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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遂宁市文化馆、市曲协组织工作人
员来到位于安居的德康老年公寓，看望熟知
遂宁“四川竹琴”艺术的刘新尧，并希望将他
收集整理的遂宁“四川竹琴”起源发展的第
一手资料交给文化馆收藏保存。

在“四川竹琴”的发展历程中，遂宁朱琴
大师黄程云曾为此做出过卓越贡献，并与蔡
觉之、贾树三号称“三根杠子”。但如今，黄
程云离人们的视线却越来越远，他所独创的
竹琴技艺更是面临着失传的危险。

濒临消失的遂宁“四川竹琴”
◎王锡刚

民国大师提倡革新

23 日，在遂宁德康老年公寓，记

者见到了年近九十的刘新尧老先

生。刘新尧是遂宁竹琴大师黄程云

唯一传承人。鲐背之年，老先生的

行动多有不便，起床后，他颤颤巍巍

到窗边坐下，讲起了遂宁“四川竹

琴”那些不为人知的往事。

“四川竹琴”已属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然在今天的遂宁却几乎

无人精通。但是民国年间，遂宁的

竹琴大师黄云程为“四川竹琴”的发

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黄云程生于 1880 年，是遂宁蓬

溪黄泥乡人，自号泥人、散人。黄云

程少年时就聪慧过人，酷爱文学艺

术。他的竹琴师承蔡觉之，并形成

了独具特色的个人风格，曾名噪成、

渝两地。

四川竹琴是一种古老的传统戏

曲剧种。表演者手持竹制的乐器和

渔鼓筒说唱故事，故又称“道情”和

“渔鼓”，清末、民初四川地区开始将

其称为“四川竹琴”。

“在清末以前，道情的唱词类似

于民间的顺口溜，打法和用调也没

有相对严谨的章法。”刘新尧说，出

生书香门第的黄云程深深懂得艺术

需要案头文字的理性表达，于是提

倡台词板腔化、打法科学化和用调

规律化。

黄程云创作的竹琴曲本注重文

采、通俗和乐感。他一生创作颇丰，

曲本达一百余部。如：《梁红玉击鼓

战金山》《汉关羽应约单刀会》《黄金

印苏秦拜相》《感天动地窦娥冤》《抗

倭名将戚继光》《鉴湖女侠秋瑾》等。

黄程云创作的竹琴唱词，不仅

文学性强，而且风趣幽默，雅俗共

赏。如：《木兰从军》中的“巾帼英雄

举世稀，木兰从军传世奇。雌龙歼

敌千里外，先听母女话别离。”堪称

为诗。

高超技艺享誉巴蜀大地

黄云程的竹琴技艺与今天为人

熟知的“四川竹琴”有很大不同。

例如，与其同时代的著名竹琴

老艺人贾树三将川剧、扬琴与竹琴

融为一体，擅说各地不同方言，描摹

不同人物，字正腔圆，细腻入微。

然而，黄云程的竹琴技艺则博

采戏曲锣鼓，融成自己的技艺，创造

了“慢长捶”、“快长捶”、“反长捶”、

“压板”、“二五板”、“混合板”等竹

琴板式。他用鼓板代替丝竹行弦，

使声腔艺术有机地植生于鼓板的咏

叹调中，并与击乐的音响配衬，从而

构成伴奏的旋律和表演唱的套打。

在琴体的制作上，黄程云也作

了创新。首先选材要从贫瘠的土地

中生长出的优质楠竹为料，他认为

这种材料制作的竹琴才会发出厚重

之声；同时在长度上严格为三尺六

寸五分，这与今天的三尺竹琴，也有

所不同。

辛亥革命后，黄云程凭借独特

的竹琴技艺声誉日隆。当时，中国

国民革命军驻万县的军长杨森用上

宾礼遇，邀请黄先生到官邸演唱竹

琴。当杨将军听完黄云程的《清风

亭雷殛张继保》后，拍案叫绝，欣然

写下：“惩恶雷殛张继保，座上人称

打得好。单口唱出戏中戏，誉满巴

蜀黄果老！”杨森把黄云程先生比喻

成八仙中打道情的仙人张果老，足

见他对黄云程竹琴表演艺术的称

道。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不论文人

雅士还是劳苦大众，都对黄云程的

竹琴演唱趋之若鹜。他的琴技高

超，唱打双绝。他五声并用，七情有

声，美丑有界，善恶分明，人物有别，

单口独唱，生旦净末，文武行当；喜

怒哀乐，鸟兽刀枪，风雨雷电，日月

星光……他都用口技、人声、乐音、

动作，把需要表现的戏剧情节、人物

的内心变化，复杂的面部表情，甚至

天气、环境、时间、地点，都表现得淋

漓尽致，惟妙惟肖。

90岁老人还原珍稀曲本

“黄云程是我的表叔，我断断续

续与他接触了约 48 个月。记得第

一次见他时，我见他的手提皮箱和

锦袋琴囊稀奇，便打开来看，见到了

他创作的许多曲本。”刘新尧说，黄

云程在知道自己业余爱好川戏和胡

琴后，便时常给他解读竹琴的曲本。

1947 年 ，黄 程 云 回 到 故 乡 蓬

溪。在一次谈话中，黄程云对刘新

尧感伤地说道：“我没有子嗣，我的

竹琴也没有人继承，其他人总是学

不到。”刘新尧便安慰他，既然他创

作得出来，也一定有人能够学得出

来。

直到 1951 年，黄云程去世时，也

无人能够学其竹琴的精髓。再加后

来一些特殊原因，黄云程创作的曲

本和相关资料被悉数烧毁，他本人

也逐渐被世人遗忘。

但在一些学者的眼中，黄云程

是“四川竹琴”史中绕不过的人物，

比如四川大学博士生导师张泽洪所

著的《道教唱道情与中国民间文化

研究》中，在四川竹琴的章节只介绍

了两位艺人，其中就有黄云程。

所幸，刘新尧在与黄云程朝夕

相处中，对其竹琴艺术耳闻目染，模

仿学习，记住了其中绝大部分曲本，

直到今天仍能信手拈来。

为了把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传

