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刊文化
执行主编：海粼 责任编辑：阿荣 版式策划：杨慧军 制图：安宁 2017 年 4 月 21 日 星期五 邮箱：arongnmg@126.com

11

亮丽风景线

·传承

作为蒙汉艺术融合
的结晶，作为内蒙古地
方戏曲之魂，二人台至
今 已 有 150 年 的 历 史 。
它的音乐优美、清新；它
的表演热闹、风趣；它的
语言生动活泼，很接地
气；它的内容贴近生活，
贴近群众。它是内蒙古
中西部广大群众特别是
农 村 牧 区 群 众 十 分 喜
爱、非常需要、不可或缺
的 文 化 大 餐 与 精 神 食
粮。多年来，正是由于
千千万万群众的钟情与
喜爱，它才得到了长足
的传承与发展。然而，
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
种种因素，二人台的传
承与发展遇到了困境。
二人台到底怎么了？二
人台应该怎么办？一连
串的疑问摆在了我们面
前。为此，本版特别策
划了“追寻二人台”系列
报道，对二人台的过去、
现在、未来进行了全面
细致的报道，旨在为拯
救内蒙古这个地方艺术
瑰宝而出力、献策，同时
呼吁社会各界为内蒙古
二人台艺术的传承与发
展给予支持。3 篇系列
报道至今天刊发完毕，
但关注与支持二人台的
行动才刚刚开始。我们
有理由相信，在广大读
者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
支持下，内蒙古二人台
的明天会更美好。

——编者

非遗

□赤风

“胡笳本自出胡中，缘琴翻出音律同。
十八拍兮曲虽终，响有余兮思无穷。”这是
东汉文学家蔡文姬创作的乐府名诗、古琴
名曲《胡笳十八拍》中的诗句。

胡笳是古老的吹奏乐器，具有浓郁的
民族色彩。秦汉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发明了
原始的胡笳，将芦苇叶卷成双簧片或椎管
形状，首端压扁为簧片，是簧、管混成一体
的吹奏乐器。《太平御览》载：“笳者，胡人卷
芦叶吹之以作乐也，故谓曰胡笳。”《乐府诗
集》中亦有：“卷芦为吹笳。”东晋傅玄《笳
赋·序》中则有：“葭叶为声”之句。“笳”字在
汉代为“葭”字。《说文》载：“葭，苇之未秀
者。”“苇，大葭也。”

原始的胡笳，曾用于古代战争中。西汉
时，胡笳已广泛流行于塞北和西域一带。

后来胡笳的形制有所变化，如由芦叶

的管身改为芦苇杆的管身，外形与维吾尔
族双簧单管气鸣乐器巴拉曼相似，将芦管
上端压扁后呈双簧形，管身与簧片仍为一
体，所不同的是管身没有按音孔。还出现了
簧片与管身分开的胡笳，仍然使用芦苇管
制作，簧片用坏了可随时更换，无须更换管
身。

汉代有两种胡笳，一种是管身和簧分
开、芦苇制（也有木制管身）、管上开有三孔
的胡笳，流行于蒙古民族地区。另一种是张
骞出使西域后传入的木制管身、三孔、芦为
簧的胡笳，流行于中原汉族地区，此种胡笳
在南北朝以后，逐渐被七孔筚篥所替代。

到了唐代，盛行以羊骨或羊角为管、管
身无孔的哀笳，管身比胡笳短。这种哀笳用
于卤簿鼓吹乐，流行于塞北及河西走廊一
带。关于哀笳，唐代许多文人留下了不朽的
诗句。王维的《双黄鹄歌送别》中有“悲笳嘹
泪垂舞衣，宾欲散兮复相依。”的诗句。杜牧
的《边上闻笳三首》中有“何处吹笳薄暮天，

寒垣高鸟没狼烟。”的诗句。
清代宫廷提倡“四方乐”，设蒙古喀喇

沁王府乐队，即“蒙古笳吹部”，使用的胡
笳，《皇朝礼器图式》记载其形制为“木管三
孔，两端加角，末翘而上，口哆（张口）。”《清
史稿》记载：“胡笳木管，三孔。”这种胡笳，管
身下部开有三个等距圆形按音孔，并模仿哀
笳形制两端置角，形如细而长的喇叭，管口
上端施角，改双簧为边棱吹奏，管口下端接
有向上弯曲的喇叭口，以扩大音量。后来取
掉了两端的羊角，成为今日的胡笳。

