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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看一场戏曲，并不是只有到剧场这
一个选项。如今，你可以一边逛景区，一
边欣赏戏曲。一些景区中融入了十分有特
色的地方戏曲，可能平时在剧场并不容易
听到，在景区中却可以体味到原汁原味的
风土人情。

戏在景中，景融戏里，好不惬意。

文旅结合

前不久，山西省永济市文化局、旅游
局等联合组织开展的文化进景区活动在普
救寺景区举行。活动中，戏剧团的演员们
结合景区的文化内涵，为游客们编排了一
系列精品剧目，有锣鼓喧天、豪气奔放的
吹打乐 《黄河风》，有飘逸无限的水袖舞

《红娘传言》，更有刚柔并济快如闪电的武
打戏《枪棍表演》。游客在欣赏景区美景的
同时也能够享受到独具地方特色的文化大
餐，现场欢呼声、掌声不断。

近年来，地方戏曲进景区的尝试成为
文化和旅游融合的新看点，不少景区都已
经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

为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四川省洪雅县文广新局组织开展
了川剧“非遗”进景区的活动。活动中，
川剧 《闹台锣鼓》《人间好》 片段、《戏曲
联唱》和川剧绝活《变脸》《滚灯》等一个
个引人入胜的节目让观众叫好不断、掌声
不息。观众们纷纷表示，活动让游客零距
离地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和传
承人的非凡创造力，提高了大家对文化遗
产保护的意识。

在重庆酉阳龚滩古镇景区，《梯玛古
歌》 在西秦会馆的舞台上不断被演绎。这

是一台由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心编排打造的
文化大餐，有着酉阳特色的文化符号，带
着传承千年的醇香和渐行渐远的船歌，展
示给到此游玩的游客。

今年 6 月，由山西运城市蒲剧团打造
的“非遗进景区”蒲剧戏曲晚会在舜帝陵
景区进行了首演。蒲剧作为国家非物质文
化遗产之一，一直深受河东人民的喜爱，
这台蒲剧戏曲晚会，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
艺术形式活跃了景区的文化氛围，让广大
游客深刻感受到运城浓厚的历史文化和人
文风情，也为弘扬蒲剧艺术提供了一次很
好的机会。

除了景区中日常的戏曲节目之外，在
节假日期间或者旅游旺季，大型的戏曲演
出也往往会落脚景区。戏曲与景区的结合
越来越密切了。

戏景相融

“地方戏曲有极富本土特色的文化内
容，而且也是经久不衰的好故事。秦腔、
评弹、河洛大鼓等等，听上一段，就能让
人瞬间体验到当地人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和
生活态度。”说起地方戏曲，中国旅游研究
院文化旅游研究基地副主任、河南文化旅
游研究院副院长肖建勇深有感触。

的确，对于旅游景区来说，要想脱颖
而出，一定要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所
在，只有这样，更多的游客才会到访游
览。文化在景区中的作用正在慢慢地凸
显，它不仅能丰富景区的精神特质，更能
够让景区的底蕴变得更为深厚且有特色。
肖建勇认为：“地方戏曲是景区产品创新的
一个重要内容，是文化为景区赋能的有效

途径。而景区则能给地方戏曲的发展带来
市场与活力，甚至能让一些濒临消亡的地
方戏曲起死回生。”

在国外，戏剧旅游十分受游客欢迎。
英国每年 4 月 23 日举行莎士比亚戏剧节，
上演《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等经
典戏剧，吸引世界各地几十万游客前来观
赏。文化旅游如火如荼的当下，地方戏曲
作为中华文化瑰丽璀璨的宝石，其走进景
区实现二者的融合恰逢其时。

肖建勇表示：“当前大众旅游从初级阶
段迈向中高级阶段，深度体验成为游客们
的普遍追求，这给景区发展带来的挑战和
机遇是：‘不单单要有好的场景，而且还要
有好的内容。’因此，为了满足市场的需
求，包括地方戏曲在内的各类文化项目开
始广泛进入景区。”

在这样的背景下，戏曲进入景区，能
够助力旅游景区的发展壮大，也能丰富旅
游景区的文化建设，对传统戏曲的保护也
是一大好事。

发展看好

戏曲能够为景区注入更为丰富的文化
特质，景区则可以围绕戏曲提供更为丰富
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带动旅游市场，同
时，还能够让戏曲得到更好的传承和保
护。戏曲与景区配合得好，会带来很多的
正面效应，景区、戏曲、游客多方受惠，
但要注意的是，如果只是盲目结合，不仅
不会增强旅游体验，反而也会有损戏曲的
传承和发展。

戏曲与景区的融合，并非只是简单的
“1+1”，也不是孰轻孰重、谁主谁次的问

题，而是要做到戏景适配、相融相促。
对传统戏曲来说，有的表演形式已经

不能适应现在的观赏模式，再加上受众面
相对较窄，发展面临危机。戏曲进景区，
不仅要开发当地的优质旅游资源，培育消
费市场，更要搭建文化传播的平台，保护
与传承宝贵的戏曲文化。在必要的时候，
也要充分利用现在的科技，充分了解游客
的需求，对传统的戏曲进行创新演绎。

