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心不改，以艺化人

一颦一笑皆是
风情，一招一式尽
显韵味，合肥市
庐剧院名角郁
柳在舞台上
光彩照人。自
14 岁接触上
庐剧 ，她
“摸 爬 滚
打” 了近
三十载 ，从
迷茫到热爱，从庐
剧 “小白 ”到国家一
级演员， 从艺之路经历
不少坎坷。

“刚分配到庐剧院时，特别想上
舞台 ，但即使是跑龙套 ，也经常被
换下，很受打击。 ”郁柳回忆，为了
能有更多上台表演的机会，只能在
别人休息时加练 ，磨炼技艺 ，吃了
不少苦头 ， 胳膊由于练功摔打过
多 ，造成习惯性脱臼 ；下巴也因练
功磕到缝了 3 针。

“这一行有句老话 ，‘三年胳膊
五年腿，十年难练一张嘴’，要学的
东西太多了，没有过硬的功底，就没
法在舞台上立住。 ”郁柳感慨，有幸
打小跟着庐剧名家丁玉兰学戏，在
身段、 唱腔等方面得到了全方位指
点，她没有理由不努力。

汗水没白费 ，郁
柳与庐剧渐渐融
为一体 。 坚强
的 战 士 “ 江
姐”、 情深义
厚的 “祝英
台 ”、泼辣自
私的 “掌赛
珠 ”……她主
演的一个个庐
剧大戏角色深
受 戏 迷 们 喜 爱 。

“我可以尝尽各种角
色的酸、甜、苦、辣，可以

体会人生百态， 每一次登上舞
台的机会我都十分珍惜。 ”

为了做好庐剧传帮带， 郁柳倾
囊相授，主动让台，不仅甘愿在舞台
上为青年演员当绿叶， 还在舞台下
手把手地教， 给新生代演员更多成
长的机会和舞台。

“老师丁玉兰曾告诉我 ， 德在
先，艺在后，没有正直端正的德行演
不好戏， 现在我想把这句话带给更
多后辈。 ”郁柳说。

如今，为了传承与推广庐剧，郁
柳坚持每周到合肥市 3 所中小学为
孩子们上社团课， 坚持将戏曲的种
子播向下一代。

配图：郁柳庐剧《梁祝》剧照。

传艺“交底”，不负师门

脸如满月，目似
流星， 声如洪钟，
顾盼神飞，合肥
市庐剧院首
席小生、合肥
市戏剧家协
会副主席 、
国家一级演
员孙绳骥给
人的第一印
象颇为深刻。

“父母是庐
剧团专业演员，妈妈
怀着我的时候还在舞台
上演戏。 ”孙绳骥笑着说，“稍
微大一点，我就坐在角落里看着他们
排练演出，剧团这个叔叔教我一个身
段，那个阿姨教一句唱腔，慢慢地我
就能咿咿呀呀有模有样表演一段。 ”

沉浸式熏陶，为孙绳骥走上庐
剧演艺道路奠定基础。 1993 年，凭
借着良好的功底，他被安徽艺术学
校录取。4 年系统专业学习下，孙绳
骥庐剧表演功力渐长。

“书房门前一枝梅，书上的鸟儿
对打对，喜鹊满树喳喳叫，向你梁兄
报喜来……” 随手拿起一把折扇，
“扑哧”一声甩开，挺起腰杆，婉转动
人的庐剧曲调从这位庐剧艺术家的
嗓子中流出。 从艺 20余年，庐剧成

为孙绳骥生命的一
部分， 无论是在

《孔雀东南飞 》
《梁山伯与祝
英台 》 等大
戏中担任主
角， 还是表
演经典的
折子戏 ，
他都深受

观众喜爱。
作为庐剧泰

斗孙邦栋先生的弟
子，孙绳骥一直在深入

挖掘、整理孙派庐剧行腔技
能、表演特色、表演方法等。

“譬如小嗓子是孙派庐剧一大
特色，对小嗓子应用，还要因人而
异。 根据自身条件，找准发声位置，
小嗓子才能唱出原味来……”提到
孙派庐剧，孙绳骥侃侃而谈。

“当年孙先生毫无保留地把表
演技艺传授给我，是为了庐剧艺术
精髓能更好、 更完整地传承下去。
现在我也把自己总结的演艺心得
‘交底’，传给青年演员，做好传帮
带，努力让孙派表演技艺和庐剧艺
术发扬光大。 ”孙绳骥说。

