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沾化渔鼓戏缘何六获国家艺术基金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张宝凯 徐志强 通讯员 贾海宁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郭向春报道）
近日，滨州市吴式芬金石文化研究会
成立大会在滨化集团举行。

大会通报了研究会筹备情况，表决
通过了《滨州市吴式芬金石文化研究会
章程（草案）》《滨州市吴式芬金石文化研
究会选举办法（草案）》，选举产生了第一
届理事会成员。

据介绍，研究会将适时举办吴式芬
金石文化研讨会、国际篆刻艺术大展及
金石文化展等活动，打造金石文化研究、
交流平台，为进一步促进滨州文化艺术
事业繁荣兴盛、助力更高水平富强滨州
建设贡献力量。研究会的成立对于进一
步挖掘和丰富滨州历史文化内涵具有重
要意义。

滨州市吴式芬
金石文化
研究会成立

目前，全市共有10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2项在惠
民：胡集书会和惠民泥塑。每年，
二者的隆重出场都在春节后，一
个是元宵节前，一个是农历二月
二。

今年，以这两项国家级非遗
为主打，惠民县“非遗月”系列活
动丰富多彩，天南地北游客慕名
参与，让惠民成为主流媒体聚焦
的文化高地。整体来看，今年“非
遗月”期间，线上线下相结合，20
余场次活动精彩不断，场地城乡
分布均衡，尤其是非遗项目的集
中亮相，起到了造氛围、添年味、
带消费的好效果。

“中国曲艺之乡”花
落胡集，“胡集书会+”的
文化链条在延长

时隔三年，胡集书会强势回
归线下。对此，群众渴盼已久。

今年书会不同于往年，中国
曲艺牡丹奖艺术团来了，辽宁省
鞍山曲艺家协会、河南省舞阳县
戏剧曲艺家协会等远方客人又到
了 。 书 会 新 添 了 一 个“ 国 字
号”——中国曲协领导为惠民县
授牌“中国曲艺之乡”。此外，“孙
武不夜城”文旅项目在此期间签
约。

线下线上融合，极大地扩充
了胡集书会的“体量”——本届书
会共精选150余部优秀曲艺作品，
由广东、内蒙古、辽宁、吉林、河
南、河北等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
42家文化单位推荐，其中107个
优秀曲艺节目参加中心舞台展演
和小书场曲艺节目展演活动，51
部优秀曲艺作品参加网络展播活
动，浏览量突破8000万。

让戏迷惊喜的是，书会的文
化链条延长了——胡集镇此前建
成了曲艺文化公园并投用。公园
建成后各类文化活动不断，周边
群众来此休闲娱乐，结合“政府买
单、送书下乡”“消夏书场”“新时
代文明实践曲艺作品展演”等活
动，满足了群众日常听书需求。

今年，如此“胡集书会+”的实
践还有很多，如新增“赶黄河大
集”暨“山东手造 惠民名品”展销
会、“听曲艺 赶大集 话文明”集中
性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卯兔
迎春闹元宵 曲艺同心逛书会”活
动、“我眼中的胡集书会”摄影活
动等。

跳出来看，书会还融入了基
层党建、理论宣讲、文明实践、统
战、文旅等多要素。如在“胡集书
会+文明实践”层面，有一支特殊
的队伍引人注目——成员达百余
人的“胡集书会”传承保护志愿服

务队伍。其中，艺人们鼓曲联唱、
颂扬惠民，日常还担任中小学曲
艺老师。在他们的带领下，孩子
们传唱家风家训、长征等故事，礼
赞家乡。

据悉，胡集镇申报了“胡集书
会传习中心”项目，计划建设演艺
大厅、书会剧场等设施，当地还将
推进完成曲艺文化公园、非遗展
厅升级改造；以曲艺大厦、曲艺佳
苑、曲艺文化公园为支点，规划建
设集曲艺交流、曲艺体验、曲艺创
作、曲艺产业、曲艺研学于一体的
综合性特色旅游文化基地，擦亮
胡集书会文化品牌。