而且，戏曲进景区是一个循序渐进的
过程，不能急功近利。有的景区不管三七
二十一就把戏曲生硬地搬到了景区当中，
结果是不仅少有人观看，而且浪费了很多
资源。

戏曲进景区，要让适合的戏曲进入合
适的景区。有什么样的传统戏曲，适合进
什么类型的景区，要精确定位相互渗透，
不搞简单叠加。

“好的内容一定要融入恰当的场景，而
且一定要按照故事化、精品化、景观化的
方式来打造，否则就会显得格格不入、适
得其反。”肖建勇表示：“一定要用游客看
得懂的方式来设计地方戏曲旅游产品。同
时，切忌简单移植，地方戏曲旅游产品必
须要与景区主题有效融合起来。”

更重要的是，戏曲进景区不是一个单
向的动作，既不要被短期的经济效益冲昏
头脑，也不能因暂时的冷场而丧失信心，
而要持之以恒地努力。景区为戏曲提供了
一个平台，在不同的时段唱什么样的戏，
都要有长远的规划。

上图：杭州宋城景区内的表演
下图：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古镇景区

内，演员表演平凉市庄浪县传统戏曲。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戏在景中 景融戏里
本报记者 刘发为

阳 光 照 射 ， 树 影
斑驳，岁月的年轮从
这 里 算 起 ； 轻 风 拂
过，掀开这里埋藏的
多少沧桑历史。

土 堆 、 残 基 、 氏
族村落聚集遗址，昭
示着久远的原始人居
地，呼唤着今人来探
究其深远的往事。

站在池湖马岭山
岗上，旁边连绵起伏
的丘陵、山脉，如骏
马 奔 腾 ， 故 有 此 名 。
俯看中间巨大的田野
平地，北溪缓缓地从
中间穿过，将这里一
分两边。

沿 河 两 边 是 村
庄，虽然外观展出新
时代的气象，但从轮
廓 和 留 存 的 古 建 筑
中，却依旧透出古朴
原始的风貌。

这里是闽北光泽
县崇仁乡池湖村的著
名商周文化遗址所在
地。一块新立的国务
院“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牌子立在马岭遗址进口处远远可见，
格外醒目。

池湖村坐落城北 10公里处，是一个远古村
落。

我顺着村旁田野小路走上丘陵般小山上
面，进入马岭遗址的核心区域。马岭遗址是个
普通的山坡丘陵地，一马平川，保护范围6万多
平方米。早在上世纪 20年代，有人在这里挖到
土碗、陶器。50年代到80年代，这里相继发现
了许多文物。1995年 10月，福建省文物考古专
家组发现古墓葬 10处，其中一处是福建迄今为
止发现最大的商周古墓。

这一带出土的陶器和陶片，是以红、黄泥
质陶和灰，黑硬陶为主，品种多，分布广，有
明显的地域特征。根据不同的器物，拍印纹饰
主要有棱形纹饰加条纹饰等，以此判定商周时
期的不同时段，也彰显地域范围和特色，更有
着断代文化的指标意义。

以池湖马岭这里为重点的多处商周文化遗
址，让光泽成为“福建商周大县”。出土的商周
陶器先后有3件被国家博物馆收藏，有400多件
被省博物馆收藏。

伫立在池湖马岭遗址前，目睹这些坑道残
痕、陶土碎片，这是历史久远的印迹，这是人
类文明的符号，让我的心无限感慨和无比敬畏。

池湖马岭也许是一个普通的地方，外观上
与别处没有什么差别。然而这又是一个不普通
的地方。

数千年前，这里曾居住着福建最早的古越
人。它的发掘和出土文物，仿佛让人看到他们
在这里筚路蓝缕，筑巢为室，燧木取火炊事，
制作简单的劳动生产生活工具，进行开荒捕
鱼，开始人类早期的文明方式。他们留下的缕
缕不绝的人类最原始的轨迹，让后人不断沿
袭，不断探索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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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起行囊，开始说走就走的旅行。
大巴车一直把我们送到山下，盘山公路蜿蜒崎

岖，十分险峻，顺着弯弯曲曲的石阶路往上走，很
快，就在路旁杂树丛下，看到了村碑“西厢村”。

“待月西厢下，迎风半户开。隔墙花影动，疑是
玉人来。”我对《西厢记》中的戏文是很熟悉的，但
是这个西厢村不是张生、崔莺莺的“西厢”，而是位
于山东博山、章丘、莱芜三地交界的一个小山村，
始建于明代。清光绪三十年 （1904 年）《刘氏茔田
碑》 载：“我始祖自明初由枣强县迁居章丘县博平
庄……至吾十一世祖一支，当明末清初，入山避
乱，始迁居博山西乡……”以往均载村名为“西
乡”，后演变为“西厢”。

西厢村地处山谷中，群山环抱，盛夏的气温比
山下要低7至8摄氏度，感觉神清气爽。山间小溪欢
快奔腾着，溪水清澈甘洌，由南向北贯穿全村，为
这里的村民提供了丰富的水源。