配图 ：孙绳骥庐剧 《梁山伯与
祝英台》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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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戏曲如何“致青春”③

跨界担当，“横跳”创新

“以前我和许多孩子一
样，是个爱唱歌、跳舞、打
台球的‘现代少年’。 ”陈
胜超笑谈如何与庐剧
结缘。 2006年庐剧列
入第一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省内招收一批对
戏曲有热情的孩子培
养入行。 第二年 9月，
他们这群习惯了流行文
化的“90 后”，被选进安徽
艺术职业学院庐剧班，成为了
名副其实的“非遗传承人”。

“入校后，发现自己居然是全班
年纪最大的学生， 我突然间有种长大了的
感觉 ， 开始认真做好跟庐剧相关的每件
事。 ”陈胜超对艺术的热爱，对传承责任的
担当，鞭策着他勤学苦练、一路奔跑。

功夫不负有心人，毕业后进入合肥市庐
剧院，陈胜超很快崭露头角，连续 3年取得 3
个省级“一等奖”。业务成绩虽较突出，但敢闯
敢拼的陈胜超， 决定继续求学深造， 瞄准了

“戏曲导演”专业，打算拓宽
艺术道路，为今后庐剧传
承作出新的探索。

2015年， 陈胜超
以专业第一名的成
绩考入中国戏曲学
院戏曲导演专业。毕
业后，毅然放弃了一
个提供北京户口和
优厚待遇的工作，义
无反顾地回到 “最初”
的舞台———合肥市
庐剧院， 因为他知

道，庐剧振兴需要他。
《盘夫索夫》《等不到今生等来

世》《忍冬花开》《勋章》 ……回到家乡短短
3 年， 才华横溢的陈胜超就导演了一批优
秀作品，《忍冬花开》获“戏剧中国”2021 年
度优秀剧目，他荣获最佳导演奖。

“庐剧艺术需要年轻人的坚守和革新，
继承传统、 推陈出新是我们这一代庐剧人
的责任和使命。 ”陈胜超的语气充满坚定。

配图：陈胜超庐剧《问海》剧照。

新秀上网，“视频”传播

打开抖音，搜索并关注
“庐剧 牛静”抖音号，一
个个制作精美 、 声情
并茂的庐剧作品便
映入眼帘。《秦雪梅·
观画》《楼台会》《休
丁香·叹十里 》 《白
蛇传·游湖》……演
绎这些作品的“女主
角”， 是安徽省戏剧
家协会会员、 国家二
级演员牛静。

“去年 9 月上线 ，
现在粉丝已经有 1.5 万了！ ”牛
静的脸上满是喜悦。

“父母在上世纪 80 年代短暂从事过庐
剧事业，我是在被庐剧‘包围’的环境下长
大的。 ”牛静回忆道。

打小与庐剧结缘， 对庐剧耳濡目染，
2007 年报考安徽艺术职业学院庐剧班，牛
静正式踏上学艺路。 2012 年毕业后，牛静
加入合肥市庐剧院， 师从著名庐剧表演艺
术家丁玉兰。

多年来，依靠着艺术天分和不懈努力，

牛静在各级各类戏曲比赛
中频频获奖。 她主演的
移植剧目庐剧 《陈三
两爬堂》成为院团的
“保留节目”，今年 6
月她还带着该剧目
参加中国 （黄河流
域）戏剧红梅大赛，
获得一等奖。

“这两年由于疫
情 ， 线下演出少了很
多。”牛静告诉记者，她开

始从“线下”转向“线上”。
去年， 牛静尝试拍摄了以

庐剧最经典唱段《秦雪梅·观画》为主
题的实景视频，没想到短短几天竟有近 10
万浏览量。今年，她尝试以直播方式在网络
平台表演庐剧唱段， 并邀请丁玉兰老师亲
临直播间，与广大网友交流庐剧艺术，唤起
了更多观众对庐剧的兴趣。

