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余翠平 文/摄

数十年如一日
默默传承皮影戏

康钢：

12岁起就学唱皮影戏

“我们小时候那会儿， 皮影戏可火了， 农闲的时
候求雨要唱皮影戏， 叫 ‘会影’， 谁家小孩生病好了，
还愿要唱皮影戏， 叫 ‘愿影’， 谁家结婚办喜事， 要唱
皮影戏， 叫 ‘喜影’。” 说到皮影戏， 康钢对记者娓娓
道来。

今年51岁的康钢是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人，
他爷爷唱皮影戏， 有家学渊源的康钢， 从小对皮影戏
就充满了深厚的感情。

皮影戏， 又称 “影子戏” 或 “灯影戏”， 是一种以
兽皮或纸板做成的人物剪影以表演故事的民间戏剧。
表演时， 艺人们在白色幕布后面， 一边操纵影人， 一
边用当地流行的曲调讲述故事， 同时配以打击乐器和
弦乐， 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其流行范围极为广泛， 并
因各地所演的声腔不同而形成多种多样的皮影戏。 据
史书记载， 皮影戏始于西汉， 兴于唐朝， 盛于清代，
元代时期传至西亚和欧洲， 可谓历史悠久， 源远流长。
一套皮影， 一块白布， 夜幕低垂时， 四胡悠悠， 两手
托起千秋将， 灯影照亮万古人。

康钢说， 皮影人的四肢和头部是分别雕成的， 用
线连缀而成，以便表演时活动自如。一个皮影人，要用三
根竹棍操纵，艺人手指灵活，常常玩得观众眼花缭乱。不
仅手上功夫绝妙高超，嘴上还要说、念、打、唱，脚下还要
制动锣鼓。 演皮影的屏幕，是用白纱布做成的。 白纱布
经过鱼油打磨后， 变得挺括透亮。 演出时， 皮影紧贴
屏幕活动， 人影和五彩缤纷的颜色真切动人。

“我12岁就跟着爷爷学唱皮影戏， 那会儿正是上
世纪80年代， 农村没有什么娱乐活动， 一到黑天， 找
一个靠墙的路口， 支起台子， 开始唱， 村里的老老少
少、 男男女女， 欢欢喜喜的， 拿着小板凳就来到台子
前看皮影戏。 唱戏的都是村里的农民， 一般6个人， 生
旦净末丑都有， 爷爷唱生角， 我伴奏， 常常能听到村
民的喝彩声， 别提多开心了。” 康钢笑着回忆。

康钢告诉记者， 皮影戏形象夸张， 人物画稿通常
是民间艺人代代相传的。 这一古老的技艺， 以灵活精
湛的艺术形式， 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表现手法， 以民
间传说、 演义、 神话故事为题材， 颂扬英雄人物事迹、
讽刺社会现实、 弘扬真善美、 鞭笞假丑恶、 传播正能
量， 曾经一度风靡在乡间地头， 给老百姓带来了无穷
无尽的艺术享受。 那会儿在民间乡村城镇， 大大小小
皮影戏班比比皆是， 一乡一市有二三十个皮影班也不
足为奇。 无论逢年过节、 喜庆丰收、 祈福拜神、 嫁娶
宴客、 添丁祝寿， 都少不了搭台唱影。 连本戏 （连续
剧） 要通宵达旦或连演十天半月不止， 一个庙会可出

现几个影班搭台对擂唱影， 热闹非凡。
唱皮影戏对那时候的康钢来说， 是业余爱好， 也

是农闲时间挣钱的营生， 不唱戏时， 他跟着父亲学木
工手艺， 就这样， 一边干木工活， 一边唱皮影戏， 持
续了10余年。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 随着外出打工人员增多和
电视机的普及， 皮影戏在农村的热度渐渐下去了， 来
请唱皮影戏的越来越少， 为了挣钱养家， 康钢只好干
起了木匠活， 这一放下， 就是10年。

