻柔婉转，
该爆发的地方彰显戏剧的冲击力和张
力，是在滇剧声腔的情感表达上的一
些新的尝试，所以许多年轻观众看后
都说“好听、好看、有深意”。

古老剧种生存忧

滇剧是云南的主要地方戏种，在
云南地区已经有500多年历史，现已
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丝
弦、襄阳、胡琴三大声腔为主。但是
到了今天，一千多剧本失传大半，滇
剧名角儿寥寥无几，一些非常有名的
剧目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去编排，之
后便被束之高阁。

“现在的传统戏曲面临的问题很
多，比如资金、政策、市场、观念、剧本、
演员等，但总体来讲，要是有一个好环
境、好本子、好演员，其实还是可以演
出好的传统戏的。”云南省民族艺术研
究院院长马云华说，大家常说京剧好
看，但我觉得滇剧《京娘》《水莽草》一
点不亚于京剧，传奇的故事、强烈的情
感、跌宕的悬念让人百看不厌。

的确，滇剧讲究“四功五法、唱念
坐打”，具有“雅俗共赏、古今同趣”的
乐趣，试想：一个完全不懂古老剧种
文化的人，刚接触时会有摸不着头脑
的感觉，难免会被更易于接受、更有
娱乐性的东西吸引。所以，滇剧在一
定程度上需要“解码”。

前不久，昆明八中高中生参加了
一项调查滇剧生存现状和传承推广
的项目后，给市长热线发邮件，呼吁
要保护滇剧文化并提出了一些想法
和建议，昆明市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局
非常重视，表示将继续增加滇剧推广
形式，并将滇剧带进校园。目前，云

南文林小学、呈贡斗南小学都有定期
开设的滇剧课程。昆明八中也将成
为滇剧的青少年传承基地，开设一些
滇剧的选修课，让更多学生认识和了
解滇剧。而此次《水莽草》得到市场
的认可，可以说是一次集体思考和实
践的结果。

导演熊源伟认为，如何在保全戏
曲审美特质的前提下，连接青年群
体，接通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延续戏
曲舞台生命一直是整个主创团队孜
孜以求之事。编剧杨军表示，“滇剧
的艺术特征和剧种个性是什么？”这
个思考伴随着《水莽草》的屡次修改
一直在推进，一路打磨修正的过程亦
是时时拷问自身初心的历程。在开
始创作这部剧时就坚持从小故事着
手，深化至寓言式思考的方式，将戏
剧尤其滇剧的传统美学传承出符合
当下时代感的新意。

作为云南省玉溪市滇剧院院长，
冯咏梅一直在思考应该怎样结合地
域特色、剧种特色、剧院人才结构来
选择剧目，打造一台立得住、唱得响、
传得开、留得下的精品剧目。她坦
言，当大家都在寻找追逐所谓时事热
点、时政主题的时候，我更想搞的是
真正的艺术品，它应该是永不过时
的，不去迎合时代主题，而更像是如
盐入水，如和风细雨，沁人心脾。

在冯咏梅看来，《水莽草》是“吃饭
戏”“看家戏”，它并不只是获奖戏，应该
是成为将来的优秀传统戏。她说，参与
《水莽草》演出的大多是年轻演员，像演
婆婆、茂壮、判官等演员平均年龄都不
到40岁，给年轻演员压担子，以戏带
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她的学生陈莉
依才20岁，已经饰演了丽仙一角，并拥
有了一些年轻戏迷，这就是这部戏的魅
力，既能够让老戏迷们喜欢，更可贵的
是让那些年轻人重新认识到传统文化
的美和独特的魅力！

如琢如磨出精品

当天晚上演出结束后，专家们连
夜召开审查验收研讨会。国家艺术基
金活动部负责人姚志华介绍，滚动资
助项目是在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一般
项目结项后，经过进一步选优拔萃，通
过不同的形式再给予滚动资助的一项

新举措，聚焦于改，以改为主，希望通
过“两改两演”，不断向精品行列靠
近。今年4月下旬，国家艺术基金特
别组织专家赴玉溪为滇剧《水莽草》

“把脉会诊”，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对
其精品化之路是一种积极引导、巨大
鞭策。之后，主创团队认真修改、排
演，使剧目品质有了明显提升。

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主任谢柏
梁认为，“滇剧《水莽草》在中国文化
史上第一次直面婆媳关系问题，以一
种民间的、民俗的、神话的、梦境的素
材和方式，巧妙地化解了这个沉重的
结、永恒的矛盾。”而且，由此推及人
类社会个人之间、群体之间、种族之
间从误解、隔阂、对垒、冲突、伤害、战
争到向善、向美、求理解、求共鸣的过
程。这种大气的解法、文化的高度，
正是它最大的魅力。

戏剧评论家黎继德借用全剧结尾
的一句台词“莽草开花了”，说：云南的
滇剧在全国也开花了。我觉得《水莽
草》是一部新滇剧，在今天戏曲当中是
一个具有典范性、示范性的作品，这个