下去，近年来，刘新尧日以继夜，不

惧酷暑炎热，把黄云程的部分竹琴

艺术一一记录下来，目前已达 40 万

余言。其中还包括曲谱、剧本、动

作、舞姿、演唱技巧、竹琴敲打技艺

等等。

“我的时间不多了，希望自己能

在有生之年，把黄云程先生的曲艺

精华——四川竹琴的技艺遗产传承

下去。”刘新尧说，目前市文化馆已

经安排了两位年轻艺人，向他学习

黄云程的“四川竹琴”技艺。

一位消防老兵的十二年
讲述者：彭德华

记录者：王锡刚

今年 33 岁的彭德华是我市一名消防

老兵，参加了大小无数次救援。

2007 年 7 月，彭德华刚刚入伍下队来

到遂宁。当时新桥镇发生山体滑坡，情

况十分危急，坍塌的楼房里有三个小孩

被困。作为新兵，彭德华只负责警戒。

当看到身边战友用手刨开废墟，一个房

间一个房间地找被困人员时，他触动特

别大，也坚定了做这份职业的决心。

随着救援次数的增多，彭德华变得越

发地沉着。 2008 年汶川地震救援过程

中，彭德华和战友主要负责给前线部队

运送物资。当时公路已全部中断，他们

只有背着 100 多斤的物资翻山越岭，从都

江堰走到映秀，送到前线后又返回来继

续运送。“在运送物资路上，看到很多刚

参军的小伙来前线进行救援，感到特别

心疼，因为在前线救援真的很辛苦，但是

情况危急，我们必须尽自己最大努力。”

两年后，彭德华带队又来到映秀镇参

加救援。2010 年 7 月，映秀镇发生重大自

然灾害—泥石流。当时城区为 5.12 地震

后建的新城区，坐落在河边上，山体滑坡

造成河水改道淹入了新城区。19 名人员

被困在楼顶上，其中最小的只有几个月，

年龄最大的达到 80 岁。“当时情况实在是

危急，我们只有从楼顶上搭建生命通道，

用绳索进行救援，最后这 19 名被困人员

都被我们安全救出。”

2010 年，彭德华获得省消防总队表

彰三等功，2014 年获得市消防支队表彰

三等功。“这份特别的工作让我很有荣誉

感，干了这份工作十二年了，我很喜欢也

很热爱这份工作。无论发生什么危急情

况，我们都会义无反顾。”彭德华说。

川剧脸谱人才高级研修班
赴遂采风

◎全媒体记者 胡蓉

日前，2017 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资助

项目川剧脸谱艺术人才培养高级研修班

一行 30 余人，来遂宁市川剧团采风。

在上午举行的交流座谈会上，著名川

剧脸谱传承人欧阳荣华向遂宁市川剧团

赠送了他的杰作“扇形三头脸谱”画作。

遂宁市川剧团团长刘世虎详细介绍展示

了他精心制作的在第 29 届奥运会男篮抽

签仪式上表演的脸谱，分别是以 12 个参

赛队国旗制作的脸谱、奥运火炬传递峨

眉站助兴演出奥运吉祥物福娃和奥运会

会徽制作的脸谱。

遂宁市川剧团排练的《变脸》节目经

过刘世虎的多年琢磨，在广泛吸收前辈

老师和同辈师兄弟优点的基础上，由一

人、两人变脸，逐渐发展到多人男女组合

变脸，将川剧变脸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

高度，获得了国内外观众的高度赞扬。

下午，遂宁市川剧团、南充市川剧团、广

元市文化艺术研究院的龚明、雷云、沈

姚、陆洪涛等中青年演员为研修班和遂

宁观众分别呈现了《六月雪》《扫松》《托

国入吴》《杀奢》等经典唱段和折子戏，得

到了研修班和观众的热烈欢迎。

遂宁流动博物馆添趣味
◎全媒体记者 胡蓉

遂宁市流动博物馆进校园活动自开

展以来，一直在展出形式及内容上，不断

总结经验，始终力争推陈出新。在本周

的巡展活动中，遂宁市博物馆首次加入

了“投壶”这一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游戏

项目，在校园中引起了热烈反响。

作为一项在古代深受文人雅士喜爱

的游戏，投壶在今日的校园也受到了师

生们的追捧。在工作人员介绍了投壶游

戏的起源、发展及游戏规则后，现场师生

们都跃跃欲试，活动现场气氛热烈，笑声

连连。

老师们对本次的巡展增添这样的传

统游戏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这样不仅

能够使学生更直观感受到传统文化带来

的无限欢乐和魅力，更能够提高他们对

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和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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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合并公告
根据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作出的决定，

四川格瑞德资产管理公司拟与遂宁泰源电
力开发总公司合并。本次合并完成后，四
川格瑞德资产管理公司继续存续，遂宁泰
源电力开发总公司解散并注销。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并各方的
债权债务均由四川格瑞德资产管理公司承
继。

特此公告。
四川格瑞德资产管理公司
遂宁泰源电力开发总公司
二0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