“看着皮影戏越来越被冷淡， 我内心是非常痛苦
的， 但我心里对皮影戏的感情从来没消退， 反而随着
时间的流逝越来越浓。 我渐渐明白， 皮影戏对我来说，
不仅是家学， 不仅是爱好， 更是一种刻进血液里的存
在， 能否放下一切， 专心去传承皮影戏的念头， 在我
脑海里久久盘旋……”

抛掉十几年木匠手艺， 刻了上
千件皮影道具

“皮影戏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我从小看着皮影戏
长大的！ 在没有现代化的年代， 皮影戏是最好的文化
传播途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别重要！” 时间进入

2003年、 2004年的时候， 看着皮影戏在农村几乎要销
声匿迹， 在大家纷纷下海创业的时候， 多年盘旋的念
头再一次强烈占据了康钢的思想， 这一次， 他决定抛
掉十几年的木匠手艺， 关起门来一心琢磨刻皮影。

“周围有很多不理解的声音， 做出这样的决定很
难很难， 但我决定听从内心的召唤。” 康钢坚定地说。

说到刻皮影， 这可真是一件需要极大耐心的 “苦
差事”。

“这些皮影用的皮都是驴皮， 这驴皮都是我自己
煮自己晾的……刻不同的图案要用不同的刀， 皮影师

傅的刀也没处买， 要想用着合手都得自己做， 看见这
下面的垫板了吗？ 这可不是木头的， 这是蜂蜡， 蜂蜡
是软的， 不会伤刀头， 这蜡板也是自己做的……” 康
钢告诉记者。

“白天干活养家， 晚上刻皮影。 从那时起， 我不
打扑克与麻将， 电视也叫人搬走了。 一件皮影从选皮
到做好， 总共12道工序， 剪皮、 推皮、 描样、 雕刻、
上色， 一步也不能含糊。 几年后， 我刻成一个影箱，
头茬五百个， 戳子八十个， 片景及道具一千多件， 手
抄影卷一百多卷……”

在康钢做皮影最初的一段时间里， 他的妻子及亲
朋好友都不理解， 说这行养不了家， 劝他找个正经生
意做。 但康钢对自己要做的事很笃定： “我没有太大
的能力做更大的事， 但我能脚踏实地干好这件小事。
因为传承皮影戏这件事， 对我来说， 太重要了。”

中国地域广阔， 各地的皮影都有自己的特色， 但
是皮影的制作程序大多相同， 通常要经过选皮、 制皮、
画稿、 过稿、 镂刻、 敷彩、 发汗熨平、 缀结合成等八
道工序、 手工雕刻3000余刀， 是一个复杂奇妙的过程。
皮影的艺术创意汲取了中国汉代帛画、 画像石、 画像
砖和唐宋寺院壁画的手法与风格。

康钢告诉记者， 刻皮影的一般过程是先将驴皮或
其他兽皮的毛、 血去净， 然后浸泡几天， 使皮革变软，
把毛和肉都刮掉， 放架子抻好， 干了取下来备用； 然
后将各种人物的图谱描绘在上面， 描样常常要随时修
改， 定好样子了再把它放蜡盘上； 用各种型号的刀刻
好， 阴干后上油； 起初用桐油， 如今用清油， 再涂抹
上颜色， 上色时主要使用红、 黄、 青、 绿、 黑等五种
纯色。 绘画染色讲究女性发饰及衣饰多以花、 草、 云、
凤等纹样为图案， 男性则用龙、 虎、 水、 云等纹样为
图案。 忠良人物为五分面， 反面人物为七分面。 人物
造型与戏剧人物一样， 生、 旦、 净、 丑角色齐全。 制

成的皮影高的达55厘米， 低的有10厘米左右。 整个过
程下来， 一身皮影要十几天才能做好。

“皮影道具都是非常精细的， 比如椅子， 就有龙
椅、虎椅、花椅、官椅、石椅等很多种，王侯将相戴的帽
子、 穿的衣服、 脸部表情更是各不相同的，都要专门制
作， 这需要非常有耐力， 说到底， 能够坚持刻下来，
还是因为我对皮影戏的热爱。” 康钢对记者说。

