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在今年 3月中旬，正当“千树万树
梨花开”的季节，从河南省戏剧家协会
传来喜讯，河南省稀有剧种将于当年 11
月 17日至 19日进京演出，作为国家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梁园区四平调是进京展演
的稀有剧种之一，演出的剧目确定为
《小包公》。

四平调进京，向首都观众汇报演出，
她不只是代表着一个院团的艺术水平，更
代表着商丘形象，承载着古老梁园悠久灿
烂的历史文化，是豫东大地崇尚文明尊重
艺术淳朴民风的展示，是一个地区彰显文
化自信的平台，正因此，四平调进京展演
引起了市区各级领导的高度关注。

11 月 14 日，按照市
政协副主席、梁园区委
书记陶青松“精雕细
琢、精益求精、不
负众望”的要求，
四平调在市宋城
影院进行进京
前最后一场汇
报演出，这
天，市委
常 委 、
宣 传 部
部 长 王 全
周、市政府
副 市 长 岳 爱
云、市委宣传
部副部长刘秀琴
以及市人大、市政
协分管文化艺术的
相关领导、梁园区四
大班子领导和 500 多名
戏迷观众观看演出。

演出开始前，王全周部长就这次进京
展演对梁园区领导和剧团提出要求，寄予
厚望，鼓励演员们要把这次进京展演当作
宣传商丘、推介商丘、提升商丘知名度和

美誉度的一个舞台，一丝不苟，唱响商丘
新时代的精气神！

演出结束后，刘秀琴走上舞台，给演
员们鼓劲加油，希望四平调载誉而归，为
家乡增光，为艺术添彩！

半年来，为支持四平调进京展演成
功，梁园区主要领导多次走进四平调排练
现场，从各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区委书记
陶青松三进四平调艺术研究中心，不仅给
演员以精神鼓舞，协调资金30万元，专门
用于剧团购买戏服、道具、舞台幕布等
等。在作品改进整理中，要求演职员练真
功、出精品，精雕细琢、精益求精。

梁园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光更是
挂在心上抓在手上，多次
带领宣传部、文化局相
关负责人深入四平调
艺术研究中心，看排
练，听汇报，事无
巨细关心关怀。
文化旅游局局
长陈磊跟踪服
务，做好后
勤 保 障 ，
现场解决
问题，备

战 展 演 的
力量从春天

开始，到冬天
结束，持续波

动了半年之久。
领导重视，各

方支持，汇集成一股
强大的力量，分解到

四平调每一位演员的肩
头上，拨动着全团人员的

心弦。凝心聚力排好戏，不负众望凯旋
归！这口号如同琴弦合奏，如同重锤擂
鼓，在四平调排戏大厅形成了大合唱的气
势，有板有眼，激情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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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市梁园区四平调剧团是一家悠久的艺术表演团
体。1956年，河南省举办首届戏曲观摩会演，该团邹
爱琴、王汉臣、张新魁和鼓师耿运兴合作的《陈三两爬
堂》，以质朴无华、委婉大方、简捷明快、高亢奔放的
演唱特色和精湛的表演 （伴奏） 而一举夺魁。1963年

《河南日报》以“铁脚剧团”之美誉，盛赞坚持上山下
乡，热心为基层演出的商丘市四平调剧团；并因是该剧
种的创始团队而冠以“天下第一团”之称。以《小包
公》为代表剧目的成功演出，轰动了大江以北广大区
域，乃至京都；以拜金荣、庞明珠、王风云为代表的新
一代演员，受到中央领导和人民群众的高度赞扬，一跃
进入艺术家之行列，成为又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

四平调由豫东花鼓演变而成，后经过挖掘整理，吸
收评剧、京剧、豫剧等的腔调发展而成，逐渐完善形成
其特有的唱腔及表演风格。为花鼓曲调配乐，以六棱高
胡作为领弦乐器，以梆子戏的打击乐器烘托气氛，取花
鼓戏唱腔“四平八稳”之意，形成独具地方特色，是一
种贴近百姓生活的地方剧种。

