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泱泱中华，历史悠久，文明博大。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 15 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2014 年 12 月 20 日）

传统技艺传统技艺·· 融合故融合故事事 ③看看 听听
□见习记者 李存霞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
筑中国梦”“高举民族团结进步
旗帜”⋯⋯走进呼和浩特市玉
泉区兴隆巷街道清泉街社区，
随处可见各类民族团结相关标
语，社区公告栏中张贴着党的
民族政策，一幅以“民族大团
结”为主题的壁画格外引人注
目，团结、和谐的气息扑面而
来。

清泉街社区总人口 8800
人，包含汉、蒙古、回、满、苗、
壮、侗、朝鲜、达斡尔、鄂温克、
俄罗斯等 11 个民族，社区先后
获得过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社区、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
社区、全国敬老模范社区等多
项殊荣。

“社区是联系服务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也是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的重要阵地。多年
来，我们扎实开展民族工作，特
别注重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充
分利用社区文化活动，将民族
工作融入到和谐社区创建和居
民日常生活中，促进社区民族
大团结。”清泉街社区党委书记
武荷香说。

清泉街社区以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文化
活动为载体，成立了书法、绘
画、舞蹈、健身等社团组织，组
建了夕阳红老年人舞蹈队、同
心圆乒乓队、民族合唱团等一
系列文艺活动队伍，定期举办
各类娱乐活动和演出，为社区
各族群众提供了活动健身、交
流互动、文化娱乐平台。

“国庆节唱红歌，端午节包
粽子，元宵节滚汤圆⋯⋯我们
社区的精彩活动多着呢！每次
活动时，各族群众都会穿上节
日盛装，一起唱歌跳舞。我虽
然 70 多岁了，但也经常参与这
些活动，和邻居们在一起很开
心。”社区居民李菊鲜说。每逢
各类节日，清泉街社区都会举
办文化活动，社区各族群众欢
聚一堂、交流互动，增进文化认
同，增强民族凝聚力。

在清泉街社区，邻里之间
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社区发动
和团结带领辖区内各族群众，
成立了红色党员服务队、橙色
便民服务队、绿色退役军人志
愿者服务队等多支志愿服务
队，为社区居民开展各类志愿
服务活动，各族居民都在为民
族团结贡献力量。

回族大姐靳秀梅是一名老
党员，退休后她全身心投入到
社区志愿服务中，热心地为社
区居民服务；汉族大哥续长生
擅长水电维修，社区居民遇到
水电问题都爱找他；蒙古族大
哥宋守军热心公益事业，在社
区防疫资金和物资紧张时慷慨
解囊，个人捐赠 8.5 万元解决
防疫困难；汉族老党员徐登高
经常义务清扫院子，为居民创
造干净的居住环境⋯⋯优美的
环境、和谐的氛围、多彩的活
动，幸福“清泉”浇灌出盛放的
民族团结之花。

74 岁的社区居民王长顺
感慨地说：“我们的社区就是一
个大家庭，各族居民都是相亲
相爱的一家人，生活在团结、和
谐的清泉街社区，我觉得很幸
福。”

“今后，我们社区要将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更好地融入到社
区治理工作中，渗透到居民日
常生活里，以实际行动精心呵
护‘模范自治区’的崇高荣誉，
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贡献力
量。”武荷香说。

幸福“清泉”
汩汩流

□本报记者 院秀琴

呼和浩特海关离退办工作人员朱春华（后排右二）和她的民族融合大家庭
合影留念，坐在前排“C 位”的两位长者分别是母亲吴秀清和父亲朱震。朱春
华告诉记者，她的母亲是蒙古族，生于 1935 年 12 月 25 日，今年 85 岁，原为通
辽市科左中旗某企业员工；父亲是汉族，生于 1934 年 9 月 18 日，今年 86 岁，是
科左中旗统计局退休干部。两位老人于 1953 年经人介绍结识并组合成家庭，
多年来互相鼓励、互相帮助、相濡以沫地共同走过了 67 载岁月春秋。朱春华
介绍，父母一生育有 6 个子女，分别就职于文化、教育、企业和政府部门，在两
位老人的言传身教下，孩子们也都秉承民族团结的优良家风，儿媳和女婿中既
有汉族也有蒙古族，相处极为融洽，一大家人和和美美，孝老爱亲。更让两位
老人深感喜悦的是，孙儿朱江迎娶了如意爱侣，与一位朝鲜族姑娘喜结连理，
让这个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家庭倍增喜气。 （朱春华 供图）

