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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看点12

齐·宝力高：马头琴之魂
文/李 悦 王新民

宋徽宗的《瑞鹤图》
是否带来了祥瑞？

文/新华社记者 翟 翔 赵洪南

北宋政和二年（1112年），正月十六，时值上元

节次夕。都城开封张灯结彩，烟火升腾，皇宫正门

宣德门前更是光彩争华。

忽然，一群仙鹤翱翔空中，鸣声悦耳，盘旋良

久，向西北飞去。人群仰首瞻望，惊叹称奇。

此时，宋徽宗恰至而立之年，元宵仙鹤来仪，

他觉得好似上天对他“统治有方”的嘉许，就亲自

提笔描绘这番景象，留下传世之作《瑞鹤图》。

跨越九百多个春秋，2020年12月，《瑞鹤图》

出现在辽宁省博物馆举办的“山高水长——唐宋

八大家主题文物展”。

“《瑞鹤图》在唐宋八大家最小的苏辙离世当

年绘成，此次展出意在铺垫当时宋文化的底色。”

副馆长董宝厚介绍，宋徽宗一生绘画作品众多，流

传至今全球可能仅有包括《瑞鹤图》在内的3件作

品为其亲笔所作。

人们流连于精美画作，更神往于背后故事。

《瑞鹤图》诞生时，宋徽宗治下的北宋并不宁静。

1101至1105年，河南地区连经蝗灾；1108至1110

年，湖北地区遭受干旱，弃子者“不可胜数”；1105

年，奸臣蔡京的爪牙开始通过苏州应奉局搜求奇

花异石，用船运入开封，号称“花石纲”，江南怨声

载道。

1102年起，宋徽宗数次下令在皇宫及全国立

元祐党籍碑，将反对新法的苏轼、苏辙等列为“奸

党”，并毁禁他们的著作。

假币泛滥、通货膨胀亦不断加剧。宋徽宗在

1111年的诏书中承认：“钱益轻，物益重，公私受

害，不可胜言”，称百姓因此“流移失业，不得以相

生养。”

1112年，仙鹤来仪，令日夜期盼祥瑞以保皇位

稳固的宋徽宗喜不自胜。画面底部，他在象征至高

皇权的宣德门主楼以及两侧朵楼屋顶描绘祥云萦

绕，隐约透着红色。画面中上方，朗朗蓝天里的仙

鹤飘逸灵秀，分布基本左右对称。

“宣德门正上方群鹤环绕的中央位置，四只鹤

的飞行朝向组成一个璇玑的形状，这是道的象

征。”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研究员谈晟广认为，崇

奉道教的宋徽宗以此构思表明自己“受天明命”。

事与愿违。1127年，靖康之变，宋徽宗被金兵

俘虏北上。北宋灭亡，《瑞鹤图》不知所踪。在元、明

时期短暂出现后，它于清乾隆年间纳入皇家收藏。

清朝灭亡后，《瑞鹤图》被末代皇帝溥仪偷运出宫，

辗转收藏在长春伪满洲国皇宫。抗战胜利前夕，溥

仪仓皇出逃仍不忘带走这件国宝。

1945年8月17日，溥仪在沈阳为苏联红军俘

获，《瑞鹤图》被我军收缴，成为辽宁省博物馆今日

镇馆之宝之一。

《瑞鹤图》完成的1112年，苏辙逝去；也就在

这一年，宋徽宗将蔡京召回开封，再次任为宰相。

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朱刚说，苏辙晚年遭受打压，

深居简出，极少见客，朝廷虽对其逝去“良深震

悼”，但三苏文集仍被禁止流传。

我们有幸于九百余年后的这场唐宋八大家主

题文物展中，近距离感受苏辙等先贤带给中华文

脉的滋养。

1135年，宋徽宗卒于位于今日黑龙江哈尔滨的

五国城囚所。而今，他笔下的这群仙鹤光彩依旧。不

知宋徽宗的最后时光，可曾想到1112年遇见它们

的那个元宵次夕，又可曾悔恨自己奸贤不分呢？

明朝初年，《瑞鹤图》此时为蜀王朱椿珍藏。僧

人来复奉命在画上所题的最后几句话似已回答此

问：“一朝中原成永诀，五国城高卧风雪。此时老鹤

如可呼，便欲骑之上天阙。”