千辛万苦成立皮影艺术团

在专心刻皮影的同时， 康钢就想着一定要让刻好
的皮影在屏幕上活灵活现起来， 变成生动有趣的皮影
戏， 于是他开始深入农村， 走访皮影戏艺人。 然而让
康钢没有想到的是， 当时他走访了阿鲁科尔沁旗每个
乡村， 竟然找不到一个能演出的人！

“很多老艺人已经去世，健在的也都80多岁了。阿旗
没有影匠，我就去附近的左旗去请。 我当时只有一个念
头，不管再难，我也要把老艺人召集起来，组建艺术团。 ”

功夫不负有心人， 长日的奔波 ， 终于在2009年 ，
康钢组建起了阿旗皮影艺术团， 不过表演艺人年龄平
均是70岁！ 然后康钢开始挨着村子去走访， 希望为村
民表演皮影戏， 这个过程也是费尽周折。

“我专门买了流动演出车， 跑遍了北五旗县， 跟
各村商量演皮影戏。 在农村走访时， 我发现大部分村
子里就剩下了老人和孩子，到村子里去演，来观看的基
本就是老人和孩子，老人对皮影戏有一种深切的爱 ，而
孩子则是因为好奇被吸引来的。 不管怎样，看到久违的
皮影戏又出现在了乡间村头， 看到老人孩子脸上的笑
容， 那一刻， 我觉得之前再多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康钢说， 那时演出一场三百块钱， 六个人分， 刨
去汽车油费， 工具费， 几乎是倒贴钱在做， 还不如要
饭的。 说起皮影戏行当的落寞， 康钢言语中透露着无
奈和惋惜。

为了维持生计， 康钢在没有演出的日子里就回家
务农， 顺便卖一些皮影、 剪纸工艺品， 多少有点收入
能维持生计。

改编传统剧目适应新的潮流
康钢说， 皮影戏的演出， 有历史演义戏、 民间传

说戏、 武侠公案戏、 爱情故事戏、 神话寓言戏、 时装
现代戏等。 常见的传统剧目有白蛇传、 拾玉镯、 秦香
莲、牛郎织女、杨家将、岳飞传、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
记等。 在演出的过程中， 康钢还在不断调整影卷并改
编新戏， 将传统十余天的演出缩减到四五个小时。

“为了更适宜演出， 我将皮影戏的长篇剧目进行

了浓缩， 一般一场演出几个小时， 演一个小故事， 不
像以前那样， 一部作品连着演十天半个月都演不完，
这年头这么长的戏没人有耐心看完呀。”

2011年11月27日， 总部位于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宣布， 正在巴厘岛举行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
府间委员会第6届会议正式决定把中国皮影戏列入 “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这个消息对康钢来
说， 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喜讯， 让苦苦支撑皮影戏演出
的他， 有了无穷的动力。

从2009年到2014年， 康钢在老家的农村坚持演了5
年， 这5年里， 每年演出60多场， 由于演出报酬有限，
剧团的艺人都是兼职， 有戏演了就过来， 没戏演的时
候就回家种地或打临工。

“说实话， 在电视、 电影、 电脑、 手机等通讯电
子设备越来越普及的当下， 坚持皮影戏的演出是很艰
难的， 但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文化遗产， 不能就这样消
亡了。 走进村子里演出， 看到老人动情地观看， 看到
孩子们被皮影戏逗得哈哈大笑， 而且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开始关注皮影戏， 想到能用中国传统的文化形式，
为老百姓带去快乐， 又觉得我们的坚守是有意义的。”
康钢动情地说。

默默坚守在非遗传承的路上

2014年， 接到北京昌平农业嘉年华的邀请， 康钢
作为内蒙古赤峰阿鲁科尔沁旗非物质文化遗产驴皮影
的传承人 ， 被活动组委会特邀来北京展示皮影雕
刻制作技艺。 在这里， 他和阿旗皮影艺术团开始了新
的征程。

在昌平农业嘉年华， 康钢和他的阿旗皮影艺术团
每天表演三四场皮影戏， 一连演了两个多月， 深受游
客喜欢。 “看到那么多游客在津津有味观看我们的演
出， 那是一种莫大的成就感。 让我们觉得自己的坚持
是有意义的，是的，我们给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带来了欢
乐。 ”康钢自豪地说。

