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秘遂宁冯氏川剧盔头制作
◎全媒体记者 王锡刚

市业余川剧艺术学校
备战全省川剧传习普及展演

本报讯 为迎接今年 10 月将在遂宁举行

的四川省第五届中小学生川剧传习普及展

演，我市两所业余川剧艺术学校正加紧排练

新剧目，挥汗如雨积极备战。

据悉，由四川省教育厅等单位主办，遂宁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精神文明办、市教育

和体育局等单位承办的四川省第五届中小学

生川剧传习普及展演，是一次对全省戏剧后

备人才队伍的全面展示。为当好东道主并在

本届展演中取得好的成绩，遂宁市青少年业

余川剧艺术学校（遂宁四中）和遂宁市少儿业

余川剧艺术学校（船山区长乐街小学），于今

年初就开展了筹备工作。在市川剧团的反复

研究和帮助下，根据学员所掌握的川剧基础

知识决定为市青少年业余川剧艺术学校新排

《红梅花儿开》，为市少儿业余川剧艺术学校

新排《探谷》。目前，市川剧团每逢星期二、

四、五下午都会分别派出指导老师来到两所

学校加紧排练，节目已基本成型，正在作进一

步的加工细排。 （全媒体记者 杨俊）

市图书馆党支部
开展城乡党建结对共建活动

本报讯 日前，市图书馆党支部深入射洪

县曹碑村，通过开展“七·一”城乡党建结对共

建活动加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让结对党员干部接受了一次精神洗礼。

活动中，市图书馆党支部和曹碑村党支

部共 50 余名党员齐唱《国歌》、重温入党誓

词，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记党的服务宗旨，提

高思想认识。市图书馆党支部书记杨文辉作

了《初心不改，筑梦笃行》主题讲座，受到与会

所有党员的欢迎。随后，市图书馆支部向曹

碑村赠送了图书《习近平在正定》30 册、科普

知识手册 50 份，种养殖技术光盘资料 30 张。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内容丰富，让结对党员深

