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铸铸牢牢中中华华民民族共族共同同体体意意识识·家园 /

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2021年12月14日）

【同心共筑中国梦•见证】

□吴潇

关羽，关云长，东汉末年蜀国名将，
是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仁义礼智信”于
一身的典型代表，与文圣孔子齐名，被后
人尊称为武圣，也被称为武财神。

关帝庙，是祭祀他的庙宇，人们在这
里祈福免灾、祈佑平安、祈请财运。对于
关羽的尊崇和信仰，不分年龄、不分性
别，不分民族，关帝庙遍布全国各地，乃
至全球有华人的地方。

在呼和浩特历史上，归化城和绥远
城就有好几座关帝庙，它们中有的是汉
族人修建的、有的是蒙古族人修建的，还
有的是满族人修建的。

在归化城，东茶坊、南茶坊、西茶坊
和北茶坊都建有关帝庙。茶坊即驿站，
是官府在城外设置的专门用来接待来往
官吏、使者休憇的官办接待站。归化城
的这 4 个茶坊，就是清康熙三十年
（1691），官府在归化城的东南西北四个
出口处修建的驿站。

东茶坊的位置，在今青城公园南路
东端都市花庭一带，不远处，原齿轮厂东
南角处有一座关帝庙。这是笔者上世纪
五十年代中期，在呼和浩特市见过的唯
一的关帝庙。这座关帝庙没有山门和大
殿，只是在一个约二尺高的平台上，建有
一个约一米见方的神龛，关羽端坐在神
龛正中。犹记得关羽卧蚕眉、丹凤眼，面
如重枣，长髯及胸，身着绿战袍，右手捋
须，目视前方，不怒而威。他的身后立有
二人，左边是青年武将关平，右边是持大
刀的周仓。

南茶坊位于今大南街南端的路东，
当时这里是归化城通往和林县、清水河
县乃至山西右玉的重要通道。这座关帝
庙规模较大，山门外有一对石狮子和一
根石旗杆，大殿内有关羽和关平、周仓二
将的塑像，还有大刀一把，另有过殿及东
西配殿，比东茶坊关帝庙高了好几个级
别。

西茶坊位于今西口子以西、扎达盖
河西岸处，这里的关帝庙有山门、正殿和
厢房，新中国成立后一度是呼和浩特市
敬老院的所在。

北茶坊在今牛街一带，当年是归化
城牛羊和皮货的重要集散地，也是归化
城北出坝口子去武川通往蒙古国的重要
通道，在对外贸易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这里的关帝庙建在北茶坊中心处，有过
殿、大殿和配殿等，当年香火旺盛。

归化城的这4座关帝庙据说都是由
在归化城经商的山西人集资修建的，上
香祭拜的也多数为汉族人。

除了这4座关帝庙，在归化城小东
街中段，也有一座关帝庙，它是清雍正年
间由土默特参领等官员修建的，坐北朝
南，有过殿、大殿、配殿等，大殿雄伟壮
丽，内塑关羽神像，墙上有彩绘壁画。新
中国成立后，这座关帝庙被改建成了小
东街小学，后来又成为玉泉区文化馆。

绥 远 城 是 清 政 府 于 乾 隆 四 年
（1739）修建的一座军事重镇，由满族及
蒙古族兵丁驻防，用以加强北方地区的
军事防卫，城内除有少量家眷外，市井百
姓并不多。但是，清政府在建城同时，也
规划并建造了一座关帝庙。这座关帝庙
所在的街就是今天的关帝庙街。新中国
成立后，这座关帝庙被拆除，此地建成了
关帝庙街小学，即今天的满族小学。

这座关帝庙规模宏大，山门前有铁
狮子、铁旗杆和3间四柱三层的牌楼，牌
楼的匾额上写有“昭明日月”4个大字。

牌楼前有一座戏台。每年的农历五
月十三是关老爷磨刀日、六月初六是关
老爷诞辰日，每到这两个日子，这座关帝
庙前都有盛大的庙会，全城百姓都会前
来逛庙会，小吃摊前、日用百货摊前，耍
把戏卖艺周围都挤满了大人小孩，甚是
热闹。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座戏台一度
被改建为露天电影院，成为新城区当时
的一个标志性公共文化娱乐场所。

在绥远城南门外的西南角，即今内
蒙古医院对面、满都海公园东北处，还有
一座关帝庙，这里除了祭祀关羽外，还被
用作将军府的接官厅。

除了归化城和绥远城内的这些关帝
庙，周边的一些村镇也建有很多规模大
小不等的关帝庙。

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大大小
小的关帝庙都已随着城市的变迁不复存
在，成为了历史的记忆。