木制三孔胡笳，流传于蒙古族地区，深
受草原牧民的喜爱。演奏时，管身竖置，双
手持管，两手食指、中指分别按放三个音
孔。上端管口贴近下唇，吹气发音，可发出
十二度的五声音阶。吹奏者多用喉音吹奏，
喉音与管音同时发出声音，或用喉音引出
管音。胡笳音色圆润、深沉，演奏技巧独特，
擅长吹奏蒙古族长调乐曲。可用于独奏、器
乐合奏或乐队伴奏。

具有 2000 多年历史的吹奏乐器胡笳，
几经失传，有一段时间几乎很难听到它那
悲怆、哀婉、悠长的曲调。令人欣慰的是，一
些音乐家根据古书的记载，复原了胡笳的
原貌，使这个古老的乐器得以新生。1985 年
4 月，蒙古族音乐大师莫尔吉胡在新疆阿勒
泰地区一个蒙古族自治乡发现了胡笳。内蒙
古音协会员徐茂国用 10 年时间研制胡笳，
还用胡笳演奏了《诺恩吉雅》。蒙古族管乐器
演奏家敖金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蒙古
族传统乐器胡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
从 30 多年前就开始研究胡笳，并研制出胡
笳，用胡笳演奏。

在一次演出中，敖金生身着蒙古族服
装，将胡笳轻放于嘴边，倾泻出一泓清泉。
一曲音毕，余音袅袅。

何处吹胡笳

二人台如何再创辉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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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刘向平

2016年12月6日晚7点，内蒙古艺术学院
小音乐厅人满爆棚，就连走廊、门口都被前来观
看演出的师生挤得水泄不通，这是一家最基层
的艺术剧团来到自治区最高艺术殿堂的一场
演出，也是土右旗二人台艺术团首次走进高校。

随着二人台牌子曲《推碌碡》的开场，传统
小戏《牧牛》、坐腔《害娃娃》、表演唱《十对花》、
风搅雪联唱《大草原》等十几部二人台曲目在这
座能容纳400人的音乐厅连番上演。

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玉成教授评价说：“非
常震撼，即便是学这个专业的学生甚至是更大
的二人台剧团，也很难演出这样的水平，每一个
节目都充满着乡土气息，很接地气，而且老艺人
与年轻人同台演出，这种传帮带的方式对二人
台的传承与发展意义深远。”

民族音乐学博士魏琳琳看完演出后对记
者说：“从未看到这么完整的一场二人台演出，
二人台所具有的快板、呱嘴、打坐腔、歌舞、风搅
雪联唱在今晚的节目中全部再现，这才是原汁
原味、地地道道的深受老百姓喜爱的节目。”

黑龙江籍学生宋雪薇以前从未接触过二
人台，在她的想象中，二人台应该是很土很土的
地方戏，看了今晚的演出，她对二人台刮目相
看：“太好看了，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如果内蒙古
的二人台能到我的家乡演出，我一定会带着父
母亲去看。”

从事蒙古族说唱音乐的包成格乐虽然是
内蒙古人，但他从未看过二人台，谈到今晚的演
出，他激动地说：“太有趣了，让人开怀大笑，戏
曲很难达到这种喜剧效果，像这样的演出，即使
买票我也会看的。”

没想到，一场“土里土气”的演出，能在艺
术院校博得专业人士的一致好评，这是土右旗
二人台艺术团团长王鹍飞做梦也没想到的。

王鹍飞介绍说：“这是我们团自2009年重
新组建以来第56次校园演出，也是第481次进
城演出，场场爆满，咋能说城里人不喜欢看二人
台？又咋能说年轻人不爱看二人台？”

他认为，二人台要想获得市场，首先得宣
传，得走出去，到各个地方演出，有的人不了解
二人台，一旦看了就会喜欢，这就是最好的宣
传。

对此，国家京剧院一级演员宋小川也非常
认可他的观点，他说：“京剧不仅仅是北京人喜
欢看，就连许多外国观众也喜欢看，为什么呢？
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们在各地演出，演出
本身就是最好的宣传。”

他告诉记者：“剧团的自身宣传很重要，但
媒体的宣传更不可或缺，比如豫剧，河南电视台
专门为之开办了固定节目《梨园春》；安徽电视
台专门为黄梅戏开办了《相约花鼓楼》；河北电
视台也为河北梆子开办了《绝对有戏》，等等，而
内蒙古二人台呢，好多人不知道，甚至有人以为
二人台就是二人转。”

