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亲历：
折叠二胡 吸管“唢呐”

记者见到王建民时， 着实被他络腮的白胡子、 稀
疏的银发和俏皮的爵士帽惊艳到， 用 “仙风道骨” 形
容眼前的他绝不夸张。 然而， 其简历显示， 他出生于
1953年，今年只有64岁。 “你肯定想，这都90岁的人了还
出来乱跑。 哈哈。” 王建民的风趣随性， 只相识三分
钟就显现出来 。 彼时 ， 他的车座下放着一个瘦长盒
子， 里面是一把普通的二胡。 他正要去位于北京市丰
台区的一家工厂完成他的最新发明———“便携式折叠
二胡”。

在工厂里， 王建民与两位工人师傅紧张地打磨零
件， 在二胡上进行焊接。 “这零件做的和图纸要求得
一模一样， 高级得吓人。” 王建民举着一个金属色的
“圈” 对老伙计赵师傅说， 这位赵师傅与王建民合作
已经二十年。 虽然工厂地处偏僻， 厂房破旧， 但生产
出了众多久负盛誉的杂技道具， 其中有多项曾显身于
国际舞台。

两个小时后， 这把体长82厘米的二胡， 在王建民
的设计之下 ， 神奇地变身成只有32厘米的小折叠乐
器， “能放在腰包里或者普通挎包里了。” 王建民一
手举着二胡，一手将其“折”成L型，向记者炫耀， “这
是中国第一把真正意义上的折叠二胡。” 看到自己的
创意实现， 王建民很兴奋， 他又从兜里掏出一根普通
的塑料吸管， 用剪刀剪了几个孔， 转头跟记者说， “想
听什么歌？ 我有更小的乐器。 ”王建民就用这根吸管现
场吹奏了一曲 “塞北的雪”， 塑料吸管的声音和唢呐、
双簧管的声音有几分相似， 而且音准清晰旋律悠扬。

折叠二胡、 吸管 “唢呐” 只是 “小试牛刀”， 在
中国杂技团的练功房里， 陈列着王建民的得意之作，
能在碗中神秘 “开扇” 的顶碗、 能让空竹 “爬” 绳的
可升降中心小台、 大幅度提升普通钻圈表演观感的无
线遥控行走旋转运动地圈、 无需支撑能立起来的三维
翻折折叠爬竿……中国杂技团艺术总监孙力力说 ：
“王建民设计的杂技道具 ， 现在是中国的NUMBER
ONE！”

成长：
罐头盒做放大器 牙膏盖做收音机旋钮

1953年， 王建民出生于北京的一个干部家庭。 小
时候的王建民对机械装置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10岁的
时候， 他动手拆散了家里的钟表， 想方设法又组装了
起来， 父母居然一直都没有发现， 只觉得整点和半点
报时钟声打点的声音有些不对。 “十年以后我才坦白
交代了真相———里面有一个打钟发音的音柱零件被我
掰断了。” 王建民说他十二三岁的时候， 有一次看中
了哥哥新买的工具扳手、 钳子， 但是哥哥却把新工具
锁进了自己的抽屉 。 可这哪里难得倒精灵古怪的弟
弟！ 王建民偷偷用铅笔 “拓” 下钥匙的形状， 用铁片
剪裁出另一把 “钥匙”， 这把复制品真的能打开抽屉
的锁。 怀揣这把钥匙， 王建民悄悄用完扳手， 再把抽
屉锁上， 哥哥一直都没有发现。

上世纪50年代末， 王建民一家举家迁往黑龙江落
户。 王建民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中断了学业。 然而，
这并没有妨碍他在机械、 音乐方面的发展。 随着年龄

的增长和不断琢磨， 他手中的工具越来越多， “手摇
发电机、 矿石收音机、 可以放大照片的放大器、 无线
发送中波振荡器、 视频无线棋盘格发生器、 各种各样
的修理锁头、 修理钟表、 修理电动机、 修理收音机、
电视机的工具、 简单的仪器、 仪表……我都做过， 那
个年代也没有那么多配件和工具， 我记得我做的收音
机的音量旋钮， 其实是牙膏上的塑料旋帽。”

微型电刷电动机和矿石收音机都是无线电爱好者
的入门踏板， 但制作光学放大器绝非易事。 王建民回
忆说， 为了找到放大器上凸透镜， 他想了很多办法，
最后使用了旧的玩具望远镜上的镜片。 他用多个不同
直径的金属罐头盒子套在一起制作成放大器的主体，
在最后一个盒子里安装上灯泡， 在最前面安装了 “凸
透镜”， 最终制作出了可以调整焦距和调整放大倍数
的卧式光源投影照片放大器， 并将这个放大器用于冲
洗照片。 “我那个时候， 还琢磨着要做一辆便携三轮
车， 但苦于凑不起原材料作罢了。”

