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66 神州风物
2022 年 2 月 25 日 星期五

苏州评弹：江南文化的灵魂之歌 王伟

　　凌晨 5 点半，在天水站走下
绿皮火车的时候，天还是黑的。
　　当天，作为麦积山石窟的第
一位访客，我来了。
　　我是凌晨 1 点半从兰州坐
Z274 出发的，车程 4 个小时，刚
好睡一觉。
　　这是我正式行走黄河的“第
一走”：从郑州桃花峪黄河中下
游分界碑，逆水而上，走到黄河
源头，再顺水而下，回到郑州。
　　去天水，寻访麦积山石窟的
念头随着时间推移愈加强烈，我
决定午夜出发，凌晨到达。
　　夜访，是出于内心的敬意。
　　天水，因“天河注水”的美丽
传说而得其名。天水是秦文化发
源地，历史文化名城，华夏人文始祖伏羲在此地诞
生，被称为“羲皇故里”。天水也是一座风光旖旎的
城市，位居陇东，渭河穿城而过，青山绿水四周环
抱，因麦积山地处长江与黄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
气候湿润，周围森林茂密，犹如江南，名曰“陇上江
南”。
　　麦积山石窟，形似“麦垛”，因此得名。它与敦煌
莫高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并称为我国“四大石
窟”。麦积山是秦岭山脉的一座孤峰，位置在天水市
东南方。这里的石头松软，不宜雕刻，麦积山石窟佛
像造型以泥塑为主。
　　据史料记载，麦积山石窟始建于十六国后秦时
期（约 384 — 417 年）。兵荒马乱，战火连绵，中国历
史进入了政权更迭非常频繁的时期。
　　苦难深重，今夕何夕。家无所依，心安何处？
　　这个时期，玄学兴起，佛教西来，人们都在寻找
内心的慰藉。
　　从天水火车站下来，我拉着行李摸黑走到大路
边，谈好一辆出租车，直奔石窟。路上天色慢慢变
亮，到达景区门口的时候，远不到上班时间，车辆还
可以自由出入，我们一路开到麦积山脚下。石窟还
没有到开放的时间，只能站在路上遥望，我就找了
最近的一户农家，上门看看是不是可以吃个早餐，
等待石窟开放。
　　勤劳的农家大嫂已经在打扫庭院，她们几家都
有旅馆功能，非常热情，虽然只有我一个，照样炒两
个菜。
　　吃完早餐，时间还早，我先放无人机上去，看看
周边的地形地貌。从景区入口处看，麦积山小隐于
野，并不凸显。到近处看，绝世独立，悬崖峭壁。洞窟
全部建在直立的绝壁之上，虽历经千年，却保存完
好。这得益于石窟离天水市区近百里之遥，身藏深
山老林之中，湿润的气候很好地保存了泥塑佛像的
完好和质感。那个时代的栈道均为木制，年久失修，
腐烂破损，无人敢冒死攀爬，盗窃造像。只是精美的
壁画因空气潮湿而早早地脱落，不像莫高窟，因干
燥密封，把壁画保存得那么完好。
　　算准时间，我排队在第一个进场。严格的疫情
防控下，游客不是很多。太阳升起来，很快融解了早
晨的雾气，阳光甚至热辣起来。
　　穿过一排工作平房，墙壁上一排相框介绍了石
窟的前世今生，林林总总。再往前走，一排树木遮天
蔽日，透过树荫的空隙，隐约可以对视大佛。我调整
好构图，先记录下这个画面，作为我致敬麦积山石
窟的第一眼。
　　我一直觉得，历经千年的石刻，无论佛造像，还
是文官武士，包括飞鸟走兽，都是鲜活的生命。我以
如此的心情和它们四目相对，内心相应，致敬它们
目睹千年的岁月流转，拍下它们从容诗意的存在。
　　麦积山石窟的山脚下，有座瑞应寺。这座始建
于东晋时期的庙宇，又称“无忧寺”，在北朝时名为

