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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爬山调：忠于生活的歌唱 发自心灵的呼唤
■院秀琴

湖南临武大岭村：
草编成村民创业好项目

“大黑牛耕地犁翻土，巧手手捉住个
犁儿把手……”在武川的写意里，被风泼
洒得淋漓无比的爬山调，像云朵一样在一
道道山梁梁上飘飞。傍晚时分，忙碌了一
天的武川人卸下一身的疲惫，站上山峁忘
情高歌，用爬山调放松心情，也用爬山调
抒发生活的欢乐与悲苦。

爬山调是武川民间智慧的结晶，是中
华文化的艺术瑰宝，代代相传。1953 年，
素有“爬山歌王”美誉的张二银虎随当时
的绥远省文工团首次进京演出，艺惊四
座。由此，小众的爬山调走进了大众的视
野，在民间文化艺术的舞台上繁荣至今。
2007年6月，爬山调被列入自治区首批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6月，又被列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年，武
川被自治区授予“爬山调之乡”的荣誉称
号。

蜿蜒的古道，悠扬的驼铃声不绝于
途，串联着昔日的商贸集镇；炊烟袅袅，一
道道美味，充溢味蕾；高山之畔，一段段歌
谣，震撼心灵……

这里是武川县，地处内蒙古中部，大
青山北麓，扼守着阴山南北交通的咽喉，
从大青山进入中原，武川是必经之地。

这里的人们用古老的智慧，滋养着脚
下的沃土，在一山一水间，耕耘着幸福的
生活，也创造了流行于内蒙古中西部地区
的短调民歌——爬山调。一曲曲爬山调，
讲述着蒙古高原的社会变迁、风土人情、
劳动生产、爱情婚姻等故事。

武三军，土生土长的武川人，1982年
出生于温习圪图村，从小奔跑在响彻爬山
调的沟沟坎坎之间，这样的曲调早已融入
了他的血液，高亢的旋律在不经意间就会
从他的唇间自然流出。武三军家里祖祖
辈辈务农为生，他的父亲是个文艺爱好
者，喜欢吹笛子，爱唱爬山调。如今，武三
军是爬山调呼和浩特市级传承人，说起爬
山调滔滔不绝，他说，流行于武川境内的
爬山调也称后山调，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清
朝乾隆、嘉庆年间，大批晋、冀、陕、豫等地
的移民由中原地区迁徙到大青山至河套
平原一带，是当地人融合了河北民歌、山
西大秧歌、陕北信天游的语汇及形式在蒙
古族长调的基础上形成的，属于农耕文化
与游牧文化碰撞而产生的艺术形式，是黄
河文化的组成部分。爬山调的节奏自由
奔放、音调高低起伏、拖腔悠长辽远，听起
来刚劲挺拔、高亢激昂，体现出蒙古高原
的雄伟风貌和武川人民豪迈的气质、宽广
的胸怀。

传统的爬山调多为一人演唱，唱词短
小精悍，多用方言重叠词，语言合辙押韵，
字里行间蕴含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武川俗
语中有“山曲儿本是肚里生，心想唱甚就唱
甚”的说法，“山曲儿”指的就是爬山调，是
当地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中，即兴创作的
口头文艺形式，它是抒发情感的民歌载体。

“爬山调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由，它的
题材内容很丰富，从反映劳动、赞美家乡、
歌颂领袖到花鸟鱼虫、五谷六畜、世态炎
凉、儿女情长、婚姻爱情，甚至演唱者本人
的理想夙愿、喜怒哀乐、笑骂褒贬、插科打
诨都能成颂。”武三军说。在爬山调中，既
有儿女想老子想娘的感人吟唱，又有后生
们卖力割莜麦的引吭高歌；既有薄令令的
莜面窝窝，又有瓦灰灰的大青山鸬鸬……

高天，厚土，爬山调如同天籁，是用老

镢头镌刻在大青山上的音乐巨著。
范芝兰在这部巨著中已经徜徉了 27

个年头。
今年 6月，出生于 1980年的范芝兰被

确定为爬山调自治区级传承人。范芝兰
15岁时凭借着一副好嗓子进入武川县乌
兰牧骑，老队员们发现她宽广的音域和
优美的音色是演唱爬山调得天独厚的条
件，于是她拜爬山调代表人物裴连凡、王
勇和朱秀英为师，深得他们的真传，逐渐
成为演唱爬山调的中坚力量。