民族团结一家亲

脑阁：凌空绝技焕发时代光彩
◎文/本报记者 院秀琴 图/杨鑫

石榴籽

全家福

历史悠久 成绩斐然

脑阁艺术的起源，可以上溯至隋唐时期。
早期的“抬阁”“节节高”“背棍”等表演形式，在
文化的碰撞交流中传至大江南北，在不同的文
化 背 景 和 自 然 条 件 下 形 成 了 不 同 风 格 和 流
派。如广东的“飘色”、水上表演的“水色”、马
上表演的“马色”等，形式多种多样。

土默特左旗脑阁是在抬阁的基础上演变
而来的，相传是清朝时土默特首领为迎接康熙
皇帝举行盛大庆典而从山西引进的民间艺术，
流传至今已经有 300 多年的历史。

土默特左旗毕克齐镇腊铺村农民陈月喜
今年 68 岁，是脑阁的自治区级传承人。他介
绍，脑阁是山西、陕西、内蒙古西部等地区的方
言，是传统节庆活动中的一种民俗巡游表演形
式，其中“脑”的意思是将物品或人高高地扛
起，“阁”则是一个捆绑焊接得非常结实的铁制
架子。演出时将铁架子固定在一个成年人身
上，这个扛阁的成年人被称为“色脚”，架子上
站 1 至 3 名儿童，叫做“色芯”，每一成人与儿童
的组合称为“一架”。“色芯”一般是 3 到 8 岁体
重低于 25 公斤，长相俊俏、聪明伶俐的孩子，他
们身着色彩鲜艳的戏服，妆扮成各种戏剧人
物，再以花草彩绸装饰，如仙子下凡。当地流
传着这样的说法：凡是参加脑阁表演的孩子，
都会更加地平安、健康，所以很多家长都愿意
让自己的孩子参加脑阁表演。

毕克齐镇腊铺村是有名的“脑阁村”，许多
村民都是被父亲或爷爷“脑”在头上度过了童
年。今年 69 岁的胡连刚就是当地土生土长的
脑阁自治区级传承人，他六七岁起就开始在父
亲肩上进行脑阁表演，成年后，又担当起了色
脚的角色，扛着自家儿孙上街表演，几十年间，
从未间断。

胡连刚见证了土默特左旗脑阁表演艺术
的辉煌——1992 年，毕克齐民间脑阁队赴深圳
锦绣中华景区参加中国民俗文化村展演，荣获

“弘扬民族文化”优秀奖。2006 年，他们又代表

我区参加第八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暨中国
首届民间飘色（抬阁）艺术展演，凭借作品《吉
祥草原》获得我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
2008 年，脑阁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此后，他们更是接到不少活动邀约，多次
参加呼和浩特市、自治区重大节庆展演，还参
加了《改生》《大盛魁》《长城内外》等多部电视
剧的拍摄。

兼收并蓄 大放异彩

在土默特左旗，每年正月的社火活动中，
脑阁表演都是重头戏，意为欢庆前一年的丰
收，并预祝当年丰收在望。此外，婚庆、庙会等
一些红火热闹的活动也少不了脑阁表演来助
兴，脑阁早已成为喜庆吉祥的象征。

土默特左旗脑阁有着深厚的黄河文化底
蕴，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在传承
与发展的过程中，糅合了戏剧、杂技、舞蹈、音
乐、力学、造型、装饰等艺术、工艺门类的元素，
逐渐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本土艺术形式，是农
耕文明和草原文明的结合体。

脑阁所展现的内容以传统题材的历史故
事为主，如《梁山伯与祝英台》《天仙配》《白蛇
传》《西游记》《八仙过海》等，还有表现内蒙古
地区历史、文化、人物的故事，如《昭君出塞》

《草原英雄小姐妹》《阿勒坦汗与三娘子》等。
进入新时代，脑阁艺术也在积极创新，表

演的主题大多演变为祈求风调雨顺、平安团
结、国富民强，表现民族团结互助、共同进步的
新形式、新内容也越来越多。“有的是表现神舟
六号飞船的，有的是表现北京 2008 年奥运会