1970年，王建民插队到黑龙江省肇源县，1971年，王
建民凭借“笛子演奏”的特长考上了县文工团。 在文工
团，他不仅吹笛子，还学习长笛、唢呐、笙以及戏曲打击
乐，同时在机械、无线电上的“奇思妙想”一刻也没有停
止。 “在县文工团时，我作了OCL、O-CL落地式高保真
收、扩音机、大型剧场纵向扩音音响等。 ”

1979年以后， 王建民开始研发用途特殊的乐器，
比如 “双腔唢呐”， 据说一根 “双腔唢呐” 就能吹出
重奏的 “合音效果”。 另外， 王建民逐渐对舞美灯光、
折叠便携道具发生兴趣， 研制过多种便于下乡流动演
出用的折叠便携道具、 人偶合一的舞台表演面具， 以
及动画效果灯等多种舞台灯光特效装置。 “我印象比
较深的有两个， 一个是可折叠的流动舞台。 以前文工
团也有流动舞台， 但是由于采用的是钢链加地锚的固
定方式， 这样的主体结构， 侧向稳定性制约不好， 演
出的时候发生过后倾坍塌。 我设计的这个流动舞台是
分体的 ， 可分为两个小舞台 ， 也可组合成一个大舞
台。 这个舞台采用了三维三角桁架自固结构， 去掉了
地锚和链条， 这样的结构更坚固而且轻便。 另外一个

是一只机械猫头鹰。” 王建民说， 这只猫头鹰被用于
县文工团排演的一部悬疑剧里。 在场景为坟地的一部
戏中 ， 这只机械猫头鹰活灵活现地出现在 “坟头 ”，
不仅眼睛会闪烁诡异的光芒， 还能通过幕后的悬吊和
牵拉装置， 一边啸叫， 一边挥动翅膀， 在漆黑的环境
下， 突然飞进观众厅， 让观众们着实吓了一大跳！

1985年， 我国首部专利法正式实施。 王建民制作
的 “不用电能自动吸尘黑板擦 ”、 “提包式折叠椅 ”
及 “折叠脸盆” 成为首批获得专利的发明。

入行：
凭才华回京进入杂技道具界

1986年， 黑龙江省举办了首届专利优秀作品展，同
时黑龙江舞台美术展览也在哈尔滨举办。 在肇源县文
工团工作的王建民有多个作品同时出现在两个展览
中。 在专利展上，王建民的折叠脸盆等四项作品获奖。
在舞台美术展中，专办单位舞美协会为他开辟了专厅，
展出了他设计制作的嘴眼可动的大头娃娃， 折叠流动
舞台， 还有能够模仿电影效果的流光灯组合。

哈尔滨的一家话剧团邀请他为特定的话剧剧目设
计道具。 “话剧团有个话剧， 叫 ‘黑俊妮告状’， 有
个场景， 主角黑俊妮背着两只鹅。 当时的道具鹅一看
就是假的。 我制作的鹅是能动的， 一边伸头一边张嘴
叫， 配上效果， 观众从感官上会觉得是活的鹅。 我还
给他们做了一只电动鱼， 放地上能蹦起来。” 黑龙江
省话剧团和杂技团同时相中了王建民， 都要将他从县
文工团调到哈尔滨市工作， 两家单位相约谁先办齐调
动手续， 谁就能要到这个人才。 经过一番波折， 1987
年， 王建民来到黑龙江省杂技团工作。

1989年， 哈尔滨举办了冰灯展， 王建民参与制作
了 “西游记系列” 和 “童话世界系列” 冰灯。 用冰制
作的人物内部是机械骨架， 因为有机械的作用， 人偶
孙悟空和妖精可以打斗， 童话世界里的动物能用真的
乐器演奏音乐。 这些人物的机械部分由王建民独自设
计完成。

1994年初， 中国杂技团的工作人员到哈尔滨购买
“顶花盘” 需要的支架， 从而结识了王建民， 看到了
他设计制作的多样道具。 于是， 王建民通过 “特殊人
才引进” 的方式进入了中国杂技团， 回到少小离开的
故乡———北京。