受感染和教育。 （全媒体记者 杨俊）

72顶半盔头
变化千余个角色

走进位于遂宁市城区凯旋路的四川良好

兄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一顶顶流光溢彩的

川剧盔头令人目不暇接。

“这是诸葛亮戴的万卷书，这是西楚霸王

戴的霸王盔，这是吕布戴的紫金冠……”一

见面，冯氏川剧盔头传统制作技艺传承人冯

文忠及其儿子冯侨便热心地向记者介绍着

他们的得意之作。

川剧讲究“宁穿破，不穿错”。川剧的角

色很多，虽然传统的头帽数量只有 72 顶半，

却可以“变化”出 1000 多个川剧角色来。

“比如，这顶耳蒲文就是一个四件套，不

同的人物要配不同的饰品。如果配上的是

白鹤，那就是程咬金的专属盔头。”冯文忠告

诉记者，盔头的式样与官阶、行业、性别、善

恶等都有相应的关系。比如伴驾的妃子帽、

五虎上将的夫子盔、将军的霸盔、武将的兵

帽、段绷蓝色状元头、黑纱包公方帽、七品县

官黑纱帽……不一而足。

川剧是中国传统戏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其浪漫写意虚实相生的艺术特色，除了

体现在优美的唱腔外，还体现在川剧行头和

脸谱上。明朝以后，川剧行头就把盔帽单独

列出，由最初的两顶盔帽逐步演化，精细化

分人物盔帽特点，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盔帽系

列。在冯文忠的眼里，正是这些纷繁复杂的

盔头，给了自己生命的精彩。

出生于 1936 年的冯文忠，上世纪 50 年代

就师从著名川剧盔帽制作大师李再文（李清

云），经过多年的勤学苦练，在掌握了川剧全

副行头制作手艺的基础上，对川剧盔帽的制

作和创新有着许多心得。

几十道工序
制作需耐心细心

川剧人物在舞台上异彩纷呈，盔头服饰

在灯光映衬下总是给观众以惊艳之感。然

而，在如今的遂宁，盔头制作技艺近乎失传。

虽然川剧盔头看起来光彩夺目，其实他

们的主要材料就是普通的白令纸板、铁丝、

铁纱等。在雕刀、钳子、烙铁等工具的配合

下，从制图到雕刻再到最后装饰，共要历经

几十道工序。这不仅需要制作人对戏剧艺

术有着较深的了解，更需要他们躬身案前的

无悔付出。

“用纸板勾勒出盔头的平面线条，再用刻

刀雕作外形和镂空图案，使之达到孔穴明

晰。用雕刀刻箔图案，讲究的是一刀刻透七

层。这便是第一道工序——绘样。”冯侨一

边认真地制作一边对记者说，接着要将细铁

丝缠上纸，与外形图案同时刷上胶水，则是

第二道工序上丝的准备活。

上丝也就是盔头的定形与加固。将细丝

沿着外形与图案依次缠绕，及时取出烧红的

烙铁，逐一拍打细丝与纸板的结合处，通过

热度使胶再度融化，相互粘合。

“要有耐心和细心。贴箔但不能把缎子

弄脏，所有工序完成了不能有一点指纹。”冯

文忠说，盔头成型后，接下来就是配排须、挂

绒球、安珠子等细致的扫尾活。

从原辅料选择、工具选择、人物性格特征

把握、盔帽型式选择，网、胶、粉及金箔银箔

运用，川剧传统盔帽制作技艺的最终效果，

完全取决于传承人的艺术修养，既靠悟性也

靠长期实践的体会和感受。

不断创新
更好展现角色特征

川剧盔头是一门包含历史积淀，充满人

文内涵的造型化妆艺术。冯氏盔头在保留

古代盔头基本样式的基础上，汲取其他剧种

的盔头制作技艺，进行提炼、美化，使之色泽

更艳丽，造型更美观，使用起来更加方便。

冯氏盔头与传统的盔头相比，最为显著

变化就是增加了镂空工艺。“传统的川剧盔

头没有采用镂空技艺，显得十分笨重，冯氏

盔头的镂空技艺不但减轻了盔头的重量，并

且让其看起来更加美观，同时对制作技艺也

提出了新的要求。”冯文忠说。

除此之外，传统的川剧盔头上的装饰很

少，经过几代川剧盔头制作人的改良，如今

已有了很大的变化。

“冯氏盔头上的绒球是最常用的配饰，讲

究色正、形圆、体轻，染色、刷绒、整形都得靠

手工完成。”冯侨用手捏住一束丝线，几经折

叠就聚成了球形，再用剪刀进行修饰，四五

道工序后就成了盔头上灵动的色彩。

一顶上好的盔头有几十个部件，虽然数

量多，但各有各的位置，各有各的分量。“吕

布戴的紫金冠讲究的是帅，项羽的霸王盔讲

究的是雄。”冯文忠说，他一直致力于让盔头

更好地展现角色的个性特征。

上世纪 80 年代，冯文忠在市城区兴隆街

开设戏剧工艺服务部，开始潜心于戏剧行头制

作。他制作的全副传统川剧行头、改良版的全

副川剧行头，因用料考究、做工精细、穿戴舒

适、立体感强、演出效果好而畅销四川、重庆和

部分其他省市，甚至被外国友好人士收藏。

如今，88 岁高龄的冯文忠已经不能制作

盔头了，但是作为冯氏盔头技艺的创立者他

还是非常欣慰，因为儿子冯侨已经拾起了那

些简陋的制造工具，并融入了全新的文化理

念，让冯氏盔头制作技艺继续得以传承。

日前，根据有关规
定，并经市政府七届 45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
决定将“冯氏川剧盔头
传统制作技艺”“遂州江
旗袍”“遂都石磨香油”3
个项目列入遂宁市第九
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 表 性 项 目 名 录 。 本
期，《巴蜀周末》记者走
进了冯氏川剧盔头传统
制作技艺传承人，为读
者一窥这项传统制作技
艺之秘……

