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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在中国梆子腔剧种传承

与发展学术研讨会上的

致辞

刘宽忍

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新闻媒体的朋友们：

大家好！

首先，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新老朋友齐聚西安，共同为中国梆子

腔剧种的传承与发展建言献策，一起探讨传统戏曲艺术在当下所面临

的历史机遇。在此我谨代表陕西省文化厅对各位专家学者表示衷心

感谢！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

角，它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勤劳质

朴、宽厚包容、尚德重礼、务实进取的陕西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

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以秦腔为代表的戏曲艺术不仅在西北

地区广为流行，而且为很多剧种的形成提供了养分，所以，秦腔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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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梆子腔鼻祖”的美誉。

各位代表，相当一段时间来，包括秦腔在内的传统戏曲艺术遇到

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积极面对，下大力气寻求解

决的办法，因为戏曲艺术是优秀的传统文化，不能丢，也不敢丢。秦

腔是流淌在秦人骨子里的文化，是三秦儿女的精神命脉，与其他梆子

腔剧种同样在各地域文化传承发展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陕西省委、省政府就提出了 “振兴秦腔”的

口号，并成立了陕西省振兴秦腔指导委员会，从而使得一系列扶持政

策相继出台，一系列振兴秦腔的活动相继举办，达到了 “出人出戏、

传承发展”的目的。振兴秦腔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一项长期而伟

大的工程，要根植于传统，建立科学体系，采取科学措施，以持之以

恒的坚守和努力来完成它。为此，我们在近年推出了全省中青年演员

演唱大赛、传承人交流传习展演、首届陕西 “文华奖”秦腔电视大

赛、“陕西文化周”等活动。２０１４年９月和１０月，我们又举办了首

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第七届陕西省艺术节，涌现出了一批艺术作

品，同时一批优秀艺术人才脱颖而出。目前，正积极准备第十一届中

国艺术节在陕西举办，本次研讨会适逢其时，既是巩固改革成果，也

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传承和发展秦腔艺术的有

力举措。而在北京举行的 “国风·秦韵陕西传统文化展演”戏曲专

场和西安鼓乐专场，更是一件重视传统艺术传承和发展的具体行动。

在这里，我们诚挚地邀请各位能走进北京中国剧院，观看陕西戏

曲专场演出和西安鼓乐音乐会，真诚期待各位老师长期持续关注秦腔

艺术的发展。

最后，感谢中国艺术研究院对本次研讨会的大力支持，预祝本次

研讨会圆满成功，祝各位身体健康。

（刘宽忍　陕西省文化厅厅长）



梆子腔传承与保护研究

当代秦腔传承为何

举步维艰

贾志刚

中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视传承，戏曲也不例外。如果从唐代教坊和

梨园算起，中国传统戏曲已经传承一千三百多年了，在此期间戏曲的

传承一帆风顺，卓有成效。这其中有两个重要阶段，第一是从唐代至

清朝末年，可称为 “旧式传承”。齐如山将旧式传承归纳为四种方

式，即戏班、科班、票房、相公堂 （又叫 “私寓”），其中相公堂起

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的戏曲名伶三分之二强皆出于此。第二个阶

段可从１９１２年８月易俗社成立算起，一直到今天。这一百多年的传

承可称为 “新式传承”。新式传承要求戏曲演员全面发展，极其重视

文化教育，所学文化课程包括算术、历史、地理、文学，以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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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思想史、美学概论等，可谓涉猎广泛。新式传承对戏曲人才的培

养可谓硕果累累，以中华戏曲专科学校为例，著名的 “四块

玉”———李玉茹、侯玉兰、白玉薇、高玉倩就毕业于该校，再加上傅

德威、宋德珠、李和曾、周和桐、王金璐、李金鸿、沈金波等，皆为

一代名角。传承了一千三百多年的戏曲，尤其是秦腔一路高歌，可为

什么偏偏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今天，整个戏曲包括秦腔的传承却遭

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几乎难以为继？根本的原因就是 “文化

大革命”十年致使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而没有了深厚丰富传统文

化的巨大支撑，单纯强调技艺、技巧的秦腔传承必然起不到真正的作

用。换句话说，单纯技艺、技巧的秦腔传承是没有光明前途的。好在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越来越重视弘扬与发展传统文化，习总

书记在今年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已将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提到

了战略高度，让戏曲工作者明确了方向。我不否认未来传统文化已经

断裂的链条将会得到修复、连接，但这个未来恐怕要一代或两代人的

不懈努力。当今的我们，至少不应该无所作为地等待，至少应在力所

能及的范围内积极主动地为戏曲传承贡献力量。当务之急，在文化大

环境并没有达到理想状态的制约下，各级主管领导、院团领导应该立

刻恢复传统的师徒制，恢复戏曲的 “口传心授”，师傅在传承技艺、

技巧的同时，就会把文化潜移默化地传授给徒弟，文化与技艺难分难

舍地融合在一起，对于戏曲人才的培养大有益处。可以说，恢复师徒

制是当前戏曲传承最为有效的唯一途径。

（贾志刚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代所长、研究员）



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下

梆子声腔剧种的传承与

创新

刘文峰

梆子声腔剧种是我国戏曲中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声腔系统，是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非物质文化区别于物质