宋小川认为，内蒙古二人台比京剧更接地
气，但不能老演老戏，要想走出去，内容必须创
新。他举例说：“京剧《拾玉镯》很受北京市民喜
欢，如果二人台能把它移植过来，用二人台的语
言、音乐、表演方式去北京演出这部戏，北京市
民更容易接受。”

据了解，国家京剧院近几年从全国各地方
剧种的精品剧目里移植过来的戏就有30多部，

效果非常明显。
中国艺术研

究院戏曲研究所
副研究员孙红侠
认为，二人台是
农耕时代的一个

艺术形式，而现在是工业时代，如何对接，
如何适合时代的新要求，最好的出路就是
创新，要保留性的创新，把精髓保留下来，
内容和形式上可以大胆创新。

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对记者说：“传统
戏曲的魅力，在于它是千百万普通民众世
世代代自愿选择的结果，因此最真实地沉
淀着我们祖先的喜怒哀乐，沉淀着中国世
世代代民间社会的道义和审美选择，这种
文化是一种养成了习惯的精神价值和生活
方式。对祖先留下来的文化最好的传承就
是创新，只有不断地创新，才能使这种文化
不断地进步。”

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
心副主任郑长玲教授认为，任何一个文化
表现形式，只有认知了它的价值，才能去保
护与发展，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就得深入研
究，没有很好地认识与梳理，谈保护与发展
是句空话。好多人认为“非遗”是个项目，
弄点钱了事，这就是认识上出了问题，这些
人没有从民众的生活、文化生态等方面去
考虑去重视，从而导致了想看的看不到，想
演的演不上的供需失衡。

他说：“二人台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为什么被边缘化了？为什么与时代发展不
相适应了？这需要专业的团队来研究，既
要保留它的精髓，又要推陈出新，进行再创
造。只有民众广泛接受，才能回到民众中

去。”
他举例说：“福建省晋江市的地方戏叫高

甲戏，市高甲戏剧团的演出签约合同已经排
在 3 年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根本原
因是他们紧紧抓住民众的需求，对传统的东
西进行系统的整理，在继承的基础上，编创出
适应市场需求的新剧目，从而获得了社会效
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

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副院长、博士
生导师徐虹教授认为，旅游离不开文化，文化
是旅游的核心。内蒙古二人台的发展要与旅
游相结合，以旅游推广戏剧，以戏剧繁荣旅
游。她对记者说：“旅游活动实际上是一种文
化消费活动，它的实现要通过商品交换才能
满足，所以它又是经济活动，有消费群体，也
有供给者。”

可是，有着150年历史的内蒙古二人台，
已经成为内蒙古各族群众不可或缺的精神食
粮，甚至是基层群众的文化娱乐依赖，但现状
是，内蒙古大部分地方的群众想看一次二人
台都成为了梦想，更别说如何走向全国，走向
世界了。

对此，徐虹教授认为，这就是供需的不平
衡，需要政府在人才培养、发展规划、经费、人
员编制与待遇等方面创造条件，业界人士也
需要转变观念，在内容、展现形式等方面创
新，社会力量也需要大力扶持。

那么，内蒙古二人台如何与旅游有效结
合呢？

徐虹教授说：“作为内蒙古的特色文化，
要把二人台转化为旅游产品，让游客参与、体
验，也可以搞主题性旅游活动，在景区巡回演
出，让人们了解来内蒙古吃什么？玩什么？
看什么？有哪些文化产品？这就需要在产品
的包装、设计、推广、宣传、营销上下功夫。”

她补充说：“传统文化是最有魅力的，需
要转化为经济产出，比如二人台演员的服饰
就可以转化为旅游购物品，延长产业链，经济
产出就更加多元化了。”

的确，“印象刘三姐”“印象大红袍”等成
功案例，就是把当地的传统文化植入旅游产
业中，转化为文化产业，这样不仅有效地推动
了传统文化的发展，也促进了旅游、解决了就
业、拉动了经济、满足了群众的需求，综合效
益十分明显。

那么，内蒙古二人台能否转化为文化产
业深入发展呢？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博士
生导师、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
副主任向勇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很难，
由于二人台地域性很强，很难形成规模效益，
靠门票及现场演出是产生不了大的经济效益
的，但可以在它的衍生品上做文章，也可以把
它植入影视剧中，还可以网络直播，扩大影响
力。”