齐·宝力高是我们的

老朋友，35 年前我们编剧

的电影《婚礼上的刺客》，

曾请他在影片中扮演了一

位马头琴手。和他闲聊之

中，知道他是 1944 年农历

二月二日“龙抬头”那天出

生。他的家乡是科尔沁左

翼中旗。童年时，他曾是通

辽莫力庙的活佛，6岁还俗

回家。仿佛是上天有意要

把齐·宝力高塑造成音乐

家，早早地在他幼小的心

灵里播下了音乐的种子，

每当听到马头琴声，他就

兴奋不已，陶醉其中，不到

6 岁就学会了拉马头琴和

四胡。

7 岁那年，齐·宝力高

的父亲请木匠给他做了把

潮尔和四胡，8 岁的齐·宝

力高已经可以和民间艺人

合奏几十首民歌了。1958

年，14岁的齐·宝力高考上

了内蒙古实验剧团，从此

开启了马头琴的艺术生

涯。

在剧团，齐·宝力高最

初是和著名马头琴演奏家

桑都仍老师学琴，和肖老

师学习五线谱。他 16 岁那

年，团里排练歌剧，小提琴

手不够，恰巧中央音乐学

院利用假期开办民族班。

孟和团长说：“齐·宝力高

这小子聪明，让他去学小

提琴吧。”就这样，每到中

央音乐学院放假，他就去

北京，一连去了4年。学过

小提琴的齐·宝力高深深

感觉到马头琴演奏方式的

落后，于是萌生了改革马

头琴演奏的想法。

他认为，马头琴一定

要改革，不改革就不能适

应现代音乐的发展，也就

不能走向世界，但马头琴

改革一定要科学，要保持

它原有的风格，使它的音

色、音质仍然是马头琴原

有的味道。

随后几年，齐·宝力高

深度研习小提琴等西洋乐

器，改良了马头琴琴弓，并

将小提琴跳弓、碎弓、抖弓

等演奏手法融入到马头琴

演奏当中，大大丰富了马

头琴的艺术表现力。

1982 年，作曲家辛沪

光为北京交响乐团写了一

部马头琴协奏曲《草原音

诗》，邀请齐·宝力高担任

马头琴手。当时的琴箱面，

齐·宝力高虽然已将它改

为蟒皮，但受天气湿度的

影响，每隔5分钟就需要重

新定弦。排练中 5 分钟一

过，齐·宝力高就要定弦。

他们说：“您瞧您这个还是

乐器吗？”齐·宝力高说：

“不是乐器是什么？”他们

又说：“您知道吗，我们这

叫马头琴协奏曲，不是定

弦协奏曲，你 5 分钟拧一

次，我们100多人等你呀。”