“非遗进城”受热捧，
一场直播近30万人观看

如果说胡集书会是市民“下
乡探宝”，那么各村民艺汇聚县城
就是“非遗进城”。

元宵佳节，在孙武广场，惠民
县2023年民间秧歌进城演出活动
热闹开场。惠民县各乡镇13支秧
歌队伍齐亮相，鼓子秧歌、舞龙秧
歌、彩扇秧歌、腰鼓秧歌、旱船表
演等轮番上阵，现场人头攒动，3
万余观众大呼过瘾。春节期间，
村村扭秧歌，处处锣鼓响，是惠民
百姓传统。当地元宵节民间秧歌
进城演出活动已延续近20年。

2月5日，惠民县非遗好品展
销活动热闹非凡。惠民15个代表
性非遗项目亮相——传统泥塑、
木版年画、莲花灯、杜桥豆腐皮、
魏集驴肉、手扎灯笼等展品琳琅
满目。因为当天恰逢周日，全家
出游的多，他们满载着能吃能看

能玩的文化年货回家。
2月19日至2月21日，首届

中国·滨州传统工艺大会在惠民
举行。来自全省的60多个非遗项
目传承人携带百余种、近千件非遗
作品同台亮相，涵盖了美术绘制、织
造印染、雕刻工艺、编织扎制、烧制
锻造、漆器绘制、文房四宝、美食消
费八大门类。城市伴手礼、品味手
造、研学手造、竞技手造、巅峰手造、
玩转手造、影像手造等新鲜词汇，让
群众惊叹——“土玩意也时尚，手
艺人也能上讲台”！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活动由
人民日报视界、山东公共文化云、
滨州市文化馆、惠民融媒四级平
台联动直播，浏览人次近30万。

走向精细时尚，惠民
泥塑主要市场在线上

在火把李庙会上，今年惠民
泥塑销售最大的特点，是卖得好、
卖得快甚至不够卖。

面对案上稀疏的泥塑，艺人
杜增香连连对顾客说抱歉，“卖光
了，卖光了”。此前两天，她成为
首届中国·滨州传统工艺大会最
火的展销商，那些小巧可爱的作
品备受欢迎。这导致她要一趟趟
回家翻箱子，将存货都拿出来。
面对密集的网络订单和现场选
购，杜增香心中有了生意经：“越
小越好卖”。

艺人张凯的作品销售得也很
火爆。对他的作品，山东省民俗
学会副会长、山东工艺美院教授
张从军说：“越来越漂亮了！你看
眉眼开得多好，笔画和色彩越来

越精细，耐看耐琢磨。”
或许，在很多人眼里，惠民泥

塑变得时尚精细，就不是原生态
了。可在张从军看来，“这就对
了”！“我有个观点：民俗不是‘傻
大粗笨’。不是那些简陋甚至丑
陋的才是有价值的原生态。艺人
们随着市场需求变化提升手艺的
精细度、题材的广泛性，才能有更
大更广阔的市场。再说，老百姓
才不会区分啥是原生态。固守原
生态，不是艺人自带的观点，而是
某些专家的偏见。老百姓赶大集
买筐子，也是拣着漂亮又结实的
筐子买嘛！”

值得注意的是，杜增香等人
坦言：泥塑销售早已走出庙会这
个唯一舞台了，电商已成为主要
销售途径。泥塑已不是农闲副业
了，成为很多艺人正儿八经的职
业了。从现场的火爆程度可以推
断，不少优秀艺人全家上阵做泥
塑，近些年靠着手艺发家致富了。

在庙会之外，泥塑进校园正
在当地如火如荼开展。泥塑研
学、泥塑社团、泥塑课堂深受孩子
们欢迎。其中优秀代表，被老师
们带到二月二火把李庙会上现场
展示制作技艺，成为摄影师喜爱
的拍摄对象。

