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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繁荣发展戏曲事业关键在人。希望中国戏曲学院以建校70周年为新起点，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引导广大师生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守正创新，在教学相长中探寻艺术真谛，在服务人民中砥砺从艺初心，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戏曲学院师生的回信（2020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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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百态，皆是味道。
味道是什么？
是茶的浓酽、酒的辛辣、醋

的酸郁、奶的鲜香？还是母亲
的怀抱、指尖的露珠、跳跃的舞
步、无染的净洁？

都是。
那内蒙古晋剧的味道是什

么？
业内大咖说，是“醋味儿+

奶味儿”。
晋剧又名中路梆子，源于

山西，清初流入塞外。三百年
来，阴柔婉转的晋剧在内蒙古
高原厚土的滋养下，表演形式
逐渐融入当地的风土人情，并
广泛借鉴京剧、河北梆子等唱
腔念白，形成了如今高亢激昂、
特色鲜明、深受老百姓喜爱的
剧种。

【同心共筑中国梦·征文】

□杨萌萌

燕家梁遗址是内蒙古文物工作者
在20世纪50年代进行文物普查时发
现的。遗址面积2万多平方米，清理
房址、灰坑、灰沟、窖藏等各类遗迹
700多个，出土陶、瓷、铜、铁、骨、玉等
不同质地的各类器物万余件。

大规模较深的文化堆积展示了一
个人口众多、经济繁荣的商业小镇，它
在元代河套地区占有较为重要的地
位。从遗址整体来看，这个市镇布局
规划得当，街道规整，沿街是许多店铺
和民居，商业区的东南处有作坊遗
址。遗迹内出土了许多馆肆、店铺类
墨书，因此当年这里应是店铺林立，馆
肆众多。从遗址中出土的墨书题记来
看，这里的店铺有的属于酒馆餐饮类，
如“美禄馆”，还有各种旅店、药店，可
见是一处商业繁荣的市镇。

遗址中的房屋遗迹有200座，房
址大多分布在街道两侧。它们成片或
成排分布，门向的选择较多考虑临街
的优势。房址内有灶和火炕，同现代
北方农村屋内垒砌的灶和火炕相似。
街道布局比较规整，街道两侧靠边设
有排水沟。

燕家梁遗址是因便利的交通条件
及水陆驿站的设置而发展起来的一处
元代市镇。它集商贸、驿路为一体，是
沟通东西方、中原与漠北地区的重要通
道，这里人口众多，商贸云集，各类生活
用品较为丰富，其中瓷器是大宗。

遗址内出土的瓷器按装饰特点来
看就有20多种，产地涉及河北、山西、
河南、宁夏、浙江、江西等，包括磁州窑、
钧窑、龙泉窑、景德镇窑、定窑等多个窑
口的多个类型，许多瓷器做工精良，堪
称精品。

遗址内出土了一件十分罕见的青
铜铺，上有铭文“雪堂总统置古铜祭器
奉施古豊宣圣庙内永远供养大德九年
月日记”，铭文中“总统”是对元代佛教
机构总统所长官的称呼。除了这件

“雪堂总统”铭青铜祭器外，遗址内还
出土了很多莲花纹瓦当、观音瓷塑、力
士像、香炉等。铭文中“宣圣庙”是元
代对孔庙的称呼。较之前朝，元代对
儒家更为重视、尊崇。

在燕家梁遗址晚期，发现了数量
较多的窖藏和乱葬坑，它们的位置在
文化层中很晚的阶段，几乎是这一文
化的结束时期。这些窖藏与乱葬坑是
遗址毁灭前形成的，与元末明初的社
会背景有着密切关系，是社会动荡的
真实反映。由于元末明初这一带征战
较多，动荡不安的局势迫使许多百姓
将家中的一些生活用具或生产工具甚
至是铜钱等藏起来以备不测，但因为
各种原因，在战乱后燕家梁遗址虽已
废弃，许多器物并未被藏者取走而流
传至今。战乱还使一些人死于非命，
他们被草草地收敛就地掩埋。这就是
这些窖藏、乱葬坑的由来。

燕家梁遗址历时百年，见证了元
代的治乱兴衰。

包头燕家梁遗址：
见证元代治乱兴衰

□范永

在城市的公园和乡下的街头，经
常可以听到一种熟悉的、令人怦然心
动的旋律，高亢，清亮，它唤醒了我儿
时的记忆。

晋剧扎根于泥土，朴素如土豆。
在我曾经生活的乡下，找几根木头，
搭几块木板，就是一个简易的舞台。
开戏时，十里八乡的买卖人、庄稼人
如同赶集般聚来。那是信息时代难
以体会的耳朵和眼睛的“盛宴”。在
70 后和 60 后的精神世界中，甚至更
年长者的精神世界中，晋剧是我们和
他们那个时代的“多媒体世界”和“精
神坐标”，也是我们和他们在物质和
文化双重匮乏时代的“文化共同体”。

但在 90后和 00后的二次元精神
世界里，晋剧似乎离他们很遥远，更
像一个“文化恐龙”。我们必须承认，
在一个物质丰富和娱乐生活更多元、
获得信息更便捷的互联网时代，作为