但是，这些寄托了人们信仰和愿望
的关帝庙，证实了千百年来，汉族和其他
少数民族彼此影响、互相学习、彼此交融
的历史，认证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是
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这铁一般的事实。

关帝庙：见证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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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6年至今，太平鼓舞已经舞动了36年。
一手让太平鼓舞再现辉煌的于慎孝也从一个

成熟稳健的中年人变成了一个两鬓斑白的老年人。
今年76岁的于慎孝早已退休多年。但是，他

退而不休，一直在为太平鼓舞的传承发展努力着。
“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太平鼓舞不仅仅

是满族的，更应该是国家的、全人类的。”于慎孝说，
经过多年努力发展，太平鼓舞的舞蹈形式更加丰
富，现在除了满族小学外，太平鼓舞还走进了苏虎
街小学、呼和浩特民族学院等多所院校以及中山东
路新华社区等，已经从一种文艺形式发展成为全民
健身娱乐项目，融入了老百姓的生活中。

春回大地，天气渐暖。
随着早晨第一缕阳光照进窗棂，家住呼和浩特

市新城区中山东路新华社区的刘大妈已经在宽敞
的客厅里练起了新编排的太平鼓舞步。

只见她头戴旗头、身穿满族旗袍、脚踏花盆
底鞋，左手拿鼓、右手握槌，迈着吉祥步、步步生
莲……

刘大妈是地道的汉族人，今年60岁，加入新城
区文化馆老年满族太平鼓舞队已经3年了。“我从

小对满族文化特别感兴趣，退休后参加过多种社区
活动，但是最终在太平鼓舞队坚持了下来，太平鼓
舞队满足了我对满族文化的渴求。”刘大妈说。

于慎孝说，这支队伍每年都有积极加入的新成
员，队员平均年龄
在 65 岁以上，他
们中有满族、汉
族、蒙古族、回族
等各个民族，大家
和谐相处，平时除
了健身娱乐外，还
经常参加社区和
新城区以及自治
区举办的一些演
出活动，表演的节
目已经成为新城
区文化馆的品牌
项目。

龙腾虎跃耀
九州，各族儿女一
家亲。

走进新时代的太平鼓舞，舞台更加广阔。它将
以原生态的魅力敲响时代铿锵鼓点、舞出太平盛世
多彩华章。

（图片由于慎孝提供）

全民健身 和合共融

□苏永生

以鼓伴奏，鼓之舞之。
太平鼓舞以它独有的原

生态魅力，吸引着人们的目
光。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我们的先民在艰难的生活环
境中，始终不忘寻找快乐和希
冀，正是这样，才有了太平鼓
舞这个技艺的世代流传。

今天，呼和浩特满族太平
鼓舞已经成为了自治区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多方关
注与支持，表演形式也逐渐从
剧场舞台走向社区大众，呈现
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但是，太平鼓舞在得到发
展的同时，像大多数非遗项目
面临的困境一样，也面临着传
承后继无人的问题。

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由
于非遗项目的经济效益不会
立竿见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着它的传承发展。但是，非遗
项目的价值绝不能仅仅从经
济效益的角度来衡量。作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更重要的
价值在于能够增强人们的文
化认同和文化自信，在于对历
史的忠实见证和对后世的深
刻影响。

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其
产生、发展、传承，都会受到多
种因素的影响。在传承过程
中，自然离不开传承人的坚
守 、社会的支持和大众的认
同。如何真正做到让非遗项
目走入寻常百姓家，让传统技
艺更好地传承，不但需要传承
人精益求精地研究技术，而且
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各
界的广泛支持，还需要开展有
针对性的宣传、培训，让更多
的人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走
近非物质文化遗产、热爱非物
质文化遗产，加入保护传承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行列，让非物
质文化遗产更好地传承，在新
时代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让非物质文化遗产
更好地传承

【一言】

满族小学的太平鼓舞队的“小格格”们。

喜庆欢快的太平鼓舞表演现场喜庆欢快的太平鼓舞表演现场。。

敲起太平鼓，富贵吉祥来。

太平鼓，直径30厘米左右，外形似团扇，鼓的
正面有的绘阴阳鱼，寓意和谐平安；有的绘牡丹花，
寓意富贵幸福，鼓的背面常书写“天下太平”四字，
因此得名太平鼓。

太平鼓是单面鼓，用高丽纸或者羊皮、牛皮、驴
皮等材料做鼓面；鼓柄下端有多个金属环；槌长30
厘米左右，尾部系绸带或绦穗。

太平鼓舞分舞蹈和击鼓两部分，鼓点、舞步变
化多达几十种，队形变化丰富多样。

于慎孝，呼和浩特满族太平鼓舞自治区级非遗
传承人。他说，太平鼓舞发源于东北满族聚居地
区，最早是满族举行祭祀、祈福等盛大仪式时跳的

一种舞蹈，表达了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也祈
祷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表演太平鼓舞时，舞者一般以满族传统服装为
主，女性要走吉祥步，可以体现出高雅端庄的美；男
性的步伐以武步、矮子步为主，多模仿骑射、鸟兽的
动作。舞蹈时左手持鼓、右手持鞭。