由于四平调的演变发展过程脉络清晰，有证有
据，被业内专家称之为“中国戏曲发展的缩影”，在
中国戏曲艺术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是
中国民间艺术中的一朵奇葩。2006 年 5 月 20 日，“商
丘四平调”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座无虚席的梅兰芳大剧院座无虚席的梅兰芳大剧院

献艺京城 锣鼓铿锵定乾坤2222

誉满京城 百家聚焦四平调3333

市区领导到驻地看望慰问市区领导到驻地看望慰问
演职人员演职人员梁

园
梁
园
﹃﹃
四
平
调

四
平
调
﹄﹄
一
曲
一
曲
《《
小
包
公

小
包
公
》》
轰
动
京
城

轰
动
京
城

文\

图

本
报
记
者

单
保
良

通
讯
员

艾
尔
肯
江

11月19日，首都北京西城区官园桥边，尽管还是初冬时节，燕
山脚下早已是朔风凛冽。

晚7时许，以戏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命名的梅兰芳大剧院内早已是
人头攒动，座无虚席。

戏剧盛会呈现出戏剧性的场面，这一刻，极少感受豫剧魅力的首都戏迷表现
出特别的热情和期待，今晚在梅兰芳大剧院演出的是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选送的
四平调传统剧目《小包公》。

铿锵的锣鼓响起来，热烈的掌声响起来，观众的欢呼响起来，两个小时的故
事引人入胜，两个小时的掌声经久不息，整个梅兰芳大剧院再现“一代宗师”的
艺术风采，展现出豫东小调独特的魅力。

不少首都观众竖起大拇指，称赞今晚的演出是河南省为首都人民烹制的一道
五味齐全的“地方名吃”。

不少戏剧专家表现出少有的震撼，称赞一个县区剧团的演出水平不亚于国家
级院团。

记者采访得知，这次京城献艺，成功的背后蕴含着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

商丘小剧团唱出大风采，轰动京
城文艺界，引发专家关注，媒体关
注，当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转播演
出盛况。《中国报道》记者陈卫明在20
日发表的题为 《商丘四平调“小包
公”闪亮登场北京城》一文中称：河
南省商丘市梁园区四平调艺术研究中
心的演员们为北京观众献上了一曲美
轮美奂的“精神大餐”。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专家们
对《小包公》的褒奖可以说是“集中
轰炸”！

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河南豫
剧院院长、河南稀有剧种进京展演的
策划者李树建说：“今天我百感交集、
思绪万千，最感动，最激动的一天。商
丘市梁园区四平调《小包公》，小剧团
演出了大剧团的气势和风范。观众的热
情一浪高过一浪，受到了北京的专家、
各级领导以及首都观众的热烈欢迎和交
口称赞。此次展演就是贯彻落实十九大
精神的一次实践行动，我们将继续推出
一批讴歌祖国、讴歌党、讴歌人民、
讴歌新时代的优秀作品。”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剧研究所副研
究员李小菊说：“河南省李树建戏曲艺
术中心做了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情，
使我们基层剧团有机会将自己稀有剧
种的风采呈现在首都观众的面前。今
天晚上演出的四平调《小包公》特别
精彩，女包公一上场，就特别吸引观
众。这个戏用一些历史典故讲劝学、
向善的道理，内容和风格完美结合，
把我们中原文化劝善向善的主题娓娓

道来，特别好！这部戏非常精彩，有
国家一流剧团的演出水平。”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剧研究所副所
长孔培培说：“祝贺河南稀有剧种北京
展演成功，轰动京城。北京观众见多
识广，楼上楼下座无虚席，这是非常
难得的。四平调《小包公》剧本写得
非常好，非常接地气，让我们眼前一
亮，做到了推新人，推好演员。服装
的制作和舞美也非常精美，看得出，
他们做了很大的投入，让我们看到了
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剧研究所副研
究员李志远说：“这个戏很好，可以从
观众热情反应中得到体现，北京的观
众比较包容，但是报以这么多的掌
声，应该是你们没有想到的效果。这
个戏的音乐设计、人物塑造、行当齐
全，完全可以把院团定位抬高，升至
省级院团。”