2015 年，为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武川
县乌兰牧骑推出了一部大型爬山调抗战
历史剧《青山儿女》，该剧根据大青山革
命根据地的真实事件改编而成，用爬山
调与现代舞台剧相结合的艺术形式，再
现了各族人民共同抗战的英雄事迹。当
时，从排练到演出只有两个月的时间，这
对于首次在大型舞台剧中担纲女主角的
范芝兰来说，无异于一次巨大的挑战。

“两个多小时的一个舞台剧，让 3天之内
就把剧本背会，压力比较大，从我们单位
来说，这么大的剧我们从来就没演过。”
范芝兰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5年 9月，在全
剧团的努力下，爬山调抗战历史剧《青山
儿女》在呼和浩特拉开了首演的序幕，熟
悉的爬山调让人眼前一亮，赢得了观众
的交口称赞。一年后，这部历史剧被搬
上了北京民族剧院的舞台，范芝兰和演
员们传承着先辈艺人的使命，让爬山调
走进了更高的艺术殿堂。

2019 年，武川县乌兰牧骑精心打造
了二人台现代戏《青山之恋》，来纪念新
中国成立 70周年和乡村振兴战略，范芝
兰依然担任女主角，剧中她演唱的爬山
调曲段赢得观众的满堂喝彩。

今年，武川县乌兰牧骑又紧锣密鼓地
开始了《青山劲松》的编剧工作，它和《青
山儿女》《青山之恋》被称为“武川三部
曲”。此外，爬山调演唱者们还把惠民政
策、好人好事、疫情防控等内容写成唱
词，套用爬山调传统曲目进行演唱，抒发
内心的情感。这些紧跟时代步伐的改编
和创作，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爬
山调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因为爬山调的旋律、唱词相对简单，
又朗朗上口，不管是牧羊人，还是农民，抑
或是村妇，凭借着一副老天爷赏饭吃的好
嗓子，在一代代人的口口相传和日复一日
的模仿借鉴中，将爬山调传承下来。

时光荏苒，岁月变迁。随着老一辈艺
人的相继离去，曾经在圪梁梁上传唱的
爬山调，和很多其他的民间传统技艺一
样，面临着青黄不接、后继无人的困窘。

“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太喜欢这些，而
且靠爬山调也不能维持生计，只能是把
它当成一个爱好。再加上它本身也有一
定的局限性，爬山调是用方言演唱，所以
它很难像民歌那样传唱大江南北。”武三
军一脸凝重地说道。

同时，唱词丰富、曲调单一也是爬山调
传承和保护中不得不重视的一个问题。“从
爬山调的曲调这一方面来说，从古至今一
直传唱的就那么几个曲调，像《割莜麦》《大
黑牛》《想老子》《小青马》，加起来不超过10
个，曲调的单一化，也限制了爬山调的进一
步发展。没有专业人士进行创新曲调的谱
曲，表演者反反复复停留在那些经典曲调
的演唱上，缺乏新鲜感，从而传播起来更为
困难。”范芝兰告诉记者。

尽管爬山调的传承和保护困难重重，
仍有不少人在这个领域深耕。如今，以
范芝兰、武三军为代表的中青年歌手，肩
负起了爬山调传承的重任，他们希望通
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让这一历史悠久的民
间艺术被更多人熟知传唱。

2019 年武川县的春节联欢晚会中，
范芝兰想到了把童声加入爬山调的形
式，她邀请自己 5岁的女儿班亚楠和几个
其他小朋友同她一起合演《割莜麦》，儿
童版的爬山调让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
耳目一新。范芝兰得意地说：“我姑娘唱

《割莜麦》唱得特别好，这可能也算一种
冥冥之中的缘分和传承吧。”

而武三军在爬山调的演唱中，也尝试
着加入西洋乐器伴奏，如架子鼓、电子
琴、吉他、贝斯等，以期让爬山调吸引更
多的年轻人。武三军说：“我也梦想有一
天能创作出像谭维维的《华阴老腔一声
喊》那样的一个作品，她把摇滚与民间传
统艺术融合，我也想把现代的西洋乐和
爬山调融合，加入一些时尚元素，让我们
的下一代爱上爬山调，传承爬山调。”

2016 年，武川县文化馆组织开设了
“传习”爬山调艺术团，承担起爬山调的
传承、培训、讲座和演出等工作，艺术团
主要由武川县乌兰牧骑退休演员和爬山
调爱好者组成，目前已有 20人左右，武三
军就是其中之一。