此后， 康钢和他的阿旗皮影艺术团走上了全国巡
演之路， 贵阳、 南京、 武汉、 山东、 洛阳……只要有
演出的机会， 康钢一定会带着剧团去表演。

在演出的间歇， 康钢还是在不断刻皮影道具， 还
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创新剧目， “每天四五个小时的皮
影戏演出，还是非常长的，后来我就创新成每场30分钟，
演一个小故事，像武松打虎、火焰山、盘丝洞、 司马光砸
缸、 哪吒闹海等戏， 正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欢迎。”

“虽然电影现在比较火， 但是由于皮影戏中的车
船马轿、奇妖怪兽都能上场，飞天入地、隐身变形、喷烟
吐火、劈山倒海都能表现，还能配以各种皮影特技操作

和声光效果， 所以演出大型神话剧的奇幻场面之绝，
皮影戏还是非常让人震撼的。” 康钢自豪地对记者说。

在演出的间歇， 康钢还到石景山几所学校， 教孩
子们演皮影戏， 他创作的新剧目 《熊出没》、 《北京的
金山上》、 《武松打虎》 等都非常受孩子们青睐。

2018年10月份， 康钢来到了房山攀天红文创园 ，
填补了房山皮影戏的空白， “接下来， 我们准备一段
时间进房山的街区、 社区， 开展皮影戏演出， 让更多
北京人能够欣赏到精彩的皮影戏演出。”

今年过年期间的正月初一到正月初六， 康钢和他
的皮影艺术团来到海淀区龙泉寺， 在庙会上连续演了
六天的皮影戏； 从正月十三起， 又到洛阳栾川县下面
一个村子， 连续演了4天皮影戏……以这样一种全国流
动的方式， 康钢默默坚守在皮影戏非遗传承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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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爷爷表演皮影戏， 受家学影响， 他12岁学唱 “皮影戏”； 上世纪90年代皮影戏遇
冷， 为了谋生他干起木匠活； 不忍皮影戏没落， 十年后他放下一切， 专门琢磨刻皮影，
皮影各类道具刻了上千件； 他还专门成立了阿旗皮影艺术团， 表演艺人年龄平均有70岁；
为了皮影戏的传承， 他和艺术团成员全国范围内奔波演出； 他多次应邀参加国内大型文
化活动并获奖， 被文化部相关部门授于 “弘扬传统文化、 热心公益事业” 先进个人， 其
作品被国家相关部门及国外相关机构收藏， 他就是赤峰市级皮影戏代表性传承人、 赤峰
市阿旗皮影艺术团团长———康钢。

来回走了很远， 长达数小时的倾听， 皮影
传人康钢的采访终于划上圆满的句号， 看着那
些栩栩如生的皮影道具在屏幕上惟妙惟肖被表
演着， 记者说不出的兴奋。 有很多像皮影戏这
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正在日新月异的社会里
经受着艰难的生存考验， 而像康钢这样的传承
人， 那种几十年如一日专注创新和传承的热忱，
让人感动。

康钢对皮影戏有一种深入骨髓的爱， 他说，
解放前中国人能念书的人很少， 大多数不念书
的人从小就喜欢听皮影戏， 学人生道理。 皮影
戏的故事主要都是讲忠孝节义， 里面有很多传
统文化的精髓， 值得今人学习。

“我作为皮影戏代表性传承人， 为了传承
发扬皮影戏吃了很多苦，但是传承需要精神！ 我
会坚定不移的继续努力！为传承皮影戏的传统文
化做更大的贡献！” 康钢充满深情地对记者说。

康钢说他要把皮影戏一直演下去， 他还计
划在有生之年尽可能抄更多影卷，并且至少做出
两个箱子，将来他要把这些东西传给热爱皮影的
后人们。让优秀的皮影戏非遗文化能够代代传承
下去， 是他最大的心愿， 也是最大的梦想。

记者手记：

让皮影戏
能够代代传承下去

康钢在研究皮影

康钢和他创作的皮影康钢在表演皮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