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满运来
月盛斋第六代传承人

笔下龙袍凤蟒 肩上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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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婧

□本报记者 周美玉 文/摄

年过古稀退而不休 坚持传承技艺

今年73岁的满运来是月盛斋第六
代传承人。 他在传承酱烧牛羊肉传统
技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 改进配
方、改良工艺、创新产品，使月盛斋的产
品越来越受市场认可和老百姓的欢迎。
虽然已经年过古稀， 但他退而不休，每
周三到周五都会去生产基地现场指导，
传授技艺。 2008年，他被评为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手工技艺酱烧羊肉传承人，
2009年被授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称号。

户部街马记老号月盛斋于1775年
（清乾隆四十年） 在北京牛街创建， 是
一家专门经营清真酱牛羊肉的老字号。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 为了让老字号后
继有人， 月盛斋培养了新一代接班人，
满运来正式拜第五代传承人马林、 马
玉为师。 回想当年的情景， 满运来不
仅自豪 ， 更感受到了肩膀上的重任 ，
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当好接班人。

满运来告诉记者， 在制作中， 配
料放的要精准， 跟中药抓料似的， 都
要过秤， 月盛斋的工艺精准可见一斑。
在两位师傅口传心授下， 满运来刻苦
认真， 潜心钻研业务， 学会了牛羊肉
的剔骨和选材， 还学会了制作北京烧
鸡、 炸松肉、 白水羊头、 牛肉松以及
香叶鸭等熟制品。

特有的月盛斋酱烧牛羊肉制作技

艺， 配方讲究， 工艺复杂， 还借鉴了
药食同源的传统中医学理论。 这个流
传至今的秘方 ， 经历过数次改进后 ，
酱羊肉不仅味道更加鲜美， 而且具有
了调理脾胃、 补脾肾、 益气血的食疗
功效 。 最终 ， 历经上百年实践摸索 ，
改进的秘方传到了满运来手中。

在酱烧牛羊肉制作上， 满运来严
格遵守着古法的要求 ， 同时他认为 ，
传承不意味着死守， 创新也不是全盘
地颠覆 。 在工艺上 ， 满运来提出了
“物尽其用” 和 “去繁就简” 的理念，
主张把每一个细节做到极致是制作出
好产品的最根本保证。

1987年， 满运来作为新产品研发
小组主要负责人， 提出产品要由 “傻
大黑粗 ” 向 “由粗变细 、 由大变小 、
由小变精” 转变。 就这样， 多味牛肉
粒、 红焖羊蝎子、 红焖牛肉等新品种
诞生了， 并且很快受到了市场的认可
和老百姓的欢迎。 目前， 月盛斋已经
拥有150余种清真产品。 2007年和2008
年 ， 月盛斋 “酱烧牛羊肉制作技艺 ”
分别入选市级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 名 录 。 满 运 来 被 评 为 “ 手 工 技
艺———酱烧羊肉” 的传承人。

作为第六代传承人， 除了让酱烧
牛羊肉制作技艺更好地展现以外， 如
何更好地传承下去， 也是满运来一直

关心的问题。 他总是留心观察身边的
年轻人， 寻找适合的传艺人选。 2016
年中秋前夕 ，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月盛斋酱烧牛羊肉制作技艺” 传承仪
式举行， 满运来与第七代传承人马强、
李广瑞现场签订 《传承协议》。 一如当
年师傅教自己那样， 满运来认认真真
授艺， 从工艺流程到实际操作， 系统
地向两位徒弟传授酱烧牛羊肉技艺 。
协议书中确定了传承的责任和目标 ，
考核结果与待遇挂钩， 确定每年培养
合格技艺人才的指标。

走进位于怀柔区雁栖经济开发区
的月盛斋加工车间， 刚打开煮制间的
门， 肉香就扑鼻而来， 11口能放300公

斤生肉的不锈钢大锅里， 正煮着牛羊
肉。 满运来拿着钩子从锅里捞出一块
牛肉， 给马强、 李广瑞两位徒弟讲解
着怎样辨别火候， 就凭着经验， 用钩
子一钩就知道肉煮的程度是否软烂 ，
再闻香、 辨色， 判断肉是否该出锅了。
对于徒弟们在学习中出现的困惑， 满
运来毫无保留把自己掌握的知识传授
给他们。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非物
质文化遗产， 月盛斋在生产基地设立
了非遗工作室， 两代传承人在这里解
读配方、 钻研工艺， 对产品精雕细琢，
在确保非遗技艺产品口感口味不变的
情况下， 正在对原有产品进行深度挖
掘提升。

孙颖
北京剧装厂总工艺师

从19岁进厂到今年62岁， 孙颖在
剧装厂整整工作了43年， 她曾经为京
剧名家张君秋、 袁世海、 李世济等设
计过 “行头”， 也曾带领团队给影视剧
《大宅门》 设计过全套的服装工艺图，
还为张艺谋导演的歌剧图兰朵设计过
演出服的工艺刺绣图案。