此外，借着“非遗进校园”的东风，范
芝兰、武三军等爬山调传承人将爬山调

带入课堂。兴起于景，情动于心，悠扬的
爬山调在一张张稚嫩面孔的映衬下，承
载着武川人的喜怒哀乐与沧桑变化，唱
出了这方古老大地上永恒的律动。

听，笛声又响起来了！
听，爬山调又唱起来了！

（据《内蒙古日报》）

在商周时期，如今的浙江中西部活跃
着一个名为“姑蔑”的族群，但是古史对他
们的记载并不系统完整。浙江省的考古工
作者历经4年，在浙西的衢州市衢江区发现
了一处西周时期的高等级墓葬群，规格属
浙江同时期墓葬之最。专家认为极可能是
姑蔑国的王陵。

这处墓葬群位于衢江区云溪乡的衢江
北岸，已经发现10座，有6座进行了正式发
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助理馆员张森
介绍说，6座墓葬中有 2座在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进行过发掘。其余 4 座则在 2018 至
2021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浙江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会同衢江区文化部门进行发
掘，它们分别是庙山尖土墩墓和孟姜一号、
二号和三号土墩墓，出土了大量的玉器、原
始瓷器、青铜器等器物。

在庙山尖土墩墓，考古工作者在浙江

域内首次发现了西周时期的青铜车马器。
它们造型精美，纹饰独特。孟姜一号墓出
土了我国年代最早的“人字形”木椁结构。
这种营建方法是在棺外用木板构成“人字
形”的椁，再在椁外先填木炭，后填熟土。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田正标曾主
持发现了首座越国高等级贵族墓园，他说，
孟姜一号墓的营建方式与后世的越墓有不
少相同点，其墓葬等级在西周的越地中是
最高的，当属王陵级大墓。

孟姜一号墓的另一重大发现是“玦的
复兴”。墓中出土了 6组玉玦，单体数量约
200件。目前已知的玉玦最早出现在黑龙
江小南山遗址，距今已有 9000年历史。此
后，它又出现在距今 8000年的内蒙古兴隆
洼遗址。随后，玉玦“南下”到长江下游地
区，出现在马家浜、河姆渡、崧泽、凌家滩等
遗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

研究员说，在那以后，玉玦消失了一段时
间，到商周时又复兴了。此次出土玉玦的
区域，应该是商周时期百越地区玦的“复兴
地”。这种成组的玦饰甚至传播到了战国
到西汉前期的滇国，也就是今天的云南一
带。

孟姜三号墓则是浙江地区同时期最大
的土墩墓。它残留的土墩直径约 70米，出
土各类随葬品约200余件（组）。其中，以原
始瓷器最为精美。张森说，结合碳 14同位
素测年和对出土器物的分析，这批墓的营
建时间应该是从西周早期至西周中期偏
晚。

土墩墓流行于西周至春秋的江南地
区，人们在平地修建土墩，再将死者葬在墩
顶。浙江大学教授林留根长期从事土墩墓
考古研究。他表示，修建土墩的葬法一直
影响到后世的陵墓封土制度。此次发现是

土墩墓研究的重要突破，它们当属高等级
的贵族墓葬，换言之就是王陵区。浙江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陈元甫研究员表示，和浙
江北部的越墓相比，这批墓葬有相同之处，
但是也有很强的地方特色，考虑到其等级
之高，应该与当时的姑蔑国有关，属于王陵
级别。

“此次发现是西周考古的重大发现，百
越考古的重要突破，遗存的性质极有可能
是姑蔑王陵。”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
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说，此次发现对于研
究玉器传承、原始瓷起源、墓葬制度发展等
重大课题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浙江省文化
和旅游厅党组成员，省文物局局长杨建武
表示，此处墓葬是浙江省内等级最高的西
周墓葬，还有不少谜团待解，为此，文物部
门将进一步加强保护，做好系统性的考古
调查。

龙须草席是湖南省临武县舜峰镇大岭村的传统手工艺品，
其编织工艺已有600多年的历史，近日，笔者来到大岭村，见到
了龙须草席非遗传承人胡晓琴。

初见胡晓琴，她提着龙须草编成的手提包向笔者介绍：“我
们采草，要选择晴天夜晚多露的天气，采陡壁的野草，采下之后
得三煮三晒、两浸两露……”谈到原料，胡晓琴滔滔不绝，刚采
下的绿草要经过煮、晒、锤、砍等十几道工序才能变为金黄色的
编织用干草。