福娃的，还有满、回、蒙古、鄂温克、鄂伦春、达
斡尔等少数民族服饰的展示。”胡连刚介绍。

脑阁表演起来不仅十分热闹，而且还有很
高的技巧性。色芯把铁架子遮挡在戏服里凌
空 而 立 ，色 脚 利 用 巧 妙 的 力 学 原 理，营 造 出

“飘”的效果。
陈月喜擅长的是难度最大的三人架，他

说，一架脑阁最难掌握的是起落环节，以三人
架为例，铁架子 50 多斤，3 个色芯近 150 斤，扛
起近 200 斤的重量，保持平衡是个技术活。

“这是一种巧劲儿，用小腿及以下的力量
带动全身，在锣鼓的伴奏下扭、颤、摆、走，再带
动上面的儿童自然地跟着左右扭动。”胡连刚
告诉记者，表演时，色脚表演者不仅要踩着鼓
点走出漂亮的步伐，还要会做扭腰、转身等花
哨动作，让上面的小孩子翩翩起舞，二者形成
一个整体，才有舞蹈的美感。

脑阁表演一次一般 5 分钟左右，对色脚的
体力有很高的要求。“2006 年我们去广州参加
飘色比赛，全程需要走 6 里地，我们硬坚持下来
了，还能够夺冠，真是有点毅力了！”今年 71
岁的杨满清同样是脑阁自治区级传承人，作为
队伍中年龄最大的演员，他已不再担任色脚的
角色，却仍舍不掉这门技艺，当起了队伍的指
挥和导演。杨满清介绍，在演出队伍休息的时
候，成年人是坐在一个特制的板凳上，后面有
专门的人负责踩住板凳保持平衡，这样演员们
就可以得到短暂的休息。

胡连刚向记者展示了他手机里珍藏的演
出照片，“我就是专攻这个高低架的，这个架子
也叫偏架，脑起来难度比较大，下面这个小孩
要 比 上 面 那 个 小 孩 重 一 些 才 能 达 到 力 的 平
衡。你看，这个扮演的是吕布，这个扮演的是
貂蝉。”胡连刚说。

薪火相传 代代守护

杨满清回忆道，上世纪 50 年代，脑阁表演
活动一度停滞，改革开放后得到恢复，当时一
连演了 4 天，天天人挤人的围观欣赏。如今，随
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农村人口的外迁，昔日
村镇上的孩子们争做色芯的盛况已不再，脑阁
艺术的传承和保护困难重重。

近些年来，当地一直在推动脑阁的保护和
发展。呼和浩特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在腊铺村兴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土默特左旗脑阁传习所”，每逢呼和浩特市、土
默特左旗有重大节庆活动，都会安排脑阁表
演。2016 年，腊铺村建起了民俗文化馆，村委
会 2021 年在此馆中专门开辟了脑阁展厅，把
脑阁的演出服饰、道具等进行集中展览展示。

2019 年，土默特左旗文化馆组织了“传承
非遗文化 培育时代新人”为主题的非遗进校
园活动，胡连刚、杨满清、陈月喜等传承人走进
毕克齐中学等学校，向孩子们介绍脑阁，让他
们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也吸引了更多年轻
人的关注。他们还编著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脑阁传习讲义》内部培训资料，全面、
系统、真实地记录了脑阁艺术的技巧和发展等
内容。

毕克齐民间脑阁队从 1977 年的 15 架脑
阁、60 多人参与发展到今天，已经是一支拥有
24 架脑阁、140 多人参与的庞大队伍。

“我们是国家级非遗，不能断链呀，我们一
定得把传承工作搞好。”胡连刚感慨地说，他的
脑阁技法来源于父亲和爷爷，如今，他又将自
己的技艺传授给儿子胡新龙，“让年轻人学起
来，把这门民间传统艺术一代一代传下去。”

土默特左旗脑阁艺术表演。

远远望去，身着华丽戏服的小孩“悬”在
2 米高的空中，浓妆重彩、扮相可人、裙裾翩
跹、从容不惊，在人们的惊呼声中挥洒自
如。再看顶脑阁的汉子们，负重前行中一摇
一晃、一扭一颤，时而沉稳轻缓，时而碎步疾
走。

脑阁表演队伍已经走远，观看的人们仿
佛还在回味。这里是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
旗，位于阴山山脉的中部，北面是连绵起伏
的大青山，南面是广袤的土默川平原，孕育
了古老而美丽的中国传统村落——腊铺村，
也滋养了很多魅力万千、特色鲜明的民俗活
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曾获中国民间
文艺最高奖“山花奖”的脑阁就是其中之一。

色芯。

脑阁传承人展示色芯头饰。
本报记者 院秀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