整个村子都被柿子树、山楂树以及不知名的大
树所覆盖。此起彼伏的鸟鸣和蝉声，好像娓娓讲述
着一个个原生态的故事……

西厢村的房屋建筑多为石头垒砌的老房子，房
屋建筑别有风格，古色古香，大都是依山而建，错
落有致，不像我们平原上，房子都高低划一，整整
齐齐的。原汁原味的石墙，就像是随意堆砌起来，

看着缝隙挺大，却不会透光、透风，我不由深深地
叹服普通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双手。

这里巷道很窄，青灰的颜色，凝重、苍凉，仿
佛把几个世纪的时光都凝固在了这山村的石屋石墙
群中，屋舍毗邻俨然，经过雨水的浸润，石屋石墙
的颜色更加古朴厚重。

走在小巷里，整个人都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
觉：石屋石墙、辘轳老人、质朴的民风、恬静的生
活，处处呈现出一派静谧、质朴的山乡情调，弥漫
着清新和谐的气氛，没有一丝尘世的喧嚣，唯有疏
淡清爽的静谧。

据说这里长寿的老人很多，他们的生活状态很
原始，或许越是这种地方欲望越少，心情越好，也
就是咱们常说的幸福指数越高吧？

可惜的是，村子里有很多房子年久失修，房顶
坍塌，但主体尚好，稍加修葺，便可居住。这里70%
以上的原住村民都已离开，只剩下十几户，其他全
部是“城里人”，那些“新村民”的院落，拾掇得干
净清爽。院墙不时地探出一花枝来，向我们遥遥招
手，似乎在欢迎着我们这些不速之客。

不管你想圆自己的乡村梦，还是找一处可以安
身休闲的栖居之所，在这里，可以静下心来好好感
受大自然，回归心灵深处的悠然。

上图：博山西厢村 来自网络

西厢村 回归心灵深处
单淑芹

这里简朴的窑洞，记载了这位伟
大作家的心路历程，郭家沟是著名作
家路遥的故乡。走进路遥故居，我们
感受到了文化的气息，我们也感到了
历史的沧桑……

这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山村，最鼎
盛时也只有13户农家，60口人丁；这
是一个平平常常的院落，当年没有围
墙，也没有“门楼”，有的只是垴畔上
疯长的葛针和硷坡下细如羊肠的小径。

这几孔窑洞的同侪们早被抛弃，
院子变成了山坡，土炕上长满了黄
蒿。这个人名叫路遥，因了他，这个
小山村名载史册，大放光彩。

我们出了高速，而路遥故居就在
高速出口处不远。看见高速路口山坡
上的路遥故居广告牌，出了高速收费
站后，我毫不犹疑地驶向故居。其
实，故居就在广告牌左手边的山沟当
头 处 ， 我 们 出 高 速 左 转 行 不 到 500
米，再左转穿过高速路就到了。

在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路遥是中
国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其作品影响
了整整两代人。《平凡的世界》被评为

“百年百部文学经典”。
路遥故居位于陕西延川郭家沟

村，距延川县城有 5 公里，在延川到
延安的国道 210 边。这里是路遥伯父
的家，也是路遥自 7 岁时，从清涧父
母家过继给伯父的路遥真正的家。无
论是父母家，还是伯父家，路遥儿时
的生活是备受艰辛的，在他的 《在困
难的日子里》 和 《平凡的世界》 小说
里，都有过深刻的描述。

故居在沟口的崖畔平台上，实在
是简陋之极。故居由两处房子组成。
一处是纪念的，有 7 孔窑，是陈列路
遥作品、播放路遥作品改编的影视剧
室及追思路遥的名人题词陈列室。纪

念室还没有完全陈列好，除了路遥的
主要文学作品收集较全外，其它的室
内都还空置着。一处是有一个简易的
门楼围成的院子，有两孔窑，这是路
遥居住的地方。窑内比较破旧，没有
多少装饰，衣被也是陈旧的，反映出
当时生活的拮据。窑洞墙上有两幅照
片，一张是路遥母亲的，一张是路遥
中学生时代的，应该都是现在才挂上
的。纪念室外的槐树婆娑，栽种的向
日葵花靥可人。居住小院内，一扇石
磨，也许就是路遥家的重要生活资料。

路遥将一生献给了文学创作事
业，他与他的作品呈现了一个时代的
召唤、一代人的向往和心灵慰藉。他
的文学更多的是精神创作，是一种对
宗教般虔诚的精神崇拜，是一种困苦
岁月里人格魅力融汇与包罗的感召和
升华。

“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

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
政治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
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
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
一生。”这是老作家柳青的一段话，路
遥在写 《人生》 时，放到了小说的开
头。

我们即将上车离开，我的心情却
久久不能平静。这里的小院，碾盘，
石凳，农具，生活用具……青绿的环
境，深深地吸引着我，还有路遥的事
迹像电影一样，在我的脑海里回放。
在一个物质喧嚣的时代，路遥给予这
个世界的，不仅是文学巨著，更多的
是一种精神。无论生活在怎样的环境
里，只有通过自己的刻苦学习，加倍
的努力，才能获得不被世人遗忘的成
绩。

下图：游客参观路遥故居
来自网络

探访路遥故居
祁 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