“石岩寺”，隋代称为“净念寺”，至唐名为“应乾
寺”，到北宋的时候更名为“瑞应寺”。寺院灰瓦红
墙，中规中矩，与骨相清奇的麦积山相得益彰。
　　麦积山崖壁高 142 米，几乎上下垂直而立，在
这样的崖壁上开凿石窟特别困难，先要搭建与洞窟
等高的柴堆，然后登柴堆而上，在悬崖峭壁上依次
开凿。因为木材用量特别大，所以周围是不是有茂
密的森林可以就地取材，也是石窟选址在这里的原
因。而对于那些特别高的洞窟，要先铺设栈道，拾级
而上进行开凿，难度更高，危险更大。
　　麦积山石窟包括东崖和西崖两部分，始建于十
六国时期的后秦，开始大兴崖阁造像的时期是在北
魏、西魏、北周，到了隋唐、宋元明清时期，一直不断
进行开凿和修复，因此，被誉为“东方塑像陈列馆”。
　　由于地处丝绸之路的干线，麦积山石窟广纳
西土文化，汲取秦地风俗，激荡中原文化。东晋的
后秦制式、北魏的“清像秀骨”、西魏的“东方 微
笑”、北周的“浑圆敦厚”、隋朝的气宇恢宏、盛唐的
艳丽华贵、两宋的浓郁士风，汇集于此，让我们一
代代后人可以脱开文本的话语，直视每个时代的
气息。传统中国艺术造极于宋，艺术表达从观照皇
室尊贵华丽，一步步过渡到更多呈现市井生活，包
括石窟佛像，及与之相配的有趣的碑文游记，都展
示了传统中国西北疆域不同时代各个阶层的物质
与精神生活。
　　拍摄石窟是个脑力活儿，更是个体力活儿。上
千尊造像，至少要选取几百尊拍摄肖像特写，还有
一大批置身于石窟中的环境肖像，如何进行创意的
构图，如何用光影营造情绪。每每在这个时候，我都
是调集全部身心，专心一处，物我两忘。拍摄进行到
一半，我的右腿突然抽筋，不能站立，马上放下装备
和相机，匍匐在地，折腾了好一会儿，才慢慢站起，
慢慢踉跄前行，继续拍摄。
　　在我眼里，这一尊尊造像都是见过风雨的老
灵魂，他们大概是心疼我这个疯狂拍摄创作的后
生，让我歇息一下，和他们聊几句彼此修行悟道
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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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读

本报记者刘巍巍、强晓玲

　　漫步古城苏州，常会在阡陌小巷中与弦
索叮咚不期而遇。驻足聆听，吴侬软语，唱词
翩跹，如小桥流水般百转千回，令人沉醉。
　　这便是被誉为“江南曲艺之花”的苏州
评弹。200 多年来，苏州评弹文化绵延不息，
宛如一位静静守护着江南文脉的灵魂歌者。

心中的烟雨

  评弹弦索叮咚，如同江南的水。

如果说评话犹如太湖般开阔澎湃，弹

词则如穿街越巷的小桥流水

　　苏州评弹是苏州评话与苏州弹词的总
称，是采用吴语徒口讲说表演的传统曲艺说
书戏剧形式。
　　苏州评弹历史悠久，清朝乾隆时期已颇
具规模，当时最著名的艺人是王周士。至嘉
庆、道光年间，崛起陈遇乾、毛菖佩、俞秀山、
陆瑞廷四大名家，咸丰、同治年间，又诞生了
马如飞、赵湘舟、王石泉三位名士。
　　苏州评弹大致分三大流派，即陈（遇乾）
调、马（如飞）调、俞（秀山）调。在悠久的历史
长河中，不断有后世评弹艺人继承这三位名
家风格，并创新发展成独具一格的新流派。其
中马调对后世影响最大，多有光大并自成一
派者，如薛（筱卿）调、沈（俭安）调、琴调（朱雪
琴在薛调基础上发展而来）等。
　　曾任江苏省曲艺家协会主席的九旬评弹
理论家周良说，如此繁衍，形成了苏州评弹流
派唱腔千姿百态的兴旺景象，历久不衰。
　　苏州评话的演出，只说不唱，用醒木一
方，通常是一个人，称“单档”；苏州弹词的演
出，则以“双档”为多，有说有唱，说唱相间。苏
州评弹讲究“说噱弹唱”。“说”指叙说；“噱”指

