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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子还未开进曲左村，远远地就听到悠扬
的四弦琴声。

曲左村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石屏县北部山区。从县城出发，花了近 3 个小
时，才来到这个彝族同胞聚居的村寨。

走进四弦广场，一座四弦琴雕塑惹人注
目。雕塑下，村里的四弦队正在表演，边弹边
唱，格外热闹。领头的琴手是四弦队副队长阿
进旺，他是已故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阿家文的二
儿子。阿家文一生热爱四弦琴，有着“滇南一
把琴”的雅号，被誉为“国际级的民间艺人”。
为了传承民族文化，阿家文晚年时创办了曲左
村的四弦队。从最初几个人，到现在几十个
人，四弦队越办越红火，曾多次代表哨冲镇和
石屏县去外面演出，拿过不少荣誉。

一生剪不断的琴缘

“小小弦子一块柴，抱在手中搂在怀。衣裳
穿破几十件，生死不放这块柴。”在云南石屏，
流传着这样一首曲子。曲子里唱的这块“柴”，
就是被当地彝族人视为珍宝的四弦琴。

四弦琴，又名月琴，是彝族海菜腔、烟盒
舞、花腰调的主要伴奏乐器。“听到四弦响，脚
杆就发痒。”四弦琴声响起，人们就不由自主地
欢歌乐舞起来。

阿家文 1939 年出生在曲左村，从小就对民
族音乐很感兴趣。他 12 岁开始跟随父亲阿成宝
学习四弦演奏，15 岁跟着村里大人们学唱曲
子、弹弦子。那时没有记录在册的曲谱，也没
有像样的录音工具。阿家文一个音一个音地
记，一个调子一个调子地学，18 岁时已是当地
有名的“四弦王子”。

过去没有别的娱乐活动，农闲时候，村民
们最爱的就是对歌唱曲。“吃火草烟”是彝族青
年独特的恋爱交际活动，不同村寨的年轻男女
相约聚会，吃火草烟，弹琴唱歌，跳烟盒舞。
因为四弦琴弹得好，阿家文经常被邀请去吃火
草烟，给唱歌跳舞的姑娘小伙子们伴奏。

阿家文的妻子普明英就是这样认识他的。
“听了一辈子的琴，他弹的琴是最好的。”今年
83 岁的普明英，回忆起青春时光，忍不住唱了
一段四腔，“我年轻的时候爱唱，现在老了，嗓
子不行了。”

20世纪 80年代，阿家文开始正式学习彝族
民歌海菜腔，并用四弦琴给海菜腔伴奏。海菜
腔、四腔、沙悠腔 （又称山药腔）、五山腔合称

“滇南四大腔”，这四大腔的演奏技法，阿家文
全都掌握了。彝族支系众多，民歌曲调多种多
样，但只要阿家文抱上了四弦琴，就没有他不
会弹的，堪称“活的彝族曲谱集”。除了继承传
统技艺，阿家文还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演奏技
巧。他的指法娴熟流畅，变化无穷，弹奏时非
常注重情感的连贯。

从 1993 年起，阿家文参加了北京、香港等
地举办的 20 多场音乐比赛，精湛的演奏技艺让
海内外观众为之倾倒。2003 年，阿家文的四弦
独奏精选专辑问世。2008 年，阿家文被评为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彝族海菜腔代表性传
承人。

“欣赏阿老师的四弦曲，你要躺着闭着眼睛
听。他的琴声会把你带到山涧龙潭、茂密树
林，会让你想起心上的‘阿妹’，忘了吃饭和睡
觉。”一位四弦师傅这样评价。

制琴手艺后继有人

一把保留着岁月痕迹的红色木琴，琴的顶
端是一个活灵活现的龙头，圆形琴身上雕刻着
精美图案，琴板背后写满了黑色小字，记录着
自己的演艺经历。“这是爷爷30多年前制作的四
弦琴。这把琴的音质很好，跟随他的时间最
长，他参加比赛和演出、录像录音都是用这把
琴。”阿家文的长孙阿志发说，“四弦琴演奏对
琴的音色要求比较高，爷爷觉得自己做的琴才
配得上自己的演奏。”