挑战：
新型马戏大棚不仅“减重”还得自动

在中国杂技团， 王建民接受的第一个挑战是设计
大棚。 中国杂技团曾经有过移动大棚的演出经历。 但
是 ， 传统的大棚过于笨重 ， 每次使用都需要人力挖
坑、 立大杆， 不仅运费昂贵， 而且不便， 最终被淘汰
了。 “必须便携， 不便携不实用。” 王建民说， 如何
在便携和安全性两个方面都做到极致， 是移动大棚的
关键 。 “我头发白得快 ， 还谢顶 ， 都和这个大棚有
关 ， 那时候愁得头发都薅没了 。” 老王脱下爵士帽 ，
露出光洁的头顶， 俏皮地说。 1995年， 他其实只有42
岁， 正值壮年。 但老王说， 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服用安
神补脑等药物。 “愁， 太轻不够安全， 太重不便携。
往往是 ， 我出一个方案 ， 交给合作单位来论证安全
性， 还没有论证完我自己就又把它推翻了。 忽而感觉
太重 ， 不实用 ， 安装和拆卸用工用时太多 ； 忽而感
觉， 轻便了不安全， 抗风等级要达到九级以上才行。
就要加大结构的强度， 加强度就得加重， 增加重量就
会在便于携带方面大打折扣！ 于是， 经过了多次推翻
重来， 做了4种不同的款式结构。” 王建民的老伴儿回
忆， 老王经常在厕所里一蹲就一个多小时， 其实是在
思考， “往往是厕所该办的事儿， 最后也没办。”

经过一年多的研究， 移动大棚被生产出来。 老王
说， 这个大棚的卖点是轻便和全自动。 “以前的大棚
是用人工绞盘升棚 ， 我设计的是用一组电动机来升
棚， 就是让大棚自己站起来， 解放人力。” 王建民说，
这组电动机不仅用来立起16米高的两组桁架结构主杆、
升棚， 而且还是升吊舞台灯具框架的动力设备， 一物
多用， 减少设备的运载。 为了减轻移动大棚的整体重

量， 王建民不仅在大棚框架上做足了文章， 还设计超
薄座椅。 “超薄座椅比传统座椅薄一倍， 一共是1400
把， 以前这些座椅能装一个集装箱， 现在半个集装箱
就能装下。” 新大棚比传统大棚轻了二分之一。

全新的移动杂技大棚获得了三项专利———大棚框
架电动升降装置、 插接式组合乐队台和超薄式专用折
叠椅， 这个大棚被广泛用于中国杂技团马戏团全国巡
回演出。 它服役多年， 演出800余场， 为那个阶段中国
杂技团马戏全国巡演立下汗马功劳。

辉煌：
“金小丑”奖的幕后英雄

用 “幕后” 英雄来形容王建民是非常恰当的， 虽
然他本人不为人熟知， 但他研发的各种道具， 却在国
际上享有盛誉。

2004年， 中国杂技团 《十三人顶碗》 节目获得该
团历史上第一个 “金小丑” 奖。 “金小丑” 奖是蒙特
卡洛国际马戏节的最高奖项。 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是
世界最高等级的杂技马戏竞技赛场 ， 被称为杂技界
“奥斯卡”。 在《十三人顶碗》节目中，王建民设计的道具
碗一开场就惊艳全场———碗中有折扇， 能在表演中根
据节奏自动开扇， 这种把 “魔术” 技巧融入杂技艺术
的巧思为 “顶碗” 节目开创了新的表演思路。 “我的
设计理念是， 不求第一求唯一， 不求豪华求绝妙； 避
免似曾相识， 追求前所未有。” 王建民说。

2012年春晚杂技节目 《空山竹语》， 是国内观众所
熟知的节目之一。 《空山竹语》 的核心道具 “高空摆
拐” 也是王建民的专利作品。 节目中， 演员靠双手在
两只 “拐 ” 上支撑倒立 ， “拐 ” 一节一节地衔接攀
升， 最高到达9米。 最惊险的一幕是， 演员不仅仅在
形若翠竹的 “拐” 上仅凭借双手力量做出各种支撑平
衡的高难动作， 而且凭借身体的摇摆动作 ， 令两根
“拐” 大幅度摆动，犹如倒竖在风中细竹之上， 惊险程
度令观众 “揪心”！

其实， 这档节目演员的技巧是传统技艺 “顶拐”，

作为新节目， 最大的 “看点” 就是道具的创新。 “我
用的是暗技术。” 说起自己的作品， 王建民有些得意。
在中国杂技团的一间练功房里， 记者看到了这款名为
“高空拐摆” 的道具———看起来只是简洁的瘦长形机
器， 底部是基座， 上面是两个树枝一样的 “拐”。 在
基座部分， 王建民安装了电机和安全锁扣， “看似是
演员在拐的顶端主导摇摆， 其实他是使不上力气的 ，
只能依靠道具里的电机发挥作用进行大幅度摆动， 他
在顶端保持静止 。 而基座里的锁扣是控制摆动幅度
的， 如果摆起来收不住， 演员在顶端也是呆不住的。”