下一步，以本次非遗系列活
动为契机，惠民县将持续推进各
项非遗保护传承工作，重点开展
省级孙子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创
建活动，推动全县非遗整体性、系
统性保护和优秀非遗项目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

两个两个““国字号国字号””加持加持，，2020余场活动给力余场活动给力，，文化高地风采尽显文化高地风采尽显

惠民惠民20232023年年““非遗月非遗月””精彩落幕精彩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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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游北海公园（新韵）

韩淑静
日落湖山远，浮云蔽赭红。
游人消影迹，归鸟闹林丛。
孤傲霓虹冷，迷离夜色浓。
柔温宜款步，恰似浅春中。

秦皇河探秋
李红云

秋来纤雨亦如酥，穗出青丛辨荻芦。
霜冷可叹金菊艳，藕香莫惜碧荷枯。
笑嗔花草遮幽径，隐借蒹葭拍野凫。
移步高桥看不足，一河收纳半城图。

春到西沙河（新韵）

钱杰
秦时烽火宋朝波，百姓从来苦战戈。
盛世江河皆笑语，故园巷陌尽欢歌。
两堤翠柳拂春水，一树清辉映碧荷。
乐看词林花竞放，诗翁纵笔走龙蛇。

秦皇河有感
权广庆

十里秦皇接洛河, 游人络绎赛穿梭。
百花朵朵招蜂舞，双棹摇摇奏美歌。
戏水红鳞青荷罩，翱翔白雁玉天婆。
古州巨变添新景，巧把苏杭鲁北挪。

赞中海景区保洁员(新韵)

苏煜
上元灯亮映湖宽，遥望工人忙不闲。
脚踩厢车清路径，手持扫把理沙滩。
辛劳换取景区美，汗水赢来游客欢。
岗位平凡勤努力，保洁环境利民安。

蒲湖观景（新韵）

李新峰
斯园数秩记流年，胜景引来亦乐然。
湖水天垂蓝似盖，云纱絮作素如烟。
柳拂涌浪浪邀月，荷立泛红红染湾。
翠鸟蒲摇晓风雨，青蛙鸣叫起波澜。

田园游（新韵）

马景田
梓里中秋画意浓，天高云去展飞鸿。
东塘鱼跃陪堤柳，西廓竹摇伴水风。
坐品珍奇梨枣脆，行吟随影稻粱丰。
多情野趣迷来客，自驾乡游正火红。

正月十二开始的胡集书会让观众体验到民间曲艺盛会的魅力。

发祥于中国冬枣之乡的沾化
渔鼓戏，至今已有300年的历史。
这个曾一度仅有几名老艺人传唱
的剧种，名不见经传，如今多项殊
荣加身，跻身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今年伊始再传捷报，渔鼓
戏剧目《图啥》荣获国家级奖项
——入选国家艺术基金项目。一
路走来，渔鼓戏匠人深耕不悔，保
护传承，深挖创新，让渔鼓戏成为
名副其实的文化瑰宝，成了与冬
枣齐名的地域特色名牌。

3月6日，记者走进渔鼓戏之
乡，探究渔鼓戏成名背后的发展
历程和初心坚守。

沾化渔鼓戏起源于1723年，
是沾化富国胡家营村老艺人们独
创的剧种。沾化渔鼓戏集渔鼓
（道情）、地方歌舞、武术和渔民号
子于一身，吸纳弋阳腔和其他剧
种之优长，经历代艺人的加工、提
炼和创作，使其演化为一个以板
腔变化为音乐体制的传统剧种。
其唱腔旋律以高亢、古朴、明快、
跳荡见长，句式结构以板腔“三句
一扣”为标志，加之结合当地船号
形成的“一人唱众人合、领合呼
应”的演唱形式，艺术特色别具一
格。

为保护传承好这一传统戏
种，2005年，沾化文化部门组织抢
救挖掘。2006年7月，成立沾化
渔鼓戏剧团，著名吕剧表演艺术
家李岱江弟子王春贞担任团长。
自此，渔鼓戏正式从“民间小调”
走上“康庄大道”，为后期跻身名
戏曲行列奠定了坚实基础。