“非遗”的晋剧面临衰退的危机。当
然，这不仅仅是在青少年群体中面临
的传承危机，即使在中老年市场，依
然需要重新“洗牌”，以赢得新的生命
力。

晋剧的主体受众应该是中老年
群体，它的受众重点区域应是我区中
西部农村。改革开放 40年后物质生
活迅速富裕的农民，急需与此相匹配
的文化生活改变他们的精神世界。
他们不但需要像乌兰牧骑那样的流
动性文化专业团队送来的“文化午
餐”，而且需要土生土长的“非遗”文
化能人、基层群众文艺团体为他们提
供持续的“文化早餐”。当然，要让类
似的“非遗”文化在农村中老年市场
中持续“涨粉”，甚至在城市中老年市
场中持续“涨粉”，需要依靠政府提供
的公共服务的基本支出，也需要相配
套的公共服务基本机制的保障以及
各类公益组织的参与。

同时，我们亦希望，晋剧能依托
互联网平台，在青少年群体中“涨
粉”。比如通过加入流行歌曲、舞蹈、
网络文化元素，使内容更好地体现时
代特色等手段，通过改变剧本的形式
和内容的探索，充分适应年轻群体的
需求。

当然，这也包括中老年群体对晋
剧的新期待。

如何为非遗“涨粉”？

燕家梁遗址出土的元青花等瓷器。

传统晋剧在内蒙古“生根发芽”

“一九冬至一阳生，归化城街上闹哄哄，来的
把式都有名，喜儿生秃蛋飞来凤；

二九天数小寒，秃蛋唱了一出《虹霓关》，飞来
凤唱的是《长寿山》，喜儿生唱的是《吕布戏貂蝉》；

三九硬冻遍地冰，从代州来了个千二红，他唱
《捉曹放曹》《取西城》，赵匡胤报仇《三下河东》；

……
九九本来又一年，闷铜黑唱了出《御果园》，

《御果园》唱得好，归化城把式都来到，大腕儿肉一
条鱼人参娃娃一杆旗。”

这是流行于清代归化城民间的顺口溜“梨园
九九图”，喜儿生、秃蛋、飞来凤、千二红、大腕儿
肉、一条鱼、人参娃娃、一杆旗等都是艺人的艺
名。这些艺名趣味横生，读来生动形象、让人捧
腹，不觉间好似看到了当年归化城晋剧流行的盛
景，艺人们个个身怀绝技各展风姿，红黑生旦丑你
方唱罢我登场，好一派热闹的锦绣梨园盛景图。

《呼和浩特市文化志》记载，归化城地处北疆
要塞，交通便利、经济发达，山西人居多。清同治
年间，已经有了私人组织的晋剧班社，常在托县、
萨拉齐、包头、河套、伊盟（现鄂尔多斯）等地区流
动演出。清道光及民国时期，归化城的晋剧十分
繁盛，大观园剧院和民众剧院是两个非常有名的
剧院，经常有晋剧班社进行演出。包头作为商辏
往来的水旱码头，更有开明大戏院、魁华舞台、三
庆茶园、西北剧影社等盛极一时的戏院。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剧院班社进行了
改造，经过多次机构更迭、人员变换，内蒙古的晋
剧事业欣欣向荣，尤其呼和浩特名家辈出、剧目繁

多、品质上层，后起之秀如
雨后春笋。

老艺人中有康翠玲、
宋玉芬、任翠芬、亢金
锐、王静卿、杨胜鹏、
常艳春、赵金瑞、刘俊
美、郭玉林等技艺精

湛、唱作俱佳的
十大演员，精心
培养的陈改梅、
陈艳秋、赵广仁、
牛正明、齐玉红、
侯远喜等一批优
秀中青年演员也
已经崭露头角。
1959年，呼和浩
特市艺术学校成
立，专门培养晋
剧、二人台等戏
剧事业接班人。

剧目上，积
极挖掘整理了
《打金枝》《铡判
官》《凤台关》《七
堂会审》《调冠》

等一批传统剧目，同时移植了《李逵》《薛刚反唐》
《花打朝》《三滴血》等京剧优秀传统剧目，并创作
改编了《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白毛女》《刘胡兰》
等多部现代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剧目，取得了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晋剧表演艺术家受人民喜爱

在内蒙古，晋剧主要流行于呼和浩特、乌兰察
布、包头、巴彦淖尔、鄂尔多斯、乌海等西部地区，
深受老百姓喜爱，被称为“大戏”。

“小时候，村里来了晋剧团，我们一帮小孩儿
满大街喊‘唱大戏’的来了，‘唱大戏’的来了。大
人们也高兴，让孩子们早早搬着小凳子到戏台前
面占座，生怕去晚了坐在后面看不到演员们的生
动表情。邻村人也会相伴着走上二三十里夜路来
看戏，戏场比过年都热闹。”回忆起小时候村里“唱
大戏”的情景，45岁的乌兰察布男子闫东辉止不住
地乐呵。他说，戏好全凭演员好，一个好演员是整
部剧的灵魂，比如康翠玲。