2012年， 中国杂技团再次受邀参加蒙特卡洛国际
马戏节 。 杂技团决定由两个节目来参赛———《俏花
旦———集体空竹》 和 《圣斗·地圈》。 这两个节目都使
用了王建民专门设计的道具。 尤其是男子团体的表演
节目 《圣斗·地圈》 使用的两个地圈是王建民费尽一
年心血的成果。

传统的钻圈， 是杂技演员通过助跑跳跃， 以各种
高难姿势穿过固定在地面上高低不同的 “地圈”。 现
在看起来， 这个传统节目有些单调和少于变化了。 王
建民的设计重心是 “地圈 ” 动起来 ， 成为一个机器
“演员 ”。 采访中 ， 记者看到了这个 “机器人地圈 ”，
“这个地圈可以自转、 公转， 可以垂直方向转， 是个
无线遥控的机器人， 能自己上台表演。” 王建民介绍，
地圈道具的设计难点有三个： 一是如何把控安全性，
地圈转起来很快， 演员与地圈相撞会发生伤害， 如何
让地圈顺利转动， 撞上演员能自动停止？ 二是地圈是
遥控的， 如果在接收信号中发生些许延迟， 或来自内
在自动开关、 继电器等的谐波干扰， 以及外来无线信
号的外在干扰， 地圈就会误动作， 不听使唤， 搞砸整
场演出， 如何让地圈与演员无缝配合？ 三是地圈如何
适应不同地面环境顺利行走？ 所有问题， 都要绞尽脑
汁， 研究对策， 优选出可靠的解决方案。

王建民设计的两个地圈， 一个叫 “大风轮” 一个
叫 “太极拳 ”， 这组道具是这个节目冲击 “金小丑 ”
奖的关键。 王建民用履带来解决路况的复杂性， 用带
有磁性的钕铁硼将组件与框架联接， 保证地圈转动时
牢固， 发生碰撞后， 圈能迅速脱落避免伤人。

2013年1月， 第37届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组委会传
来喜讯， 中国杂技团选派的 《俏花旦———集体空竹》
和《圣斗·地圈》两个节目再次荣获“金小丑”奖。

在庆功会上， 王建民是坐着轮椅参加的。 因为在
2012年年底， 为杂技剧 《哪吒》 演示道具时， 他不小
心摔坏了腿。 在病床上，他又设计了“三态折叠车”。 在
他的办公室， 记者见到了三态折叠车， 王建民亲自动
手演示， 折叠车可以是一辆能到处走的 “车”， 可以
在几秒钟的时间里变身成 “椅子”， 或者手拉箱， 王
建民坐在自己的发明上， 高兴得像个孩子。

王建民今年64岁了， 记者采访之时， 他早已经超
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 但是王建民在退休后被杂技团
返聘， 至今依然活跃在创作一线。

为何？ 中国杂技团团长张虹道出了原因： 王建民
是一个奇才， 在中国杂技团是不可或缺的， 目前为止
还没有人能够取代。 “为了培养人才， 我们团在扩充
王建民工作室的人员， 而且王老师也在带徒弟， 但创
造发明是需要个人的修为， 目前没有人能够取代他，
我认为他是个国宝级的人物。” 张虹表示， “王建民最
可贵的就是创新永不停步。 随着年龄的增长， 大部人
都会失去对工作的激情， 但是王建民似乎没有受年龄
的影响， 一直在挑战自我。”

王建民在创作中得到满足， 在挑战中战胜年龄，
他的专注、 敬业和初心， 诠释了一个如今炙手可热的
词 “工匠精神”， 而张虹团长的一句 “无以取代” 更是
道破了他的价值。

中国杂技团有王建民是幸运的， 但如何后继有人，
才是新的命题。 在学习知识和技巧之外， 记者认为，
善于于挑战自我、 专注、 敬业的精神， 才是年轻人更
应学习和传承的。

荨月胡和脚踏风铃

【记者手记】

创新如何传承 人才如何延续

在中国杂技团有这样一个人每天琢
磨的就是创新和创造， 虽然他不是杂技
演员， 但是， 中国杂技团每一座奖杯上
都印刻着他的痕迹。 此人就是中国杂技
团的总工程师、 道具设计发明家———王
建民。

迄今为止， 王建民已经有了700多项
发明， 囊括杂技， 马戏、 魔术等相关的
器材、 设备、 道具、 乐器各个方面， 已
申请了数十件专利， 被媒体称之为 “巨
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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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实习记者 李婧

770000项项发发明明助助中中国国杂杂技技频频获获奖奖
““工工匠匠””王王建建民民：：

1994年， 王建民为艺术家金业勤画的粉笔画 杂技《圣斗·地圈》

▲王建民演奏自己设计的乐器 李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