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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新闻深阅读 让生活慢下来

历经千帆竞渡，
传承川剧艺术

■张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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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的一些老茶馆，我们时常会遇到川剧爱
好者聚会，有时切磋，有时演唱。他们大多年近古
趣的材料，为广大读者展现了玩友视野中的川剧，
稀，来自各行各业，却对川剧有着共同的爱好。人
为广大川剧爱好者搭建了交流的平台，同时也为文
们亲切地称呼他们为川剧玩友。川剧流行于我国
化工作者、研究者提供了一份客观、真实、丰富的材
西南地区，是融合了高腔、昆曲、胡琴(即皮黄)、弹戏
料。在多元文化交流互鉴的当代，我们如何传承中
(即梆子)和四川民间灯戏等声腔艺术而形成的传统
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文艺如何完成“举旗
剧种，曾是西南地区盛行一时的文化娱乐方式。到
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通过
了 20 世纪末期，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物质、文化生活
阅读本书，
读者或多或少能够从中获得一些启示。
的不断丰富，川剧逐渐被冷落，进入新世纪以来更
本书由重庆市原副市长、重庆市政协原副主席
是成为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窦瑞华任编委会主任，
著名剧作家曾祥明主笔，
分为
然而，执着的川剧老玩友却用一生的时间与热
“故事篇”
“组织篇”
“名录篇”三个部分。
“故事篇”汇
情，唱着川剧，爱着川剧，传承着川剧。川剧玩友自
聚了一群川剧玩友的故事，有昔日烽烟里川军将领
川剧始兴而兴，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顽强的生命
对川剧痴迷的传奇轶事，有艰难岁月中普通人坚守
◀《重庆川剧
力。玩友们最热衷的玩法是“打玩友”，即以茶馆座
的艺术挚爱，有玩友守着川剧的清冷呵护胸口的热
玩 友》，曾 祥
唱为主，以鼓、锣、钹、川胡、唢呐等为乐器，自吹、自
爱，有学者、艺术家于川剧中寻求精神的净土，有大
明/主 编 ，定
打、自唱，演绎川剧片段。玩友们以玩交心、以戏会
学生从头学起触摸这一项传统的艺术……这些逸闻
价：
78.00 元
友，自娱自乐。川剧玩友群体中，既有社会各界知
趣事，
为读者展开了川剧艺术爱好者的世界，
具有可
名人士，也有普通的市民百姓。他们是川剧艺术生
读性和趣味性；
“组织篇”反映了重庆川剧事业的发
来饶有兴味。
存繁衍的厚土，也是川剧从业人员的盟友。
展历程；
“名录篇”
记录了热心于重庆川剧事业、推动
也有不少文章反映了玩友们对川剧的毕生热
在年初的一个寒冷的日子，这些可亲可敬的老
重庆川剧事业蒸蒸日上的优秀艺术家及业内人士。
爱之情，例如铜梁非物质文化遗产川剧项目传承人
玩友们从重庆市各区县汇聚于重庆市川剧院。他
《重庆川剧玩友》文字隽永，故事生动，可以唤
周茂全：
们不辞辛劳，甚至早上五六点就坐车出发，晚上还
醒读者对川剧艺术的认知，唤起读者走进川剧艺术
2016 年 7 月前后，他被确诊为肺癌晚期，但他
要坐车回去，为的正是见证由川剧玩友集体撰写的
去触摸它的冲动。典雅的装帧设计，精美的印制，
依然带病参加了 9 月 8 日上午的川剧协会成立大
《重庆川剧玩友》的诞生。
使本书成为一本雅俗共赏的精彩读本，相信它一定
会。他老伴和儿子搀扶着他走路，每上一层楼，就
这本书究竟有何魔力，能够吸引众多老玩友远
会在优秀文化传承中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
让他在楼层平台上坐几分钟，再往上一层楼走，这
道而来？我们且来读读里面的生动有趣的故事：
样歇歇走走，走走歇歇，终于到了会场——区文化
此时，只听到台下一排座位上的一位头儿光
光、银髯垂胸、身穿长衫、手拄拐杖的老者低声说： 馆六楼多功能厅。
《民法典让青少年有
“力量”
》
是什么让他们如此坚持？或许如窦瑞华所言：
“不能说话，还能唱吗？”老者说得轻，但张松樵听得
张力/主编 定价：
28.60 元
明——尤其是他拐棍触地、一字一下的四响，听得 “川剧伴我一生，收益一生，快乐一生。”正因这份简
《外国现代设计史》
单的快乐，只有 5 名正式职工的涪陵区戏曲艺术中
更是清楚。张松樵进场后，吩咐徒弟到严胡子的
钱凤根、
陈佳莉/编著 定价：
68.00 元
心，却排演出有 60 多位演职人员的大型神话剧《夏
“老四川”牛肉摊去买灯影牛肉、牦牛肉、白味肚“三
《雪女阿依莎》
（全 4 册）
天官与蔡龙王》。他们不为钱财，不为参赛，就为了
绝”下酒菜，并草草卸妆，急忙穿衣，快步至戏园大
于爱全/著 定价：
38.00 元（每册）
涪陵有川剧。编剧、导演、音乐设计、舞蹈设计、剧中
门口伫立等待戏毕。观众散场殆尽时，白胡子老者
《中小学红色思政课精品课例集》
龟丞相的扮演者孙宗燊说，
自从涪陵川剧团 1989 年
走着“慢台步”来了。张松樵施礼拦驾：
“ 请老先生
户邑/主编 定价：
39.00 元
赐教！”老者随口就唱：
“ 昏沉沉倒椅上心如刀刮。” 被撤销，涪陵川剧就偃旗息鼓了。可这些川剧老演
《国学启蒙经典·三字经》
定价：
19.00 元
员，
为着自己挚爱的川剧，
依然坚持着自己的梦想。
张松樵连连拱手致谢：
“承教，承教！”又恭请老先生
《国学启蒙经典·弟子规》
定价：
19.00 元
《重庆川剧玩友》记录下来的点点滴滴，体现了
一同喝单碗……从此后，
“泼客”变成了张松樵的戏
《国学启蒙经典·千字文》
定价：
19.00 元
重庆市川剧玩友对川剧的毕生热爱。它是重庆市
迷，每戏必看，看后必然喝酒饮茶聊戏谈艺。
《国学启蒙经典·声律启蒙》
定价：
30.00 元
（或许也是全国）第一本专门记录川剧玩友的图书，
短短一段文字，便生动地记叙了两位川剧玩友
《国学启蒙经典·论语选读》
定价：
25.00 元
将重庆川剧玩友的逸闻趣事集结成册，使读者能够
因川剧而相识、相知的过程，也速写出旧时四川茶
《国学启蒙经典·诗经选读》
定价：
25.00 元
更好地了解川剧在民间的传播情况。它用真实有
馆里的生活场景，从而被赋予浓厚的文化意蕴，读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近期新书