“放噱”，即逗人发笑；“弹”指使用三弦或琵琶
进行伴奏，既可自弹自唱，又可相互伴奏和烘
托；“唱”指演唱。其中，“说”的手段非常丰富，
有叙述，有代言，也有说明与议论，对表演技
艺有着相当高的要求。
　　已故苏州评弹名家、徐调创始人徐云
志曾在著述《评弹表演艺术杂谈》里，讲述
了这样一段体会。“在《写春联》这回书里，
祝枝山在徐子建门上写了春联之后，为了
诱使对方来寻事，便写上‘古吴祝允明题’
六个字。我念‘古吴’两字时，因为这是角色
的读白，所以起祝枝山的角色，右手举起，
作执笔状。紧接着说出‘就是苏州’，因为苏
州是衬白，所以就跳出角色，手也放下。再
下来唱‘祝允明题’四个字，因为这又是角
色的读白，所以又恢复角色状态和写字手
势。仅仅十个字，换了三次表情、手势和语
言。”评弹对表演者艺术要求之高、之细、之
精，可见一斑。
　　苏州评弹发源于苏州，流行于苏浙沪一
带，因方言的局限，曾一度“南抵嘉兴，北达武
进，以此一小小地域为限”。而这“小小地域”，
恰是吴语区和江南的核心地带。
　　苏州评弹说唱的内容，既有金戈铁马
的历史演义和叱咤风云的侠义豪杰，也有
儿女情长的传奇小说和家长里短的民间故
事，雅俗共赏，受众遍及士农工商乃至贩夫
走卒。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唐力行认为，苏州评
弹脱胎于江南文化，其构筑的文化体系正是
人们心中的江南模样。“评弹弦索叮咚，如同
江南的水。如果说评话犹如太湖般开阔澎湃，
弹词则如穿街越巷的小桥流水。”

齿间的春秋

　　而今在苏州，仅村、社区内就分布

着大大小小一百五六十家书场，年演

出场次稳定在五六千场之间

　　身着过膝长裙、脚踏尖头皮鞋，利落的中
短发、圆润的脸庞、甜软的音色……记者眼前
的苏州黄埭剧团团长陈晓芸，是个典型的江
南女子。
　　出生于上世纪 70 年代的陈晓芸，并非
专业评弹演员，凭着一腔热爱，她与镇上十几
位老姐妹多年如一日，利用业余时间，学评
弹、练评弹、演评弹，成为当地一道流动的文
化风景线。
　　“小时候，常伴好婆听说书（苏州方言称
外婆为好婆，称听评弹为听书），每到冬季，外
面飘着零星的雪花，老屋内的旧收音机里，断
断续续流淌出评弹的旋律。”陈晓芸说，岁月
静好，如此便心满意足。
　　位于相城区的黄埭镇，是历史上有名的
书码头，最兴旺时古镇上有 9 爿书场，苏州
评弹界的名家相继到黄埭演出，如蒋月泉、严
雪亭、徐云志、黄异庵等。当时评弹界流传着
一个说法：“说书跑码头，能过黄埭关，算是有
本事。”
　　陈晓芸说，黄埭剧团的姐妹们经历不
同、职业不同、性格不同，但对评弹艺术的
执着是相同的。“为练评弹，有的姐妹错失
了公司的生意。”而她自己因病服药影响，
导致记忆力严重衰退，要把评弹唱词背得
行云流水，往往要比常人多付出几倍的艰

辛。“虽然我们是业余的，但也要高标准
要 求 自 己 ，不 能 让 黄 埭 的 评 弹 文 化 名
片，因我们而逊色。”
　　黄埭镇评弹文化浓郁。2013 年，镇文
化站组建“黄埭评弹艺术团”，团队成员 12
人，每年参加区、市等各类演出活动。镇上
的黄埭书场自 1996 年成立以来，总演出
场次超 7000 场，总听众超 50 万人次。
　　 2020 年以来，黄埭镇举办中国评弹
名家红色经典演唱会、苏沪宁青年评话新
年会书、黄埭剧团成立仪式暨群众文艺晚
会等“评弹之乡 品味黄埭”系列活动，线
上观看总人数超 150 万人次。
　　眼下，镇上的评弹公园建设如火如荼，
未来这里将崛起一座两层、拥有 200 个座
位的评弹书场，成为苏州市区最大的书场，
再现黄埭“江南第一书码头”盛景。
　　江苏省曲艺家协会主席、苏州评弹名
家盛小云说，而今在苏州，仅村、社区内就
分布着大大小小一百五六十家书场，年演
出场次稳定在五六千场之间。
　　自 2000 年开始，苏州每 3 年一届、定
期举办中国苏州评弹艺术节，成为全国范
围内规模最大、艺术水准最高、参与面最广
的评弹艺术活动之一。2021 年第八届中
国苏州评弹艺术节上，来自全国的 14 家
评弹演出团体共聚一堂，推出 19 台演出

（含两台评话专场），涵盖了 13 部新创中
篇书目、40 余个中长篇书目选回和新编短
篇、8 部优秀长篇传承书目选回。
　　常熟市辛庄镇合泰村有着“江南第一
评弹村”之称，评弹文化深深融入这座村
庄的“血脉”，成为村民们的一种生活方
式。在这里，上至耄耋老人，下至七八岁孩
童，听评弹、学评弹、唱评弹，乐此不疲。
　　 78 岁的村民刘建平是评弹“深度发
烧友”，他说，“每天早上必须唱上一段，人
精神，一整天都能保持心情舒畅”。耳濡目
染下，家里的晚辈们亦对评弹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甚至影响了一生的走向。刘建平
的儿子刘雪平如今是常熟评弹团团长，侄
孙女陈馨怡是苏州市吴中区评弹团优秀
青年演员。