阿家文 30 来岁开始学习四弦琴制作，直到
35 岁终于做出了自己满意的琴。他制作的琴音
色优美，做工精细，在当地赢得美誉。弹琴大
师也是制琴大师，慕名而来购琴者众多，售卖

四弦琴成为阿家文一家主要的收入来源。制作
一把琴一般需要数月，常常供不应求。

2016年12月，阿家文因病去世。“阿家文老
爷子走了，他们家会做琴的人就没有了。”村里
人的话，让阿志发心里有些刺痛。阿志发一直
跟着爷爷学习制琴，但在爷爷去世前，他还没
来得及掌握制琴的全部工艺。从前每一把琴的
龙头都是阿家文亲自雕刻，并由他定调定弦。

“如果我学不会，不接着做下去的话，我们家的
制琴手艺就这么断了。”阿志发说。

对着爷爷留下来的这把好琴，阿志发潜心
学习龙头雕刻，从早上一坐下来就干到半夜。
第一个像样的龙头，他足足雕了4天。阿家文去
世后半年，阿志发才算是真正掌握了制琴技艺。

阿志发告诉记者，四弦琴的形制源自当地
一个古老的传说：曾经有一条妖龙危害村寨，
一个叫阿龙的青年带领村民战胜了妖龙，并把
它制成了四弦琴。“龙皮做琴面，龙骨做琴杆，
龙筋做琴弦，龙鳞做拨片，龙头做琴头。”阿志

发缓缓抚过手中琴的每一个细节，“每一把琴从
制琴人手里出来都是特别的。”

制作四弦琴工序繁多，在所有材料都准备
好的条件下，一个月也只能做两把，而材料的
准备要比做琴耗费更多时间。在阿志发的制琴
工坊里，一块块圆形面板垒成高高的一垛，这
些都是为制琴准备的材料。“木质太
硬音色就会不好，木材需要晒干压
型，等上整整两年才能正式开始制
作。想做出一把好琴，就要等得
起。”阿志发说。

阿家文做的龙头威严，阿志发
做的龙头张扬。也有人希望阿志发
能照着爷爷的龙头复刻，却被阿志
发拒绝了。“我做的琴也有自己的特
点，别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我们家做
的，但也知道，这是阿志发做的。”

让琴声传得更远

悠悠的琴声响起，阿家文的大
儿子阿进锁为大家演唱彝族有名的

“思念调”。这首歌曾是阿家文的拿
手曲目，唱的是对“阿妹”的思念。

琴声婉转，唱调缠绵，让人回
味无穷。阿进锁的“阿妹”就坐在
对面害羞地笑着。

阿进锁回忆年轻时跟着父亲一
起弹琴的日子，蓝天之下，山野之
中，鸟鸣风响，四弦琴声仿佛跟大
自然融为一体。

民族艺术本就源于生活。随着
社会变迁，吃火草烟等风俗式微，
四弦琴在年轻人中不再流行。“能够
完整弹下整首伴奏曲调的人已经不
多，过去为唱跳伴奏的四弦能省则

省，或者改为播放录音。”阿进锁说。
1993 年，中央民族音乐学院教授田丰在昆

明创办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阿家文被聘为教
员，负责传授彝族民间调子四腔和团乐、杂弦
等。1998 年回到家乡后，阿家文多方筹集经
费，办起了当地第一个彝族四弦演奏传承班，
并成立了村里的四弦队。为了扩大传承，阿家
文打破了过去彝族四弦传男不传女的传统，让
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四弦队。

阿家文收徒的标准很低，只要愿意学，他
都愿意教。他收徒的标准也很高，不诚心学、
不认真学的，都不算是徒弟。阿家文先后授徒
200多人，其中有不少成为优秀的民间艺人。去
年被评为省级非遗传承人的许国勇，就是他的

“关门弟子”之一。
“彝族小伙子会唱会跳，但如果不会弹琴是

要遭人笑话的。”从2000年认识阿家文开始，许
国勇一次次上门求学，狠学苦练之后，直到
2004 年才正式拜师学艺。“老师平时对我们很
好，就像阿爹一样。可是一到教调子的时候，
对学生从来不笑的，弹错一个调子就要挨批
评，每个音都要反复练习到准确为止。”阿家文
教学的严格，许国勇至今记忆犹新。