康翠玲，内蒙古戏曲界乃至全国晋剧界旗帜
性人物，在呼和浩特晋剧届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力，是戏迷们“砸锅卖铁也要看”的著名晋剧表演
艺术家，因其卓越的艺术成就，被称为“晋剧界的
梅兰芳”。

康翠玲祖籍山西朔县，呼和浩特市晋剧团首任
团长，1930年出生于北京，自幼随母亲金玉玺学戏，
10岁登台演出，展现出极高的戏曲天赋，她辗转于
山西、河北等地演出，民国时期已经名噪一时。
1947年，康翠玲随母亲来到归绥落脚，以唱戏谋生。

1949年后，康翠玲担任归绥市新绥剧社副社
长，常在归绥市旧城小东街大观园剧院演出，擅长
花旦、刀马旦等行当，深受戏迷追捧和好评。

康翠玲的唱腔圆润，吐字清晰，扮相俊美，表
演活泼逼真，在晋剧旦角表演中独树一帜。演出
的代表性剧目有《打金枝》《霸王别姬》《嗄达梅林》
《王昭君》《春香传》《江姐》等，其中《打金枝》《春香
传》《江姐》被灌制成黑胶唱片，在当时广为流传。

1998年，康翠玲在呼和浩特病逝，享年68岁。
2020年，是康翠玲诞辰90周年，呼和浩特市

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晋剧院隆重推出了“纪念康翠
玲先生诞辰90周年”特别活动，以此方式向这位人
民的表演艺术家致以深切的缅怀。

晋剧在内蒙古得到创新发展

从内蒙古晋剧第一代代表性人物
康翠玲起，晋剧在内蒙古就发生了显著
改变。在多年的演出实践中，康翠玲逐
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点，尤其唱腔不
断吸收北路梆子、蒙古族音乐的特色，
在她原有婉转、清丽、略带沙哑的艺术
风格中，又增添了豪放、粗犷的边塞韵
味。

《呼和浩特市文化志》中载，源于山西
的晋剧，在内蒙古特定的环境气候里，由
于不断受到当地民族、民间艺术以及当地
山川地理、风土人情的影响，在念白、唱腔
和表演上已经产生了根本变化，久而久
之，晋剧在内蒙古形成了不同于山西晋剧
艺术风格的特色。

时至今日，经过程改梅、牛正明、程砚
秋等第二代晋剧表演艺术家的传承接力，第三代
接班人何小菊、周胜利两位表演艺术家已经把内
蒙古晋剧的韵味发挥到了极致。

何小菊，第二十三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
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晋剧传承人。

周胜利，呼和浩特市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晋剧
院书记，行政事务之余，从男一号到执行导演再到
基层演出，多年来一直没有离开过舞台，并深深为
之着迷。

2004年，经过20年不断的精心打磨，由他们
主演的新编大型民族历史剧《满都海》与观众见面
了。

长调、呼麦、梆子腔，京白、铙钹、普通话，马
队、舞蹈、蒙古袍……传统的晋剧唱腔，大量的蒙
古族文化元素，相应相合中彰显了民族团结这个
永恒不变的主题，《满都海》的创新表演手法，获得
了成功。

在随后的全国巡回演出中，所到之处好评如
潮。

太原的晋剧表演艺术家说，明明是晋剧，唱念
做打中却又不拘泥于传统，有了内蒙古地方特色，
好！

宁波的观众惊喜地问，这是什么样的晋剧？
听得懂还入迷。“醋味儿+奶味儿”，该剧音乐编导、
国家一级作曲家李静波说。“对对对，就是这个味
儿”，观众笑了。

2005年，《满都海》先后获得了中国首届戏剧
奖、第23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等多个全国性大奖。

好团队才能打造出好作品。
继《满都海》之后，作为内蒙古晋剧事业领头

羊的呼和浩特市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晋剧院乘势而
上、再接再厉，紧扣时代主题，又陆续推出了新编
反腐历史戏《巡城记》、现代脱贫攻坚戏《武汉鼎》
等多部叫得响的剧目，常演不衰。

近些年，何小菊、周胜利等表演艺术家刻意退
居幕后，倾力培养第四代内蒙古晋剧传承人。在
他们的传帮带下，《巡城记》《武汉鼎》中大胆启用
李宏伟等中青年演员挑大梁，不负众望。

为了补充团队力量，该院近期又从山西招聘
了5名中青年演员，唱念作打样样俱佳。

“我们最新创作的现代抗战戏《高凤英》即将
进入排练阶段，全部由中青年演员出演。”周胜利
说，这部剧应该又是一部撼动人心的晋剧佳作。

一代名伶康翠玲。

上世纪 80年代，前排从左至右任翠芬、
亢金锐、杨胜鹏、冀素梅谢幕合影。

何小菊指导学生表演。

何小菊和周胜利在《满都海》中分别饰演男女
一号满都海和博罗特。

何小菊在《算粮登殿》中王宝钏的扮相。

传统晋剧在内蒙古是什么味道?
◎本报记者 高瑞锋

中青年
演员李宏伟
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