制作盔头 耳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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沱牌曲酒传统酿造工艺入选
首批四川传统工艺振兴目录

近日，省文化和旅游厅、省经济和信息化

厅公布了第一批四川省传统工艺振兴目录，

其中射洪沱牌曲酒传统酿造工艺入选。

据了解，沱牌曲酒是“中国名酒”和川酒

“六朵金花”之一。从唐时春酒、明代谢酒到

今天的沱牌曲酒，经历了几个不同历史阶

段。沱牌曲酒以纯净、透明、甘、醇、甜诸味调

匀而知名，受到消费者青睐。其传统技艺大

致分为筑窖、制曲、酿造、储存四大环节，全过

程均属手工技艺，依靠川中特有的地理、人文

环境，凭着酿酒师“看、闻、摸、捏、尝”鉴别产

品品质，通过言传身教，口耳相授，将技艺延

续至今。

用窖池作发酵容器是沱牌曲酒的工艺特

点，窖池的窖龄长短是基酒质量好坏的关键

所在。其拥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学

术价值和经济价值，它反映了四川白酒产业

发展的重要历史进程，是我国酿酒业一笔宝

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全媒体记者 王锡刚）

观音绣体验基地
入围四川首批非遗体验基地

本报讯 近日，省文化和旅游厅公示第一

批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体验基地。其

中，遂宁船山观音绣体验基地入围。

近年来，遂宁船山观音绣体验基地以弘

扬民间艺术、打造观音故里为契机，开发出了

独具特色的旅游商品。从最初“带十几个绣

娘在闹市取静开个店”的小目标，经数十载砥

砺，如今成长为了一个拥有数百人的专业团

队；从最初只是绣观音，到如今已将观音绣法

延伸出丰富多样的产品：有送给新生命的“母

亲的艺术——生命第一抱”，有属于恋人之间

的“玫瑰之恋”，也有适合送亲人、朋友的山水

草木绣品……观音文化的商业价值通过“观

音绣”系列产品逐渐展露。

观音绣的独特魅力受到了海内外的关

注，吸引了美国、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

亚等东南亚地区的客商，已经成功打入海外

市场。 （全媒体记者 王锡刚）

大英代表队
音乐产生强大凝聚力

在当天的比赛中，由大英县文广旅游局

选送的《我爱你中国》《葡萄园夜曲》以 9.886
分的成绩获得一等奖。

“是比赛，更是学习，虽然拿了第一名，

但是通过这次比赛，不得不说我们还有很多

不足，一起加油吧，期待下一次更精彩的我

们。特别感谢领导的信任，给我们这次历练

的机会。”7 月 1 日下午 4 点多，比赛结束不

久，大英中学音乐教师张帆就在微信朋友圈

发表了这样一段文字。作为代表大英来遂

宁参赛的合唱队的指挥和排练组织者，对于

这个第一名的获得，他感慨颇深。

去年九月，大英一群热爱音乐的教师一

起组建了一支 38 人的教职工合唱队。今年

三月，这支教职工合唱队吸纳了社会其它机

关、团队的 20 名音乐爱好者，组建了一支 58
人的合唱队。这支 58 人的队伍在本届“幸福

家园·百佳千星”群众文化节“唱响遂宁”群

众歌咏大赛大英选拔赛中，一举夺魁，获得

了参加全市比赛的资格。

“我们这支队伍 58 人 ，来 自 不 同 的 行

业、单位，有在乡村学校上班的教师，也有

在一线的公务员，还有医生……我们每周周

三中午和周末集训两次。周三中午是固定

时间，周末则事先在微信群里召集。每一次

训练，大家都准时参与。”在张帆看来，这便

是音乐的力量，是音乐的魅力将大家召集在

了一起。

比赛是一个平台，通过这个平台，队员们

实现了一次自我展示。李思源是大英县黄莲

小学的老师，也是这支合唱队的一员。一年

前，喜欢唱歌的她报名参加了教职工合唱队。

每周三中午，她都要从 30 多公里外的学校赶

到县城参加集训。她说：“虽然路程有些远，

但为了自己喜欢的音乐，一切都值得。”