在阿家文、后宝云、施万恒等老艺人的传
承下，四弦弹奏、海菜腔和烟盒舞，在当地的
受众又逐渐扩大开来。

阿家文虽然不在了，但他一手创办的四弦
队走得越来越远。2017 年，云南省第十届民族
民间歌舞乐展演上，曲左村四弦队表演的 《阿
哥四弦转花乐》 荣获器乐类金奖。阿进锁说，
四弦队还经常受邀去别的民族地区交流切磋。

“我们弹四弦，他们拉马头琴，比一比，谁也不
怯场。”

如今，阿进锁在哨冲镇中心小学担任民族
文化课四弦琴的教学老师。“我教的比较原汁原
味，希望保留民族传统。创新的留给年轻人去
做。”

许国勇也在石屏县文化馆收了不少徒弟。
刚刚过去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许国勇参与
的四弦说唱节目 《猴子掰苞谷》 登上了红河州
的表演舞台。这个节目是云南省唯一入围第十
一届中国曲艺牡丹奖全国曲艺大赛初评的作
品，用歌舞、说唱讲述少数民族地区脱贫致富
的故事。“希望有更多的形式呈现我们的民族艺
术，让它们得到更好的传承。”许国勇说。

100 多平方米的展厅
内，陈列着 40 多幅掐丝
珐琅画作品，包括十二生
肖、盛世九州、青铜器、
陇韵秦腔等多个系列。其
中一幅 《说法图》，是用
3000多米金丝、历时3年
创作而成，画中有人物
95个、瑞兽2只，色彩鲜
艳，栩栩如生。

5 月中旬，李海明珐
琅艺术馆在兰州创意文化
产业园落成。这是甘肃省
掐丝珐琅画代表性传承人
李海明多年心血的汇总。

掐丝珐琅画脱胎于景
泰蓝传统制作技艺，是将珐琅技法移植到画板上的特种绘画，主要材质为仿
金丝及珐琅釉料。它突破了景泰蓝只能附着于铜胎的限制，将珐琅技艺拓展
于平面载体，并使其产生立体效果。

今年58岁的李海明从艺30余年，博采众长，吸纳苏绣、漆画、国画、葫
芦雕等艺术类别的技法，融于掐丝珐琅画创作，发展出排丝、堆丝、花丝、
垒丝、螺旋丝等镶嵌技艺，增强了珐琅画的视觉冲击力。

李海明8岁时回河北老家，看到伯父李凤祥制作景泰蓝器，便对珐琅产生
了浓厚兴趣。除了跟随伯父学习景泰蓝基础工艺，喜爱画画的他又拜师系统
学习工笔画。1997年，李海明开始从事掐丝珐琅画制作。

李海明曾去敦煌莫高窟写生，被壁画铁线细描的功力震撼。在一次次临
摹中，他突发奇想：用景泰蓝工艺描摹敦煌壁画，创新呈现敦煌的艺术瑰
宝。经过长期研究和反复实验，李海明终于攻克了珐琅画釉料易脱落的难
题，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技法，为珐琅画烙上“陇派”文化印记。

掐丝珐琅画有十多道工序，每道工序都是纯手工完成，其中最关键的是
白描、掐丝、着色，分别被誉为掐丝珐琅画的灵魂、骨骼和血肉。

掐丝需要严丝合缝，方寸之间一剪一黏，让金丝附于线稿之上。上色要
在潮湿、带水状态下，把不同颜色的釉料填入金丝空隙里。李海明采用“砂
面挂釉法”，让作品表面呈现沙沙的质感。他在作品中融入粗细不同的丝，利
用丝的形状变化营造出立体生动的效果。

李海明不仅技艺精湛，还善于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让作品具有文化
底蕴和地域特色。他的珐琅画《十二生肖·鼠》融合了剪纸、皮影、唐三彩的
特征；“贵妃醉酒”花旦系列植根于传统戏曲文化，赋予人物新的审美风范和
生活气息；《敦煌·藻井》系列表现了石窟藻井的绚丽典雅；《八十七神仙卷》
规模宏大，人物细腻生动，再现了唐代壁画高超的白描技法。