七八岁起，胡晓琴就开始跟着奶奶学手艺，二十几岁援教
非洲教当地人编织工艺。从非洲回来后，她回乡成立了工作
室。自那以后，她常常回大岭走街串巷，有时是上门教学草编
工艺，有时是送草编材料和回收草编成品。“村里的老人家很多
都是我的‘合作伙伴’，小时候，我跟在她们屁股后面学编草，是
小徒弟，现在我晋升了，我们是同事了。”胡晓琴打趣道。

胡晓琴把有草编基础的手艺人集合起来，带领大家重拾
“旧业”，随后又培训了 200余位同乡妇女掌握工艺，现在大岭
村的草编生意成了村民们在家创业的好项目。

谈到回乡创业的初心，她说：“一是觉得龙须草席不能没
落，得传下去，二是想为家乡做点事。”近些年来，随着临武县乡
村振兴战略的全面铺开，政府为创业者提供财政补贴，安排宣
传推广，配备专人对接打开市场渠道，畅通申报渠道……在这
些政策的帮助和引导下，越来越多的返乡创业者出现在了舜峰
镇，他们是乡村振兴的排头兵和生力军，带回来了不断精进的
新技能和产业化的新思考，胡晓琴只是他们中的一员。

（据《农民日报》）

记者从山西省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了解到，考古工作者
在太原市发现了一处仰韶中晚期遗存，其中一座 5500年前的
五边形房址为太原地区首次发现。

2021年5月至7月，为配合国科大太原能源材料学院附属
中小学项目的建设，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
所联合对项目施工区域内发现的一处仰韶文化遗址进行了发
掘。此处遗址出土大量陶片、石器、骨器、兽骨等，目前考古工
作者正对出土器物进行整理修复。

该考古项目负责人、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裴静蓉
介绍，遗址内共发掘仰韶时期灰坑98座、陶窑11座、房址2座、
明清墓葬 6座，其中最突出的发现是一座面积约 32平方米、平
面略呈五边形的房址。地面上北、中、南有三排柱洞，每排 2
个，排列规律。房址南部有一圆形灶坑，其东南方向有烟道，灶
坑底部与烟道相通。这座房址填土内出土陶片丰富，可辨器型
有夹砂陶釜、夹砂灰陶罐、红陶钵、尖底瓶等。

裴静蓉认为，该遗址对研究太原盆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面
貌、构建该地区史前文化序列、探讨太原及周边地区史前文化
交流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此外还为探讨史前人类迁徙、聚
落形态变迁、史前生产力发展等问题提供了新资料。

修复技师在回贴造像剥落块体（2020年10月26日摄）。
位于重庆市南岸区长江岸边的弹子石摩崖造像开凿于元

末明初，迄今已有600多年历史。现存的两组摩崖造像造型精
美，是三峡库区规模最大的一处石窟造像。

长久以来，受潮湿环境、气候等因素影响，造像不同程度地
出现空鼓、开裂、金箔脱落等问题。2016年，该处文物被国家文
物局纳入首批“川渝石窟示范项目”，并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的修缮团队负责实施修缮。

经过团队长期工作，弹子石摩崖造像修缮工程第一期于
2021年10月竣工，并通过初步验收。摩崖造像积尘、微生物病
害、裂隙、空鼓、残缺及岩体内部盐害等问题得以基本消除。下
一步，修缮团队将实施第二阶段修缮工程，开展造像彩绘、金箔
层病害治理，佛龛、题刻修复，以及大佛阁修复等工作。

作为川渝石窟保护项目的示范工程，弹子石摩崖造像修缮
工程不仅对文物保护及活化利用工作有着重要意义，也为川渝
地区石质文物修缮保护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新华社记者 唐奕 摄

山西太原首次发现
5500年前的五边形房址

与历史对话把文物唤醒
——600年摩崖造像风采重现

浙江衢州发现的西周墓葬群或为“姑蔑王陵”

爬山调非遗传承展示。

山峁之上的自由歌唱

为爬山调注入新活力

传承和保护任重道远

爬山调抗战历史剧《青山儿女》剧照。

范芝兰演唱《割莜麦》。

范芝兰给小朋友们讲解爬山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