“太平鼓舞流传到呼和浩特至今有近300年的
历史。”于慎孝说，清乾隆年间，呼和浩特修建绥远
城时（即现在的新城区一带），调来八旗军驻防。八
旗军主要是满族人，同时还有蒙古族人和汉族人。
他们的到来，把流行于东北的太平鼓舞带到了绥远
城，并逐渐流传开来。

打太平鼓，唱太平歌，贺太平盛世。
太平鼓舞从起源至今，表达的就是一种热情、

积极、自信的生活态度。
逢年过节或者隆重的日子，人们常会跳起这种

舞蹈，表达欢快喜悦的心情。

因城而起 因城而兴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多种艺术门类的出
现，从上世纪60年代起，太平鼓舞渐渐远离了人
们的视线，淡出了人们的生活。

1986年，40岁的于慎孝调到呼和浩特市新城
区满族小学任职校长。

就是这个机缘，让沉寂了20多年的太平鼓舞
重现舞台，重新回到大众的生活中。

于慎孝在学校的库房里发现了 30多个太平
鼓，了解到该校的学生曾经跳过太平鼓舞，但是没
有留下相关资料。看着这些太平鼓，于慎孝陷入
了深思，觉得这是一个民族宝贵的财富，应该重新
挖掘出来，让它重回大众视野。

多方查阅资料后，于慎孝对太平鼓舞有了一
个清晰的认识，从学校里挑选出30多个女生组建
了太平鼓舞队。

但是，由于缺乏详细资料，怎么样把“舞”和
“鼓”完美融合在一起，成了需要面对的难题。

于慎孝借鉴和太平鼓同源的蒙古族单鼓的基
本表演语汇，教学生们从基本动作练起：左手持
鼓、右手执槌，胸前鼓、肩前鼓、腹前鼓、背鼓、护背
鼓、托鼓、护头鼓、抖鼓、扬鼓、缠头鼓……

这样一步步练下来，终于重现太平鼓舞原有
的风采。

“我们重点练习吉祥步，这是最具满族特色的
标志性舞步。”于慎孝说，他把动作要领归纳为“上
身挺直端平肩，前后甩手如凫水，眼睛注视上甩

手，高雅端庄走直线”。
经过一个寒假的刻苦练习，当年正月十五

元宵节闹红火时，久违多年的太平鼓舞上街参
加了文艺队伍展演，当即引起瞩目，成为展演亮
点之一。

初试成功，再接再厉。
于慎孝精心整编了太平鼓舞，以舞蹈动作为

区分，分为成人版和少儿版两个版本，成人版突出
端庄高雅，少儿版突出生动活泼，同时请来内蒙古
广播文工团的满族作曲家于国俊为太平鼓舞配
曲，增加了舞蹈的美感和观赏性。

太平鼓舞的配曲，在继承满族传统音乐的基
础上，又加入了呼和浩特本土二人台的基调，喜庆
中更添欢快。

越来越充实丰满的太平鼓舞名声愈加响亮，
多年来不仅参加过内蒙古大型运动会的出场表
演，而且还走进了内蒙古大型庆典活动的礼宾队
伍表演行列，先后获得过新城区级、市级、自治区
级的表演奖项和奖励。

重新打造 再创辉煌

音乐响起，身着满族服饰的女演员们迈着
吉祥步，娉娉袅袅走向舞台中央，轻柔优雅；男
演员们的舞步欢快跳脱，槌击鼓面，鼓声“咚
咚”，喜庆欢乐；鼓柄“哗哗”，清脆悦耳……

这是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文化馆老年满族

太平鼓舞队表演时的一个场景。
满族太平鼓舞，属民间传统舞蹈，也叫单鼓或

羊皮鼓，俗称庆丰收鼓或得胜鼓，顾名思义，就是
用鼓声和舞蹈来表达人们对于盛世太平的歌颂、
民族团结的赞美和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也包含

了祈盼年景风调雨顺、祝愿长辈健康长寿的意蕴，
流行于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一带。

呼和浩特满族太平鼓舞至今已有近300年
的历史，2009年被认定为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
项目。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高瑞锋高瑞锋

走上街头舞起来走上街头舞起来。。 吉祥步娉娉袅袅走起来吉祥步娉娉袅袅走起来。。

喜庆吉祥的太平鼓。

敲响 舞出盛世太平太平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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