京剧里唯美的服装、 头饰， 行话
叫 “行头”。 在大多数观众眼里， 行头
虽然制作精良但是差异不大， 难道这
还需要设计？ “差不多？ 差距大了去
了 。” 孙颖一边用老式暖壶给记者倒
水， 一边说。 “比如， 梅派的贵妃醉
酒女蟒， 有一圈镶深蓝底色上绣云鹤
的边儿。 那是因为梅兰芳先生是男旦，
以男性的身高和体型演绎女性的婀娜
多姿， 服装上要有 ‘缩’ 的视觉效果。
于是我师傅在设计这套女蟒时， 增加
了单镶深色边的层次。 这与当时其他
演员服装不同， 现在形成了梅派女蟒
的经典式样。” 孙颖一边翻着设计图稿
名录， 一边向记者介绍。 孙颖说， 与
之类似的还有裘盛戎先生在演绎包拯
时所穿的蟒。 裘盛戎先生是常人的身
量， 要想在舞台上表达包大人的威严、
魁梧， 需要在服装上动一些心思， 于
是设计者设计了 “福字行龙蟒”。 “你
看， 这套蟒上， 两肩与下摆都有用金
线绣的繁琐的龙形、 福字、 寿字等花
纹， 这都是为了 ‘提气’， 让人看起来

更尊贵、 更威武。” 在孙颖眼中， 就算
是演绎同一个角色， 演员对服装也各
有特殊要求 “服装就是角儿另一张
脸。” 孙颖常说。

1976年， 孙颖从工艺美术技校织
绣专业毕业， 跟尹元贞、 王敏政等行
业大家学习传统戏装图案设计。 “一
个武将穿的 ‘靠’ 有48片， 除了对称
的部分， 得一片一片的画。 我们有三
个年轻人一起学 。 老师们都挺严格 。
我们仨经常私下交流， 这个问 ‘你今
儿画的怎么样？’ 那个说 ‘不怎么样，
给扔回来了’。 一个剧装图案改五六遍
是常事儿。” 孙颖说， 她画着画着， 开
始有了自己的想法， 师傅们的脸色也
越来越好。 有一次， 老师带着她去看
袁世海先生排戏， 剧院里正在晾戏服。
袁先生正好需要一套新行头， 老师推
荐了孙颖来设计。 经过反复琢磨， 孙
颖拿出了像样的初稿， 得到了老师和
袁先生的认可。 1979年至1982年， 孙
颖为张君秋、 袁世海、 李世济、 刘秀
荣、 赵燕俠、 刘雪涛等京剧名家设计
剧装图案60余件。 1982年， 孙颖考上
大学的工艺绘画系 。 深造毕业之后 ，
她回到了剧装厂， 成为成熟的剧装设
计师。

1997年， 孙颖带着团队为张艺谋
导演的歌剧图兰朵设计舞台服装上的
工艺图案。 这是在舞美服装设计师的

造型图上进行二度创作， 她为了表现
图兰朵公主的高贵， 选用了唐代的纹
样， 用荷花和卷草纹等丰满的纹饰来
装点贵族服饰图案 ； 在设计影视剧
《大宅门》 的服装工艺时， 孙颖团队针
对每一个角色的性格、 命运， 参考史
料来完成工艺图案装饰设计； 在设计
制作新中国成立50周年庆祝活动游行
方队的56个民族游行表演服时， 孙颖
团队更是突破了常规的民族服装色彩
过于单一、 刺绣等制作成本过高、 宽
衣大袖不好起舞等阻碍， 设计出以不
同的质感体现色彩层次、 用更丰富的
服装颜色、 更轻便的款式， 来实现庆
典的欢快气氛。

除了服装之外， 孙颖还带着团队
为故宫博物院、 恭王府、 国家博物馆、
避暑山庄、 首都博物馆等国家级、 省
级博物馆复制绣品文物， 仅负责监制
国家一二级绣品就有200余件。 “给故

宫复制文物时， 只能在故宫里集中看
一两次， 而且时间很短， 有时候还不
让拍照， 我们靠着历史资料和对实物
的记忆 ， 一点点琢磨研究图案设计 、
色彩工艺 、 面料材质 、 刺绣针法等
等。” 孙颖说。

2009年6月， 孙颖被文化部认定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剧装戏具制作
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孙颖在剧装厂的
博物馆里，指着一件皇帝常服说：“这件
皇帝常服是我根据历史资料还原设计，
再由厂里的工匠技师们制作出来的。成
本高、周期长。 这可不是能在影视剧中
经常看到的式样。 ”孙颖说。 作为老国
企，北京剧装厂一直担负着传承传统文
化技艺的责任，同时在市场环境下也在
学会突围。 “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愿意
干这一行，放下功利心，将手艺和国粹
文化传承下去。”孙颖表示，她对剧装的
未来充满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