“新时代下，作为一名‘90 后’演员，我
们有责任、有义务，用青年人较为擅长的方
式，传承发展传统戏曲。 ”牛静说。

配图：牛静庐剧《秦雪梅·观画》剧照。

逐梦青春，精“艺”求精
今年刚满 19 岁的唐锦

涛， 剑眉星目， 身形利
落，器宇轩昂，即将在
合肥市庐剧院开启
戏曲人生历程。

12岁那年，唐锦
涛误打误撞进入安
徽黄梅戏职业学院
庐剧表演专业， 学戏
过程中吃了不少苦头，
一些“小磕绊”至今记忆
犹新。

“12 岁才学戏，说实话
有点晚。 练功时身体硬得不行，
几位老师、同学围着帮我压腿，场面十
分‘壮观’。 ”唐锦涛笑言，当时疼得想当场放
弃，还是咬咬牙坚持了下来。 工文武小生的
他深知“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没有过
硬本领，休想在舞台站稳脚跟。

不久前，庐剧院复排经典庐剧《白蛇传》，
唐锦涛首次担纲男主角，扮演许仙。他仔细揣
摩人物心理，苦练唱腔与形体动作。《断桥》这

场戏中， 有个俗称为 “踹僵
尸” 的动作难度很高，需
要在空中吸腿再踹平
摔在地上。 唐锦涛练
这个动作经常摔得
岔气，难受得躺在地
上呼吸困难。但摔摔
打打数个月，唐锦
涛高质量地掌握
了这一动作。
“一到剧团就能

演这么大的戏， 还是男
主角，有压力更有动力。 ”唐

锦涛袒露心声。
不同于京剧、 黄梅戏等较为主流的

剧种，庐剧要小众得多。苦练技艺的唐锦涛也曾
对未来有过迷茫，时常思考庐剧的未来在哪里。

“我们‘00后’都不去传承，庐剧又怎么
能发扬光大？ ”唐锦涛说，作为年轻一代，不
仅要练出一身过硬的唱演功夫，更要有创新
精神，为庐剧的发展培育新的土壤。

配图：唐锦涛庐剧《白蛇》剧照。

如何让庐剧迸发更大的文化生产力
去年底， 合肥演艺集团和庐剧

艺术传承中心挂牌成立。 今年省两
会期间， 省委主要负责人要求合肥
打头阵、挑重担、当主力、作贡献，建
设“五大名城”。 今年初的合肥市两
会上，合肥提出打造“文化之城”。 面
对新机遇， 庐剧如何实现更好地传
承发展，近日，记者就此专访了合肥
演艺集团董事长赵斌、 合肥市庐剧
院院长段婷婷。

历史写辉煌

安徽日报： 不少人听说和欣赏
过庐剧， 但对庐剧的渊源和历史了
解不多，可否简单介绍一下？

段婷婷：庐剧 ，原名 “倒七戏 ”，
是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安徽主要戏
曲剧种之一。 其主要流行区域属古
庐州府管辖，故得名“庐剧”。

庐剧起源于皖中地区的门歌 、
民歌、秧歌，以及皖西大别山区的山
歌、茶歌、对唱等，广泛流行于皖中、
皖西大部分地区和沿江、江南、沿淮
部分地区， 流行区观众人数占全省
人口近二分之一。

庐剧在安徽因地域不同形成
东、中、西三路。 东路庐剧以芜湖（江
南）、和县（沿江）一带为中心 ，它吸
收了京剧的表演程式和武功， 剧目
题材由俗走向雅， 具有浓郁的水乡
特色，称为“水腔”。 西路以六安为中
心，音乐粗犷高亢，跌宕起伏 ，带有
山区特色，称为“山腔”。 中路以合肥

为中心， 音乐兼有上路、 下路的特
色，明快朴实，自然清新。 目前，中路
庐剧是三路流派中发展最好、 影响
最大的一个流派。

合肥作为省会城市， 当前也正
担当着庐剧传承和发展的重任。 合
肥市庐剧院成立 70 年多来，涌现出
王本银、丁玉兰、孙邦栋、鲍志远、董
桂兰、黄冰等一批著名表演艺术家，
创作演出了 《借罗衣》《讨学钱》《休
丁香》《秦雪梅》 等一批优秀的传统
大戏、小戏、折子戏。

上世纪 50 年代，庐剧步入发展
的鼎盛时期，当时江淮大地上，庐剧
唱腔不绝于耳。 特别是 1957 年庐剧
院进京汇报演出， 著名庐剧演员丁
玉兰应周恩来总理邀请参加“五一”
国宴，并登上天安门观礼台。 由此，
庐剧这一安徽地方戏在更大范围内
得到推广传播。