文化，物质文化保护强调的是它的原生态，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强调的

是活态保护。中国戏曲文化之所以能流传到今天，就在于它是随着时

代的发展而不断变革的。中国戏曲自形成以来，大的变革总共有三

次。第一次是元杂剧对宋金杂剧的变革，逐步确立起四折一楔子这样

一种戏曲体制；第二次是明中叶昆山腔兴起以后对杂剧的变革，确立

了传奇这样一种戏曲体制；第三次是清乾隆年间梆子戏兴起以后对传

奇的变革，确立了板腔体这样一种戏曲体制。每一次戏曲形式的变

革，都是在原有形态的基础上进行的，既汲取了民间新的艺术营养，

又传承了传统的艺术因子，解放了戏剧的生产力。包括梆子声腔剧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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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的我国戏曲要走出目前的生存危机，就要提高戏曲的创新能力，

使之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而不能故步自封，更不能将 “保护原生

态”作为理由，反对戏曲的发展创新。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科学技术的突

飞猛进、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我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娱乐方式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耕时代形成的戏曲，千百年来作为我国城乡群

众主要的文化娱乐形式，正受到了外来文化和现代传媒的巨大挑战，

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这种危机外在的表现是，从城市到乡村观众

越来越少，演出市场越来越小。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前，外地人到北京

看京剧，到西安看秦腔，到成都看川剧，不会有太多困难。而现在平

常的日子，想到西安看秦腔，到北京看京剧，到成都看川剧就不那么

容易了。２０岁以下的青年没有进过戏曲剧场的占大多数。陕西安康

有一个汉调二黄剧种，我们到当地调查，中小学生大部分不知道当地

有这样一个剧种。戏曲观众不仅城市极少，农村也大幅度下降。我们

到福建、河南、山西调查农村演戏的情况，在农村的演出剧场，也很

少看到过去那样人山人海的观剧场面，在剧场中看戏的大部分是老人

和学龄前儿童，很少有青年和中年观众。按照一般规律，青年人是最

爱热闹的，那么农村里的中青年戏曲观众到哪里去了？我们在福建闽

南调查时，采访过一户农家，三层楼房的大院里，只有老头、老太太

两个老人，儿子带着儿媳和孙子到北京打工去了，每年春节时才回来

住几天。江浙沿海一带的农村，地少人多，在外地打工的青壮年很

多。这种情况已经发展到内地一些偏僻的农村。如我们２００８年春节

期间到贵州黎平采集侗戏资料，据当地干部介绍，现在农村的业余侗

戏很难开展，原因是喜爱演戏的青年都到广州、深圳打工去了，春节

才回来住几天，没有时间排练节目。这可能是农村青年戏曲观众减少

的重要原因。农村大批剩余劳动力特别是青壮年，流向城市谋生，反

映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从城市到农村我国人民生产方式

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带动了人民娱乐方式和审美趣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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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这是戏曲观众骤减的根本原因。

在农耕时代形成的戏曲，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落后于时代的变

革。旧的传统剧目引不起现代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思想感情上的共

鸣，戏曲原有的表现手段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艺术技巧不能满足表现

现代生活的需要。排演新戏，以获奖为目的，不从观众出发，这些年

调演、汇演频繁，获奖的剧目不少，但能成为保留剧目，在舞台上久

演不衰的寥寥无几。于是 “老戏老演，老演老戏”，演出质量下降，

观众锐减，成为各个剧团、各个剧种的普遍现象和走不出去的怪圈。

梆子声腔剧种要保持长盛不衰和焕发艺术青春，一是艺术手段的

更新，二是剧目思想内容要与人民群众的心灵息息相通。中国戏曲之

所以能延续到现在，就是能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吸收民族的、民间

的，甚至外来艺术的营养，推陈出新。自戏曲形成到今天已经有多次

在艺术形式上的变革，其中清乾嘉年间板腔变化体戏曲的形成到现在

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了。当中国的社会已经结束了农耕时代，进入

了工业化、信息化的时期，戏曲的形式是否还会再一次变革？按照时

代的要求和戏曲发展的规律来分析，这样一次变革是必然的。梆子声

腔剧种在演出剧目、音乐、表演、舞台美术上有许多被人称道的长处

和优点，但也有其缺点和不足。如男女声同腔同调的问题，除豫剧解

决得较好外，其他梆子剧种均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影响了声腔上的

进步、人才的培养、表演的全面发展。这一问题是一个理论问题，更

是一个艺术实践问题，希望我们的艺术实践者，特别是音乐工作者和

演员在排演新戏的舞台艺术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解决好这个影

响梆子声腔剧种发展的问题。

在新的历史阶段，我们要鼓励各种形式的戏曲革新实践，只要在

艺术形式上符合 “以歌舞演故事”这一戏曲的基本特征，保持了民

族特色，能得到观众的认可，特别是受到青年观众喜爱的，都应该热

情支持，并使之逐步完善。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发展非常不均衡的国

家，各地戏曲艺术的发展也非常不平衡。新的戏曲形式的出现，并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