2006年，沾化渔鼓戏被列入
山东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2008年6月，沾化渔鼓戏被
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项目。

2012年11月，根据国家专业艺术
院团体制改革精神，沾化渔鼓戏
剧团整建制转为沾化区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是国家公
益一类事业单位，使渔鼓戏得到
了全面保护和传承，为剧团注入
活力，让渔鼓戏焕发了生机。

提到渔鼓戏，就不得不说沾
化渔鼓戏剧团团长王春贞。

1984年，王春贞被选拔进入
当时的沾化县剧团。勤学好问的
王春贞把握机会苦学勤练，得到
剧团名师点拨教导，从一线演员
干起逐步成长为剧团骨干，把青
春奉献给了心爱的戏曲事业。
2005年，王春贞被推选为剧团团
长。受制于各种因素，当时剧团
几近瘫痪，工资都发不出来。为
转变现状，王春贞带领大家采取
了一系列自救措施，在抓戏曲的
同时开始向综合性演艺团体转
变。慢慢地，剧团经营有了起色，
但这并不是王春贞的初衷。

“小剧团要想有‘高质量舞台’，
真正对手不在兄弟县城，而是大
舞台上的专业精英。小剧团没点
独特的东西，再热闹也只是‘窝里
横’。”在王春贞看来，“独特的东
西”，就是品牌。而打造一个戏曲
品牌，谈何容易！

就在为剧团前途冥思苦想、
愁眉紧锁的时候，滨州戏曲音乐
家王永昌的一句话点醒了王春
贞。“沾化渔鼓戏就是宝贝啊，你
们咋不做呢？！”

王春贞会同多名滨州戏剧专
家赶到渔鼓戏发祥地沾化区胡家
营村，与四位老艺人同吃同住一
个多月，整理挖掘出了老艺人所
能记起的《二度》《三度》《蓝关》
《出家》《西游》《魏征斩小白龙》
《高老庄》等多个剧目，为渔鼓戏
后期发展建立起了原始的珍贵资
料档案。其间，挖掘整理的大量
原始唱腔，以及口述笔记等资料，
为挖掘、整理和研究这一稀有剧

种奠定了坚实基础。
沾化渔鼓戏剧团创作的《图

啥》《审衙役》《打板桥》《墙角》《老
邪上任》等剧目连续七届荣获“中
国戏剧奖·小戏小品奖”一等奖；
自2015年以来，渔鼓戏新编剧目
《墙角》《打板桥》《村里有个烂筐
子》《追龙缸》《老邪上任》《图啥》
分别入选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
目，累计获得资金110万元。在全
国所有县区中，沾化荣获国家级
艺术基金项目数量位列第一，成
为滨州市乃至全省的一张亮丽文
化名片。2019年5月，渔鼓戏《老
邪上任》荣获第十八届中国文化
艺术政府奖——群星奖。这是自
戏剧类评奖改革以来，山东省第
一次荣获该项奖项，填补了山东
省在全国“群星奖”上的空白。

2022年6月，渔鼓戏《村里有
个烂筐子》入选由文化和旅游部
艺术司主办的2022年首届黄河
流域戏曲演出季，受到省内外专
家评委高度评价。2022年11月，
渔鼓戏电影《枣乡喜事》接连入选
第五届中国农民电影节、第五届
中国戏曲电影展，斩获“中央宣传
部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推荐影
片”“2022年乡村振兴主题电影推
荐影片”“优秀戏曲电影”三项殊荣。

“找准创作思路，紧扣时代特
点，结合地方特色，打造戏曲精
品。”在谈到今后渔鼓戏的发展
时，王春贞信心满满：“要树牢‘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

‘要出就出精品’的原则，贴近生
活，服务群众，守正创新，创作出
更多契合群众生活又符合新时代
主旋律的渔鼓戏新编剧目、渔鼓
戏电影等文艺精品力作，为文化
赋能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