李海明还把掐丝珐琅画延伸到乐器、镜子、家具、装饰品上，推出一系
列文创产品，让艺术走进生活，走进大众视野。

为了坚持珐琅画创作，李海明曾变卖自家住房来筹措资金。曾经有人出
价600多万元购买他的《敦煌壁画·千手千眼观音》，他却舍不得出手。如今，
这幅画挂在珐琅艺术馆中，能让更多人欣赏珐琅画艺术的魅力。

“我希望这门古老技艺能在年轻人手中不断发扬光大。”李海明说。他开
办了珐琅画民艺传习馆，免费培训全国各地近千名学员，其中有数名聋哑
人。他还与职业院校合作，每年对学生进行专业培训。

李海明刚满20岁的女儿李婕有意承袭父业。李海明从掐丝开始，手把手
地教，并对她严格要求。“父亲坚守了30多年，年轻的我们更应该将这份传统
技艺传承下去，并加以创新，让它得到更多人喜爱。”李婕说。

精美绝伦的阿富汗金王冠、造型别致的伊朗牛形来通、优雅俊美的犍陀
罗佛造像……走进长沙博物馆“从地中海到中国：丝路宝藏——平山郁夫丝
绸之路美术馆藏文物展”，来自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192件 （套） 文物精品展
现在眼前，让人感受到多姿多彩的丝路文化，聆听跨越千年的文明回响。

此次展览由长沙博物馆和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联合主办，分为“文
明海洋——多元文明交汇的地中海”“辉煌河流——两河流域与伊朗地区”

“佛的微笑——东西文化交融的中亚地区”“梦回敦煌——平山郁夫生命中的
艺术信仰”四个单元。展品年代从公元前20世纪延绵至公元8世纪，地域范
围涵盖了从环地中海地区到南亚的17个国家，种类包括希腊彩陶、罗马与波
斯玻璃器、波斯金银器、丝路金银币、中亚织锦、印度佛教造像等，此外还
有部分平山郁夫的敦煌写生作品。

长沙博物馆馆长王立华说，平山郁夫是享誉世界的艺术家，多次遍访丝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创作大量精美作品的同时，收集了许多散落在丝路沿
线的古代文物进行保护和展示。平山郁夫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曾担任中
日友好协会第四任会长，为促进中日友好交流特别是敦煌文物保护做了大量
卓有成效的工作。“长沙博物馆愿以此次展览为开端，加强与日本各城市博物
馆的合作，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贡献。”

展厅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来自阿富汗 （古犍陀罗国所在） 的金王冠。这
件金冠高 7.51厘米，直径 17.5厘米，采用金质橄榄枝叶编制而成，正中镶嵌
了阿富汗北部开采的青金石，其造型、材质均属罕见。橄榄枝象征和平及胜
利，源自古希腊，在西方文化中具有特殊意义。这件犍陀罗地区的金冠，吸
收了希腊艺术的特点，反映了丝绸之路沿线文明的交流与融合。

作为长沙博物馆今年第一个国际交流大展，“丝路宝藏”展自6月13日开
幕以来，吸引了许多观众参观。湖北武汉的陈先生专程赶来湖南长沙看展，
他说：“这个展览在北京展出时我就去看过三次。展览中有很多精品，尤其是
那一批犍陀罗艺术珍品，特别美，百看不厌。”

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至 10 月 18 日。展览期间，还将举办系列专家讲
座、专题导赏、青少年美育体验等活动。

“滇南一把琴”的传承

石屏彝乡 弦歌不辍
本报记者 李茂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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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明：珐琅画再现敦煌盛景
王锦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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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明的掐丝珐琅画作品细节 任 磊摄李海明的掐丝珐琅画作品细节 任 磊摄

公元 3-5 世纪东地中海地区玻璃水壶
动脉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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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家文 （左） 和徒弟许国勇 （右） 弹奏四弦琴。 何其祥摄

伴随阿家文时间最长的四弦琴，琴板背面记录着他的演艺经历。 李曼丽摄

阿志发在做琴。 李曼丽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