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多彩贵州文创园内一场

特殊的比赛在安静地展开。 为什么

说“安静” 呢？ 因为手工艺人们在

做刺绣、银器的锻造。 一针一线，皆

体现了心的造诣。

上午十点开始，这边厢，来自

黄平、水城、绥阳、册亨、台江、雷山

和凯里的刺绣非遗传承人们，便拿

出了平时习惯的针线开始绣起来。

另一个场馆内，银饰的锻造也进行

得如火如荼。

大厅内， 绣娘们面前的桌上，

绣片、蜡染一字排开，松桃的破线

绣用蚕丝，艳丽的亮红色、雅致的

深紫色绣出孩童模样，被人订制成

靠垫； 台江的银丝绣架势最大，大

框装着半成品，展示制作过程。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来自丹寨

的皮而付。 她本身会做破线绣，这

次要比赛的，是一个蝴蝶图案。 作

为一个非遗传承人，皮而付带来了

自己家收藏的老绣片、 老蜡染数

张， 在各位绣娘当中显得尤为突

出。 原来，皮而付是一位生意人，早

在十多年前，她就和爱人走遍了大

江南北，收集了很多“好东西” 。

杨光宾擅长纯银雕刻。 他是第

一批国家级传承人，现在在雷山县

博物馆里面还有专门的店铺。 比赛

当天， 他表演了在纯银上雕花样，

这在手工艺人里可不多见。 杨光宾

说，自己做的现代感饰品都卖到了

一线城市的设计师品牌店，搭配流

行的宽裙大袍， 很受都市女性欢

迎。 他做的鱼尤其好看。 掐丝工艺

做的吊坠， 是几条灵动的大鱼，尤

其惹人喜欢。

本报记者 陈玲 李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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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刀山、纸上飞仙、绝技之花、

内功断钢丝、人体放鞭炮、滚山珠、

高台舞狮等平日看不到的绝技绝活

让人叹为观止。

“人体放鞭炮、断钢丝等民间

绝活很少见了，传承人很不容易。 ”

现场一位 60多岁的老人发出感慨，

他曾学过人体放鞭炮这个绝活，这

技能学起来不容易，做起来更难。

黄平县的人体放鞭炮非遗传承

人吴定玺介绍说，这是他们逢年过

节时娱乐庆祝的一种方式。 因年代

久远，吴定玺也不知道是从哪一个

朝代就开始，只记得自己爷爷的爷

爷那一辈以前就有。

“最难的是传承人必须有武术

功底。 ” 吴定玺告诉记者，这项绝活

是将鞭炮绑在手臂上，用内力聚集

到手臂肌肉处，利用肌肉的弹性，将

爆炸的鞭炮弹离身体。 吴定玺向众

人展示了自己绑着鞭炮的手臂，上

面没有一丝爆炸的伤痕。

“现在寨子里基本没人会，传

承比较难。 ” 吴定玺说，在 2018 年

的春晚，他们还亮相黔东南分会场，

大家都感觉到很自豪，他现在带着

20 多人的队伍在传承这一绝活，希

望以后能够“后继有人” 。

此外，吴定玺还嘱咐现场观众：

“大家切勿模仿， 这种绝活的危险

系数比较高。 ”