一下子齐·宝力高的

自尊心上来了，于是下决

心要解决琴箱的问题。他

想到小提琴的琴箱是木制

的，难道马头琴的琴箱不

能也用木头做吗？他回到

呼和浩特，经过反复试验，

终于用梧桐木制成了琴

箱，成功完成了《草原音

诗》的演奏。再后来，又经

过不断调整、修改，齐·宝

力高最终完成了马头琴的

改革，既传承了传统马头

琴音色浑圆而深沉的特

点，又使音域更为宽广，增

强了马头琴的表现力和感

染力。

和马头琴如影随形近

70载，齐·宝力高除了对马

头琴的琴体和演奏方法进

来了3次大的改革外，还创

作了上百首马头琴独奏、

协奏曲。他倾情创作的诸

多曲目，如今已成为金曲，

为世人所赏誉。尤其是他

18 岁那年创作的《万马奔

腾》更是传遍了世界。

在谈到创作这首名曲

时，齐·宝力高感慨地说：

“万马奔腾现在每天都在

奔腾着，饭馆里奔腾，卡拉

OK里奔腾。可是人们并不

知道写出这个曲子的甘

苦。18岁那年，我参加林东

的一个那达慕，赛马开始，

100 多匹马奔腾而来要跑

70公里。第一匹马是30分

钟跑来了，第二匹马 40 分

钟，第三匹马50分钟，最后

一匹马一个半小时进来，

那匹马跑不动了，到了插

着红旗的终点处，扑通摔

倒死了。小骑手抱着马痛

哭，周围的人都哭了。我也

哭了，我哭马多么忠诚，为

了主人，一直在跑。于是，

我就想写个歌颂马的曲

子。当时不会作曲，我就一

边拉，一边让人记下曲子，

拉的当中改。”就这样，一

遍遍修改，到 1962 年完成

了《万马奔腾》的初稿。作

为他的独奏曲，开始走上

舞台，在演出过程中又反

复修改，直到 1979 年，齐·

宝力高带着《万马奔腾》进

京参加庆祝演出，获得了

演出金奖，作曲银奖。

1986 年，他在妻子的

鼓励下，创建了世界上第

一支马头琴演出团队，起

名为“齐·宝力高野马马头

琴乐队”，结束了马头琴只

有独奏和伴奏的历史，丰

富了马头琴的演出形式。

1989年，由齐·宝力高

发起，成立了中国马头琴

学会，通过办培训班，统一

了马头琴演奏的弓弦和指

法，并出版了历史上第一

部蒙汉双语的《马头琴演

奏法》。

2001 年，在呼和浩特

成功举办了首届国际马头

琴艺术节，由他创意并演

奏的千人马头琴合奏曲

《万马奔腾》，由此载入吉

尼斯纪录大全。

在维也纳金色大厅，

在国家大剧院，雄浑的马

头琴曲一次次响起。2005

年，维也纳金色大厅举办

音乐会，原本只请齐·宝力

高一个人去演奏，但他想

到跟着自己一起打拼的队

员们，提出要带他的团队

一起去，否则，宁愿不参

加。组委会答应了他的要

求，但团队的经费要自己

解决。于是，齐·宝力高借

够了演出所需要的费用，

带着队员来到了维也纳金

色大厅，成功地参加了音

乐会。

演出结束后，齐·宝力

高数着维也纳金色大厅的

50 个台阶，哭了。他说这

50 个台阶正好是他一年

一年走过的台阶，一路走

来，有太多的不易，又有谁

能够理解这位马头琴之魂

呢？

为了培养更多的马头

琴演奏人才，2010 年，齐·

宝力高创建了国际马头琴

职业艺术学院。多年来，他

亲手培养的马头琴艺术人

才，已经遍布世界各地。

谈到传承，齐·宝力高

对我们说：“我建这个学校

不是为了挣钱，不是为了

出名，我是为了马头琴，我

这个老头就是为马头琴而

活，为马头琴而死的。我们

现在已经有200名学生，老

师都是我的孙子辈的学生

们，有内蒙古大学毕业的，

有民族大学毕业的，我把

他们都召回来，经过培训

走上教师岗位，有了这支

队伍，今后由他们顶替我

们，一代代更新，就能把马

头琴传承发扬光大。我拉

了 70 年马头琴，现在还天

天练。我知道干一件事太

难了。我也知道，真正的艺

术家，他要懂很多东西。我

努力了 70 年，培养了 6 万

多名马头琴手。我的根在

内蒙古，我的魂系着马头

琴，离开了大草原，我就不

是我了，我的音乐也将失

去。”

齐·宝力高，马头琴之

魂，他和他的琴声将永远

留在草原上，留在世界上。

（内蒙古老作家、艺术

家口述史记录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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