他认为，二人台的传承与发展，可以借鉴
产业化的手段，但不能以产业化为目的，主要
还得靠政府支持。

戏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也是中国
传统文化的瑰宝，如何传承？怎么发展？已
经引起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

2014年10月，中央召开了文艺座谈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
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

2015年7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戏曲工
作座谈会，印发了《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
若干政策》的通知，将地方戏曲振兴工程纳入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

2016年 11月 30日，第十届全国文代会
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文艺工作者

提出了4点希望。
2016 年 8 月，自治区政府印发了《关于

支持戏曲传承和地方保护发展的意见》，提出
了10项措施。

作为“中国·二人台文化艺术之乡”的土
右旗，又是如何迎接新的机遇与挑战呢？

旗委宣传部副部长周涛告诉记者：“早在
2004 年开始，土右旗旗委、政府就将二人台
艺术列入文化大旗建设总体规划，并把二人
台确立为文化发展的核心位置，健全完善了
以政府为主、社会为辅的投入增长机制，推动
形成了社会各界共建、人民群众共享的二人
台艺术发展格局。”

土右旗文化局副局长丁建军介绍说：
“2009 年，我旗重新组建成立了乌兰牧骑二
人台艺术团，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新排剧
目的一切费用由政府承担。成立了6人组成
的二人台艺术研究所，专门搞创作。”

2011 年，总投资 3.5 亿元的敕勒川文化
艺术中心和敕勒川博物馆建成使用，它已成
为中国西部最大的文化活动交流中心和二人
台艺术研究中心。其中规划建设了二人台艺
术沙龙、二人台影剧院、二人台民俗展览馆。

目前，总投资 1 亿元的二人台艺术产业
园区正在规划建设中，园区内有二人台戏院、
二人台大学堂、名人艺术家村等产业经营场
所，同时作为包头市西口文化研究会、敕勒川
文化研究会和内蒙古二人台学会3个学术团
体开展理论研讨和二人台演艺活动的基地。

与此同时，土右旗采取政府投入、社会参
与和群众自筹资金的方式，累计投入3000万
元，建成 8个乡镇文化站、186个基层文化活
动室和 126 家文化大院，已成为自治区农村
公共文化的典型示范基地。

截至目前，土右旗已组建国营专业二人
台剧团1家、民间二人台剧团10家，二人台小
班社 206 个，稳定就业 3000 多人，年创收
7000 余万元。此外，旗财政每年还拿出
2000 万元，作为文化产业发展基金，专门用
于文化基础项目建设。

现在，土右旗已启动实施“二人台文化名
人工程”“二人台群星奖工程”“二人台艺术人
才培养工程”“二人台艺术发展基金工程”和

“二人台艺术千百十工程”，5年内培养 1000
名二人台艺术新秀、100名二人台尖子演员、
10名二人台领军人物和10名创作专家。

今年，土右旗将重点打造以二人台艺术
为核心的山水人文旅游精品线和一大批文化
旅游项目，二人台演出实体剧目全面向旅游
业进军。

内蒙古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玉成
教授评价说：“土右旗的做法不仅解决了艺术
传承与人民需要如何对接的问题，也为二人
台艺术如何走出困境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他说：“一个旗县政府能这么重视地方戏
曲，形成了地方艺术生存与传承的新生态，这
在全国也是少见的。”

文华奖得主、呼和浩特市二人台艺术研
究剧院院长段八旺认为，二人台应走进中小
学校园，让以二人台为代表的戏曲艺术成为
中小学生的兴趣课，在音乐课中加入戏曲内
容，倡导学校建立戏曲社团和兴趣小组，开展
校园戏曲讲座。

内蒙古二人台艺术团团长武利平建议，
在城郊结合部兴建一些民生剧场，保证每周
不低于一至两场的低价二人台演出，从而解
决广大群众看戏难、看戏贵的问题。

作为蒙汉艺术融合的结晶，作为内蒙古
地方戏曲之魂，二人台这棵百年大树将沐浴
着一缕缕和煦的春风，更加枝繁叶茂，茁壮根
深。

土右旗二人台艺术团新编大型现代
戏《敕勒情缘》演出剧照。

内蒙古天良亲情二人台艺术团在和
林格尔县演出剧照。

呼和浩特二人台艺术研究剧院演员

刘淑荣

、朱原良演出

《叔嫂情

》
。

内蒙古一撮毛二人台艺术团演出现
代戏《悲魂在呼唤》。

二人台演出吸引了众多观众二人台演出吸引了众多观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