川江人的命运浮雕

行，藤的断裂和卡别也让他们的生命显得脆弱，经
不住风，扛不住浪，一瞬间，人会像浪花，迅速被卷
走，成为一个泡沫，甚至连泡沫都没有。歌曲《纤夫
的爱》仅仅是浪漫主义的理想，实际上的纤夫生活，
——读陶灵散文集《川江词典》
■马卫
是步步生死相关。
两岸义埋的乱坟堆。旧社会的川江，流的是桡胡子
《递漂》这篇展示了长江航运的艰难。没有码头，
的血，淌的是桡胡子的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轮船只能停在江心，
物、人，
都得用小船转运，
这就是
后，人民当家作主，不断整治川江航道，川江人才真 “递漂”
，
递是传递。但递漂的船小，
江上风大浪急，
就
◀《川江词典》
正扬眉吐气，活得精神抖擞。而今有了三峡工程，
有了生命危险。电影《让子弹飞》的原著，
马识途的小
陶灵著
高峡平湖，
川江已成为旅游胜景。
说《盗官记》，
写的就是递漂翻船，
上任县长被淹死的
西南师范大学出
生命既坚强，又脆弱。苦难的生活，如果没有
事，故事就发生在忠县码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版社 2021 年 1
坚强的生命，根本没法继续，但再坚强的生命，在川
后，
沿川江建了无数码头，
递漂这职业才消失。这部
月出版
江上，都显得脆弱。因为川江太诡异，太无常。
《川
分桡胡子转岗或上岸生活，
生命才有了保证。
定价：
68.00元
江词典》努力挖掘的，就是川江人不屈不挠的斗争
川江雄壮，同时又让桡胡子们畏惧，因为人在
陶灵的新著散文集《川江词典》，最让我感动
精神，讴歌一代代川江人的顽强和牺牲，彰显川江
大自然面前，太渺小，太脆弱。
《扎雾》
《扎水》
《扎沙》
的，是写出了川江人生命的坚强和脆弱，写出了川
人的风骨，
如石如崖，
又如草如藤。
都是写川江航船的艰难，桡胡子求生不易。因为有
江人的挣扎和苦难，写出了川江人的风骨和精神。
《水摸》这篇既传奇，又写了川江人的勇敢。在
雾，轮船晚点，怀着一腔热情的陶灵等徐州来的女
谁是川江人？说大点，就是居住在川江两岸的
供氧设备极其简陋甚至没有的情况下，到川江水下
友，结果未能见面，误了一生姻缘，让人啼笑皆非。
山民、村民、市民。说小点，是靠吃川江水上饭的下
摸物，无疑是拿生命作赌注。水摸是种职业，技术
川江上航行，
“ 水大不走，水小不走”，水大浪急，易
力汉。他们是驾长、水手、领江、纤夫、绞滩工人、水
含量很高。抗战时期，为打捞沉江的物资而献出生
翻船，水小航道浅，易触滩。书中大量的例子说明，
木匠等等，统称他们为桡胡子或桡夫子。他们靠着
命的水摸，同样是可歌可泣的英雄，体现了川江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川江的航道有多凶险。扎
力气、血汗、智慧，求一碗饭吃，求一家温饱。然而，
对祖国的大爱。
水，是经常的事，尤其是夏天。
《扎沙》的沙，是指沙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
川江人的斗争动力，
最简单——让生命活下去。
石。
“ 每年秋汛后退水时，江流急剧增大，大量淤沙
无法做到吃饱穿暖，只能在生死线上挣扎。
书中有很多篇什写生命的挣扎：
《川江号子》还原
被冲刷”从而造成航行困难，不得不扎沙。
“走沙水”
吃不饱穿不暖还不可怕，可怕的是川江上还魔
了水上人生，他们的无奈、无助，和不得不顽抗地生
船翻人亡，
悲歌叠唱。
鬼众多，随时要剥夺他们的生命。滩、碛、峡、珠、
活。号子既是他们劳动的需要，
也是他们生命喘息的
陶灵连续写了三部川江的散文集，越写越好，
沱、涡流等等，常在不经意间，就让桡胡子们失去生
节点。他们唱响生命的颂歌，
也唱彻生命的悲歌。
写出了生命感悟，写出了历史沧桑，写出了川江人
命。挖煤的灰狗子“埋了没死”，川江上的桡胡子
《纤藤》真实地再现了纤夫的苦难生存状态。 的苦难与挣扎，写出了桡胡子永远的斗争和坚强的
“死了没埋”，所以才有捞“水打棒”的捞尸人，才有
一根藤和生命紧紧相连，藤的韧性让他们负重前
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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