著名戏剧评论家、河南省文化艺
术研究院研究员刘景亮说：“《小包
公》是四平调的经典，这个剧目非常
精致，众多的人物性格都很生动，每
一个演员在演出过程中都很负责任，
因此观众发出阵阵的笑声，这就是对
经典的维护。”

著名戏剧评论家、河南省文化艺
术研究院原副院长谭静波说：“四平调
《小包公》从舞台呈现和演出效果来
看，剧团不像小团，更有大团风范。
演员的阵容整齐，每个行当都演得非
常到位，非常出彩。我们要珍惜和开
掘传统戏曲的瑰宝，让优秀传统戏曲
永远活在民间。”

梁园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光表
示，梁园区文化宣传部门将以这次河南
稀有剧种进京展演为契机，以学习贯彻
十九大精神为统领，强力推进文化事业
健康发展，着力在培养人才、创作精品
上下功夫。下一步，我们认真按照各位
专家提出来的好建议，进一步提升院团
业务水平，把四平调打造成宣传政策、
引领潮流、文化惠民的生力军。

从确定进京展演的那一天开始，
梁园区四平调艺术研究中心就失去了
往日的平静。

演出了千万场次的四平调传统剧
目《小包公》讲述了早年丧母的小包
拯，受尽尖酸刻薄的二嫂的虐待，幸
得善良贤惠的大嫂的关怀和鼓励，发
奋读书，进京赶考，一路上历尽艰辛
到达京城，不料染病卧床不起，耽误
考期，流落大街卖诗为生，幸遇丞相
王延龄慧眼识才，经王丞相举荐，宋
王殿试，点包拯为飞龙科榜御进士，
任命为定远知县，上任途中，绕道乡
里，包拯痛斥严惩刁钻的二嫂，与大

嫂一同定远上任。
此次进京展演不同在

家门口演出，需要面对的
是一席国家级艺术大师和
戏剧专家的考量，是首都
戏迷观众的挑剔，唱念做打

能不能经得住考验，这无疑
给团长付梅的心头压上了一层

沉沙。
从 3 月 20 日开始，全团进入

《小包公》进京演出再度创作提升攻
坚期，全体演员、乐队、舞美、灯光
等人员放弃节假日，没有星期天，研
究剧本、完善故事、丰满人物、优化
唱腔，一切都围绕“精”字下功夫，
风雨无阻“打磨”《小包公》。

为荣誉而战，全员上阵唱主角；
为了艺术放歌，不同角色却同心。在
团长付梅的带领下，演职员坚定信
心、牢记使命，与时间赛跑、与传统
较劲，敢于打破常规、敢于创新突
破，他们在原有的唱腔和舞美基础上
探索出与“国粹”接轨、与大团媲美
的舞台新天地。

其间，旧故事中也演绎出很多新
故事，在排练中，演员们常常是带病
工作，坚守舞台，他们中有的身患疾
病，本该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却滚打在

冰凉的舞台上，本该守着病重的父母
却守着教戏的老师，本该陪同年幼的
孩子却陪同亲密的伙伴，每一个人身
上都有感人的花絮。

难怪在 11月 7日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上，团长付梅在现场几度哽咽，因
为她知道，为了这场进京的展演，同
志们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

11月 17日，剧团日夜兼程奔赴北
京，进得京来，顿感冷风扑面，北京
的冬天来得早，演员们猝不及防，不
少人突发感冒，嗓子发炎，给 19日的
演出带来致命威胁。关键时刻，是刀
山也要上，一街霓虹闪耀，一街寒气
袭人，付梅带领队员们就近就医，突
击性治疗，务必保证 19日晚上准时登
台与首都观众见面！

积蓄了很久的力量在 19日晚上终
于爆发了，从 7 时 30 分到 9 时 45 分，
两个多小时的剧情波澜壮阔，两个多
小时的掌声跌宕起伏，一曲 《小包
公》哗然京城。帷幕落下，观众意犹
未尽，久久不肯离席，用无声的坚守
请求商丘的四平调演员再唱几段，直
到演员们唱得声音沙哑，观众们才恋
恋不舍起身离席，那一幕，永远定格
在四平调全体员工的心目中，成为四
平调成长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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