保护中振兴

安徽日报： 庐剧传承发展中遇
到了哪些问题和挑战？ 如何在应对
中谋振兴？

赵斌：进入新时期，复杂多样的
文化市场和文化娱乐方式对戏曲产
生了巨大冲击， 庐剧团逐渐出现了
人才流失、 演员断层、 缺少传承举
措、体制机制不活等不利局面。 启动
庐剧的振兴工作迫在眉睫。

2010 年 9 月， 合肥市对市属 3
个国有院团（歌舞团 、庐剧院 、曲艺

团）进行转企改制，组建合肥演艺有
限责任公司。 2013 年改制完成，三大
文艺院团走向市场， 开启商业化运
作。 2015 年，合肥演艺公司依托黄梅
戏职业艺术学院的师资力量， 开设
庐剧艺术专业培训班， 定向培养庐
剧音乐及表演人才， 想方设法在院
团内部培养、留住人才。

留住人，好作品才能层出不穷。
近年来， 合肥市庐剧院在院长段婷
婷的带领下， 积极做好庐剧精品创
作演出工作， 一大批演员在各项戏
曲赛事中频频获奖。 涌现了由段婷
婷、孙绳骥、郁柳 3 位国家一级演员
主演的 《李清照》《荠菜花》《孔雀东
南飞》，由庐剧“00 后”新秀排演的大
戏《白蛇》等优秀代表作。 合肥市庐
剧院庐剧艺术传承先锋队荣获第 11
届 “合肥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同
时，在合肥市委宣传部的组织下，一
批精品剧目赴上海、北京、武汉等地
巡演， 受到各地观众和戏曲界同行
的高度赞誉。

想让庐剧唱起来、走天下，就要
坚持重心向下， 以群众的口碑赢得
市场。 近年来，合肥市庐剧院承接了
合肥市 “庐州放歌 ”“戏曲进校园 ”
“送戏进万村” 等文化惠民活动，年
均演出 230 多场次。 做好合肥市宣
传名家工作室———段婷婷戏剧工作
室，在为广大青少年普及庐剧知识、
培养庐剧后备人才方面进行探索努
力，也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庐剧、爱上
庐剧，关心庐剧的发展和未来。

融合中发展

安徽日报：眼下，合肥正在加速
迈向“五大名城 ”，越来越重视文化
赋能。 站在历史新起点，合肥如何让
庐剧迸发更大的“文化生产力”？

赵斌：这几年，我们也切身感受
到省市各级党委和政府对庐剧传承
发展的关心关爱。 尤其是合肥市委、
市政府从制度、资金、场地等方面给予
我们非常大的支持。去年底，合肥演艺
集团和庐剧艺术传承中心正式成立，
在培养和保护现有人才、 做好庐剧传
承和创新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守正创新中推动庐剧进一步
发展， 让庐剧迸发更大的文化生产
力，是一项系统工程，须凝聚社会合
力。 建议可从以下几个着力点发力：

其一， 加强庐剧与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的深度融合， 如接入地方文
旅项目、开设“艺术党课”、纳入中小
学艺术课程体系， 将 “剧场里的庐
剧”变成“剧场外的庐剧”。

其二， 进一步理顺庐剧艺术人
才培养体制机制， 重点加强后备人
才培养体系建设，加强编剧、导演等
主创人员的培育， 加大政策和资金
支持力度，真正育好才、留住才。

其三， 进一步加强庐剧与省内
外其他剧种的交流力度， 在融合碰
撞中激发艺术家的灵感， 结出更多
“艺术之花”， 让庐剧进一步创新发
展、发扬光大。

时而高腔大嗓、时而婉转低回，可登高雅殿堂，可进田野阡陌，200多年来，庐剧滋
养着一代代皖中人民。 2006年，庐剧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
目。 近些年来，合肥市将庐剧传承发展嵌入地方文化发展脉络，在精品创作、人才培育、
宣传普及、对外交流等方面加速发力，让这个地方剧种焕发崭新的青春魅力。

本版撰稿：：本报记者 许根宏 许蓓蓓 洪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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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正创新润“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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