本报记者 陈玲 李韵 /文图

非遗周末聚 上演绝技专场

变人戏、人体放鞭炮、上刀山、纸上飞仙等赢得满堂彩

本报讯 昨日， 一场简约而特

别的生日派对在贵州森林野生动

物园上演。 在游客们关注的目光

中，该园的两个“大明星” ———大

熊猫双胞胎姐妹和美、和琪度过了

它们 7 岁的生日。 独具特色的“冰

镇蛋糕” ，成为姐妹俩的生日大餐。

早在几天前， 园方开始为俩姐

妹的生日蛋糕做准备。经集思广益，

决定给它们制作冰镇蛋糕， 一共做

两个，用小饭盆当模具，每个蛋糕分

为三层，从上往下依次为苹果层、竹

叶层和窝窝头层， 喂食的时候用簸

箕盛装。

上午 11 时 30 分， 饲养员唐浩

元把冰镇蛋糕放到熊猫馆前方草坪

的栖架上，然后打开笼门，姐妹俩慢

悠悠地从屋里走向了活动区域。 它

们边走边闻， 很快就闻到了香甜的

蛋糕味，便加速来到栖架下。只见它

们站起身来， 不断顶装有冰镇蛋糕

的簸箕。 几分钟后，簸箕被掀翻，掉

到了草坪上。姐妹俩立即上前，用嘴

舔冰镇蛋糕， 随后便津津有味地吃

了起来。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看着两只萌态可掬的大熊猫，

护栏外的小朋友们唱起了生日歌。

据了解，和美、和琪这对双胞胎

雌性大熊猫，2011 年 8 月 12 日降

生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2015 年 9 月，通过飞机运输，贵州

森林野生动物园把它们从成都引进

到贵阳。

据介绍，给熊猫姐妹花过生日

活动，是贵州森林野生动物园 2018

年《熊猫讲堂》科普宣讲公益活动

的主要内容之一。 截至 8 月 12 日

下午 16 时， 由贵州森林野生动物

园、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成

都大熊猫保护研究会和成都大熊

猫繁育研究基金会共同主办的《熊

猫讲堂》圆满落幕。

（本报记者 曾秦）

冰镇蛋糕为

熊猫姐妹庆生

《熊猫讲堂》 科普宣讲公

益活动

享用冰镇蛋糕

8月 11日至 12日，2018多彩贵州文化艺术节非遗周末聚集中展演活动

在多彩贵州风景眼文创园举行。 侗族大歌、锦鸡舞、布依族八音坐唱等近 30

项国家级非遗和部分优秀省级非遗项目，以优秀节目展演、地方戏展演、绝

技绝活展演、银饰苗绣展销和“比拼”四个专场呈现出来。

8 月 11 日，多彩贵州文创园内的舞台区，来自贵州省黔剧团和贵州 9

个市、县的地方戏节目惊艳亮相。其中，地方戏专场的彝族撮泰吉、木偶戏、

傩戏、地戏、黔剧、布依戏、侗戏纷纷登场。 8 月 12 日，人体放鞭炮、上刀山

等绝技绝活的专场秀让人叹为观止……

“第一次这么集中地欣赏各个

地方的戏剧，简直让人惊喜，比如

彝族撮泰吉、布依戏这些我都是第

一次看，很有意思！ ” 来自清镇的杨

女士表示偶遇一出好戏，让人大饱

眼福。

舞台上，手柱木棍、头戴尖尖

帽、面戴古老面具的演员刚上场便

吸引住全场的目光。 这是国家首个

收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仅存

于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板底

乡的“撮泰吉” ，又称“变人戏” ，主

要反映彝族迁徙、农耕、繁衍的历

史，与古代中原地区流行驱鬼逐疫

的大傩有大致相同的内涵。

节目中，一名戴着有长长的花

白胡须的古老面具的演员饰演

1700岁的彝族老爷爷，面戴“猴脸

鼠牙” 面具的演员扮演“非人类” 。

“非人类” 跟随彝族老爷爷，

祭天地请出由同样带着神秘面具

的“山神” ，祈求种子、神牛和平

安。 而饰演“山神” 的文远是非遗

传承人的儿子，也是唯一能扮演山

神的继承者， 在 2019 年的大年初

三，他们乡将举行继承仪式，完成

这一“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

的古老传承。

“变人戏”的神秘魅力

与神秘的撮泰吉不同，12 个身

穿大红彩色花纹戏服，手拿牛角、师

刀的演员一开嗓就让人移不开眼。

这是来自德江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傩戏，号称“中国戏剧活

化石” 。

据傩戏非遗传承人安永柏介

绍， 傩戏是原始巫祭活动融合民间

歌舞艺术而成，驱邪纳吉、酬神娱

人。“8分钟 8个内容。 ” 说到节目

表演，安永柏说这是今天的亮点，他

们为了让大家见到更多的内容，把

开坛、捕罗下网、地盘神、土地神、开

山猛将等 8个内容融合缩短到 8 分

钟呈现给大家，而这些内容中，正常

情况下，光“开坛” 就要 3个小时才

演绎结束。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安永柏最自豪的是，自己曾带

着队伍，把傩戏唱到了美国、日本、

法国、德国和韩国，让世人见识东方

艺术。 “我的三个儿子今天也参与

表演了，以后就靠他们把傩戏传承

下去。 ”安永柏自豪地说。

舞台上的“戏剧活化石”

人体放鞭炮秀“内力”

◎相关链接

展演现场

非遗能手 技艺大比拼

变人戏“撮泰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