蓬溪代表队
全系统不遗余力备战

在本次比赛中，蓬溪县文化广电旅游局

代表队非常引人注目。这是一支有着 79 人

的庞大队伍，平均年龄在四五十岁，且年龄

跨度大，年龄最小的 20 来岁，年龄最大的 70
岁，他们全部来自蓬溪县文广旅游系统。他

们中，有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小年轻，也有退

休多年的干部职工。

“我们这支队伍有十来年时间了，当中

有许多人都是和文化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

对于文化事业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听说

要参加这次比赛，大家的热情特别高。”蓬溪

县文广旅游局副局长熊艳介绍说。

在这十多年里，蓬溪县文广旅游局合唱

队参加过很多次蓬溪县的文化演出，为当地

的文化事业增添了一抹色彩。今年五月，这

次队伍再次开始集中训练，准备代表蓬溪参

加此次歌咏大赛。

在训练中，无论是在职的 40 个干部职

工，还是已退休的队员，大家都自己协调时

间，不缺席一次训练。“在这次比赛里，我们

有三任局长都参与其中，分别任手风琴手、

指挥、领唱，干部、职工激情饱满，所以这也

是一场集全系统同心协力的展示。”熊艳说。

《沁园春·雪》《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

这两首词传递出的正能量深深的折服了合

唱队的每一位队员，因此，他们在演唱时激

情饱满、铿锵有力，最终获得了本次比赛的

二等奖。

船山代表队
训练中克服重重困难

在本次比赛中，船山区文广旅游局代表

队以《游击队之歌》《半个月亮爬上来》的精

彩演绎获得二等奖。

据船山区文化馆馆长周容介绍，这支 60
人的队伍是在原船山音协合唱团的基础上

筹备组成。“原来音协合唱团有二三十人，这

次我们又从公安、医院、教师、老年大学等单

位抽了 30 人，他们中有 20 多岁的大学生，也

有 60 多岁的退休老人，都是一些参加过声乐

训练的人。”

“要把这 60 人的组织在一起集训并非易

事。”周容介绍说，因为这支队伍里，大多队

员都还在岗，且分散在不同的系统、单位，所

以他们把训练时间安排在了晚上的 7 点到 9
点，地点就在育才路的船山区文化馆。

住在南门师校的一些队员在下午下班

之后来参加集训，此时正是城区的“晚高峰”

时段，路上特别堵；训练结束后，再回到南门

师校，已是晚上的十点多。即便是披星戴

月，他们也积极地投身到每次集训里。在这

支队伍里，还有几名是音乐学院的在校大学

生。一放假，他们便马不停蹄地回遂参加训

练，加入到比赛的筹备中来。

“在训练中，大家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

困难；在比赛中，展示了真实的水平。通过

参加比赛，大家的收获都很多。”周容如说。

群众歌咏大赛“唱响遂宁”
◎全媒体记者 徐金华

7 月 1 日是第 98 个建党节。由中共遂宁市委宣传部、市
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河东新区管委会、市文化馆、河
东社会事业局承办的遂宁市第十届“幸福家园·百佳千星”群
众文化节“唱响遂宁”群众歌咏大赛决赛在国际莲花会展中
心成功举办。来自全市的群众代表纵情高歌，向党献礼。

经过激烈角逐，大英县文广旅游局代表队获得一等奖，
船山区文广旅游局代表队、蓬溪县文广旅游局代表队分别获
得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