“新”表现在很多方面，最突出的方面
是它的寓言性。最好的戏剧一定是寓
言，因为寓言是对生活的高度凝练和

特殊提炼，所以它不同于生活，但又反
映着生活的深刻本质。

在济南市京剧院院长、国家一级
舞美于鹤咏看来，演员尤其是冯咏梅对
人物的把握非常投入和到位，将深层人
性体现得神秘且微妙，将人物精神的穿
透力、人物个性化的感染力注入观众心
灵，使人印象深刻。制作方面，戏曲形
象从生活中来，但搬到舞台上，还要具
备唯美的元素，在追求艺术美感的同时
要注意和服装、景观等保持协调。

文化如水、润物无声，古老剧种
需要保护，“文华奖”“梅花奖”等各种
奖项的设立保护了滇剧的发展，而此
次国家艺术基金滚动资助项目更促
进了滇剧等地方艺术的振兴。

“以前，我们地方剧团最大的问题
就是经费困难，三年来得到了国家艺术
基金的项目支持，除了经费还组织专家
团队现场把脉会诊，不仅扶持了这种地
方戏曲，也培养了滇剧新人。所以我们
一定要加倍努力，精益求精，在接下来
的全国巡演中广泛征求各方意见，争取
把《水莽草》打磨成一部传之久远的艺
术精品。”冯咏梅感慨地说，“好的戏曲
演员不是流星，而是真正的人民艺术
家，这是我一生的追求。”

寻找古老滇剧的现代“解码”
——看滇剧《水莽草》有感

本报记者 却咏梅

近日，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
“京剧叶（盛章）派武丑青年演员培训”
在京举行项目启动仪式，正式开班。
这是近年来首次京剧武丑行当青年演
员大规模集中培训，也是中国人民大
学首次成功申报国家艺术基金项目。

京剧叶派武丑艺术，由著名京剧
艺术家叶盛章创立。叶盛章的大量文
丑剧目得老一辈丑行大师王长林真
传，兼采张黑、傅小山等众家之长，最
终形成了文武兼擅、崑乱不当，开打脆
快火爆，神气冷隽，一人千面、各个不
同的艺术风格，融会贯通，自成一家，
而以武丑艺术显名于世。

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
因，其传承状况极为严峻。叶盛章先
生亲传弟子、京剧武丑表演艺术家叶
金森告诉记者，由于流派创立人叶盛
章先生离世距今已50年，享年仅54

岁。其专职京剧教育工作开展仅6
年，致使其亲传弟子人数很少，代表性
传承人张春华先生今年已92岁高龄，
其余叶盛章亲传弟子健在者，最年轻
的也已年近七旬。加之京剧各行当艺
术近年发展的不平衡，目前武丑人才
严重匮乏，叶派剧目演出机会较少，剧
目流失严重。

据叶盛章生前手书其擅演剧目
统计，其掌握的丑行剧目至少128
出，具有叶派典型特色的代表性剧目
也超过30出，而近10余年来，叶派
丑行演出剧目不超过10出。“青京
赛”“学京赛”等全国性比赛中，武
丑行当参赛剧目也多局限在《盗甲》
《三盗九龙杯》《三岔口》等极少数
中。除了舞台表演人才的匮乏，叶派
丑行艺术也非常缺乏足以承担传承任
务的青年教师。

“叶派武丑艺术传承已到了时不
我待的地步”，叶金森说，这是参加国
家艺术基金复核答辩时与评审专家达
成的共识，“大家都认识到了叶派传承
的紧迫性”。

本次培训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
国剧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孙萍表示，培
训将分三个阶段进行，学员集中学习
总时长近两个月，最终将完成10出叶
派武丑代表剧目的传承工作。其中两
出大戏《酒丐》和《徐良出世》，将采取
挖掘、整理、恢复的方式进行重排。

“这两出剧目都是几十年前一旦
贴演就会全场爆满的好戏，已经在舞
台上消失多年，我们的一大任务，就是
让这两出戏重新和观众见面”，孙萍
说，教学成果将于明年4月在北京长
安大戏院以三场专场汇报演出的形式
呈现。

在青年演员培训开班仪式上，京剧武丑表演艺术家叶金森表示——

“叶派武丑艺术传承已到了时不我待的地步”
本报记者 却咏梅

⦾纪念

冯咏梅冯咏梅《《水莽草水莽草》》剧照剧照

⦾聚焦

本报讯（记者 梁杰）10 月 30
日晚，首届北京肖邦国际青少年钢
琴比赛“颁奖仪式暨获奖选手音乐
会”在中央音乐学院歌剧音乐厅举
行，为首届北京肖邦国际青少年钢
琴比赛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中国选手陈学弘获得青年组第
一名，中国选手铁顺顺、叶方舟获得
少年组并列第一名。波兰密茨凯维
奇学院将邀请各组第一名赴肖邦的
故乡波兰访问。本届评委会主席、
波兰著名钢琴家卡塔琳娜·波波娃-

齐德隆女士在发言中表示，第一届
北京肖邦国际青少年钢琴比赛的演
奏水平非常高，可以说是一场肖邦
音乐的盛宴。此次比赛共有来自中
国、美国、俄罗斯、波兰、澳大利亚、
韩国、立陶宛等国家的 100 多位选
手报名，经过层层选拔，最终有近60
名选手在北京参加了本项赛事。经
过十余天激烈地角逐，来自中国、波
兰、澳大利亚和韩国的选手分别进
入青年组和少年组决赛，最终，中国
选手在比赛中拔得头筹。

首届北京肖邦国际青少年钢琴比赛圆满闭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