失落的辉煌

　　吴方言是评弹的土壤，如今方

言流失严重，这是评弹式微的主要

原因之一

　　 2022 年的第一天，一场传统、庄严的
拜师仪式在苏州举行。刚获得“江苏省文艺
大奖·曲艺奖”新人奖的刘子叶拜入苏州评
弹名家袁小良、王瑾门下。
　　仪式现场，袁小良、王瑾端坐椅子
上，刘子叶向两位师父献花、敬茶、鞠躬，
之后两位师父向弟子回礼：一把琵琶、一
袭旗袍、一把扇子以及袁小良、王瑾多年
演出积累的剧本、唱片。“琵琶、旗袍和扇
子是女演员在书台上最重要的道具，剧
本、唱片则是评弹人多年的心血，寄托着
我们对刘子叶的厚望。”袁小良说。
　　刘 子 叶 从 苏 州 评 弹 学 校 毕 业 1 3

年，具有一定的舞台经验，之前曾拜著
名苏州评弹演员、作家潘祖强为师。“评
弹 界 有 个 优 良 传 统 ，就 是 没 有 门 户 之
见。”袁小良表示，希望刘子叶能博采众
家 之 长 ，传 承 创 新 ，形 成 自 己 的 演 出
风格。
　　这样的拜师仪式，是苏州评弹薪火相
传的缩影之一。然而，隆重的仪式背后，难
掩评弹文化失落的无奈。
　　 2006 年，苏州评弹入选第一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增项目名录。项目简
介中写道，苏州评弹听众锐减，书场萎缩，
艺人大量流失，生存发展面临危机，亟待抢
救和扶持。
　　与许多传统艺术形式一样，苏州评弹
同样面临传承危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苏州评弹代表
性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金丽生说，作为地
方曲艺，吴方言是评弹的土壤，如今方言流
失严重，甚至不少苏州本地人都听不懂吴
侬软语，这是评弹式微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方言普遍式微的大背景下，年轻群
体对原生方言的认同和感情同样大不如
前。记者在一个冬日午后来到黄埭书场，
当天上演曲目是吴江评弹团演员刘永耀
带来的《狸猫换太子》，三四十名听众中，
以老年人居多。书场管理员韩顺国说，“我
在这里工作四年多了，听众多的时候一百
多人，最少时只有二十几位，平均年龄七
十多岁。现在进书场的大部分都是中老年
人，甚至有老人听着听着，就再也见不到
了。”
　　随着电影电视、手机游戏、短视频等
娱乐方式的出现，苏州评弹对年轻受众
的吸引力持续下降，市场空间被进一步
挤压。苏州评弹学校校长孙惕说，年轻
人往往只是听个新鲜，很难成为苏州评
弹的“铁粉”，艺术是对当地人生活方式
和生活理念的诠释，当生活环境发生变
化，即便再原生态的非遗，都必须找到
契合当前社会的发展路径，才能不被时
代所淘汰。
　　评弹人才供应不足，长篇剧目逐渐流
失，同样触目惊心。苏州评弹学校每届仅招
收 50 至 70 人，这些学生毕业后从事评弹
演出的仅 10 人左右。多位苏州评弹青年
演员告诉记者，评弹艺人工作条件艰苦，收
入不稳定。在未成“响档”前，到乡村“跑码
头”是家常便饭。
　　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苏州评弹代
表性传承人王鹰说，以长篇为主是评弹
发展了几百年的艺术规律。历代名家在
长篇书目中锤炼唱腔、塑造人物，形成
了自己的风格和流派。“而现在有的苏
州评弹演员只能唱几个小段。”她坦言，
现实条件摆在面前，演员要演出、要生
存，而静下心来学习、记忆、领悟，需要
大量时间。金丽生认为，如今在评选各
类 奖 项 时 ，苏 州 评 弹 往 往 以 中 短 篇 为
主，演员的侧重也从长篇转移到了中短
篇上。“尽管获奖对演员评级、成名是一
条捷径，但长此以往，面临着长篇书目
失传的危险。”

复兴的渴望

　　守正，不是墨守成规，而是遵循评

弹艺术的特征和规律。创新，不是颠覆

传统，而是对“旧”的突破和超越

　　如何传承保护好苏州评弹，守护人们心中
的江南文脉？一系列创新探索已经在路上。
　　很多观众对 2019 年的热播剧《都挺好》
记忆犹新，其亮点之一便是采用苏州评弹作
为配乐，并原汁原味地植入了苏州评弹的唱
腔、唱词。比如该剧片头音乐采用苏州评弹
传统乐器三弦、琵琶合奏，配以苏州画家谢
友苏根据剧情创作的工笔画画面，展现出浓
郁的地域特色和生活气息。穿插剧中的苏州
评弹曲目《白蛇传·赏中秋》《三国演义·单刀
赴会》《长生殿·宫怨》等，在剧情衔接、丰富
画面、刻画人物、提供线索等方面起到重要
作用。
　　随着《都挺好》的走红，苏州评弹也登上热
搜，进入全国观众视野。苏州一家老字号餐厅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都挺好》播出后，到他们
餐厅一边欣赏苏州评弹一边用餐的客人多了
起来。“很多外地游客虽然听不懂苏州话，但他
们说苏州评弹的调调很美。”
　　孙惕认为，苏州评弹借助《都挺好》走红
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我们要善于运用现
代传播手段培养听众。”孙惕说，正宗吴语说
唱的苏州评弹，对于想要体验和感受苏州本
土文化的外地观众以及想要追溯和回味本
土传统文化的本地观众来说，都是最难得的
原生艺术形式。
　　 2021 年春节前夕，上海评弹团青年演
员陆锦花在网络平台发布原创评弹《今年过
年不回家》，视频中的她身穿红裙，怀抱琵
琶，用吴侬软语将国家号召唱出了温度，受
到网民关注，短短一天点击量便达几十万。
陆锦花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希望做一个‘网
红’，带着评弹‘出圈’。”
　　运用短视频等新媒体复兴传统曲艺，是助
力非遗传承的重要手段。2020 年 5 月，苏州市
评弹团举办“姑苏八点半 遥看珠玉盘”———

“小字辈”苏州弹词流派演唱会，首次采用网络
直播形式，短短两小时就吸引了 16 万多人在
线观看。苏州市评弹团青年评弹演员袁佳颖
说，通过网络直播演出，打破地域和群体边界，
扩大了苏州评弹的受众面。目前，苏州评弹团
已在抖音开设账号，除播放一些经典书目外，
直播渐成常态。
　　苏州市民陈嘉楠是一名“00 后”，一次
偶然机会，她跟着外婆走进苏州市姑苏区白
洋湾街道路南社区运河书场后，便成为苏州
评弹的粉丝。陈嘉楠说，在她印象中，评弹一
般都古老、难懂，听众多为老年人。而如今的
创新评弹，更加贴近生活，融入了年轻人喜
欢的潮流元素，比如有一支评弹，结合了垃
圾分类绕口令，让她觉得很新奇，一下子就
被吸引住了。
　　保护和传承苏州评弹，提升创新力、打
造精品书目必不可少。多位专家建议，推动
苏州评弹书目创新，要引导内容接近生活，
提升年轻人的代入感，吸引他们关注评弹、
喜欢评弹。可以创作一批具有苏州人文特色
的节目，如“运河十景”“金鸡起舞”“水八仙”
等，用苏州评弹唱响苏州的美景美食。
　　苏州市曲艺家协会秘书长陶春敏认为，
苏州评弹传承发展需守正创新，要重视长篇
书目。长篇书目内容丰富、人物众多，说书人
集编、导、演于一身。一旦掌握这些技巧，更
换书目或者演出中篇、短篇时就会驾轻就
熟。“守正，不是墨守成规，而是遵循评弹艺
术的特征和规律。创新，不是颠覆传统，而是
对‘旧’的突破和超越。”
　　黄埭书场售票台前，两枚硬币、一袋茶
包、一张粉红色的票根，诉说着这座城对传
统文化的坚守。

▲图为黄埭评弹演员在演出。   受访者供图

  “评弹弦索叮咚，如同江南的水。如果说评话犹如太湖般开阔澎湃，

弹词则如穿街越巷的小桥流水”

  苏州评弹发源于苏州，流行于苏浙沪一带，因方言的局限，曾一度

“南抵嘉兴，北达武进，以此一小小地域为限”。而这“小小地域”，恰是吴

语区和江南的核心地带

　　苏州评弹既有金戈铁马的历史演义和叱咤风云的侠义豪杰，也有

儿女情长的传奇小说和家长里短的民间故事，雅俗共赏，受众遍及士

农工商乃至贩夫走卒

  漫步苏州，驻足聆听，吴侬软语，唱词翩跹，如小桥流水般百转千

回，令人沉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