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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夫不负有心人

贵州武戏进京城

“武戏断裂” 、

“文强武弱” 、“武

戏演员练功苦、机

会少、伤不起” ……

曾占据京剧行当半

壁江山的武戏，现

状却让人担忧，为

缓解当下戏曲舞台

的这一局面， 文化

和旅游部艺术司决

定举办全国净行、

丑行暨武戏展演。

值得一提的是，贵

州京剧院青年演员

杨炳旭、 马红光主

演的京剧折子戏

《白水滩》 实力入

选展演名单。

当 有 人 抱 怨

“武戏演员演出机

会少” 的时候，贵州

京剧院的杨炳旭、

马红光却没有这样

的烦恼。 南明河畔

的方舟戏台， 每日

都有京剧演出，而

贵州京剧院的武戏

演员每天都有机会

上台。 主攻“武生”

的杨炳旭和主攻

“武净” 的马红光

每年仅主演剧目就

近两百场。

“勤奋” 、“能

吃苦 ” ，“肯下功

夫” 是杨炳旭和马

红光收获的人们对

他们的评价， 他俩

都是河南人， 从十

几岁就来到贵州京

剧院。 经过刻苦练

习和大家关心才慢

慢从孩子蜕变成全

国戏曲舞台上的优

秀演员。

拜师张幼麟先生

精学《白水滩》

在《白水滩》中，杨炳旭饰

演的“穆玉玑” 扮相英俊，身段

规范，“棍下场” 顺畅、连贯；马

红光饰演的“青面虎” 摔、翻痛

快，“跺泥” 沉稳；戏中的一大亮

点就是“对打” ，分别手持双刀

与棍的两人， 对打起来十分迅

猛、狠准；马红光持双枪翻出高

难度的“虎跳前扑” ，动作连贯，

技术过硬。 演出现场中，常常赢

得满堂彩。

杨炳旭还记得，2013 年，两

人合作的《白水滩》是跟着录像

学的。 后来去北京学习交流，在

看到别人的现场演出时，体会到

自己与他人的差距，感觉自学还

是行不通。 回到贵阳，两人找到

了贵州京剧院院长侯丹梅寻求

帮助。“当时我告诉他们，你们想

跟谁学我都帮你们联系。 ” 看见

两位孩子认真的态度，贵州京剧

院院长侯丹梅请到了名京剧武

戏表演艺术家张幼麟先生。

于是，二人先后拜在张幼麟

先生门下。 2014 年，二人开始正

式学习《白水滩》，经过一年的

努力， 他们有了脱胎换骨的变

化。 2015 年，两人合作的《白水

滩》正式登台演出，获得了一致

好评。 “《白水滩》这折子戏，我

们在全国绝对是数一数二的。 ”

马红光自信地说。

马红光：“问题少年”

变正能量队长

马红光今年 33 岁， 已是武

角中的资深演员， 主攻武净，曾

演出《白水滩》《打焦赞》《火烧

余洪》《芦花荡》《金沙滩》，先

后扮演了徐世英、焦赞、张飞、杨

延嗣等角色。

在演员队伍中，马红光是演

员队副队长，除了演出、练功，每

天还要负责整理戏码发到工作

群，每月要为所有演员评级。 令

人想不到的是，这位每天积极工

作，充满正能量的队长，曾经是

令院长侯丹梅都头疼的“问题少

年” 。

“红光刚来的时候，总是插

着腰斜眼看人。 ” 院长侯丹梅说，

如果不是因为京剧，马红光很有

可能会成为一个“坏人” 。 曾经

有一次，马红光拿着啤酒瓶去找

院长要求换宿舍，但是，在走进

办公室之前，他将啤酒瓶放在了

门外，据他一年后回忆，如果当

时院长没有答应他的要求，他就

会出门拿起啤酒瓶子砸向院长

的头。

为了将马红光引上正路，侯

丹梅经常与他谈心、 请他吃饭。

在一次长达 5 个半小时的谈心

后，侯丹梅看到了希望。 从此，马

红光就像变了个人，后来，就连

斜眼看人的习惯也改了。

马红光家境并不好，学习武

戏吃了不少苦。 在农村长大的

他，从小是在田地里、沙场中练

习翻、腾、扑、跌、滚、摔等武戏基

本功。 第一次在毯子上练功的

他，觉得像踩棉花一样舒服。 在

河南的时候，马红光需要每天早

上 6点之前翻进院墙去捡塑料瓶

去卖。 因为晚了，就会被清洁工

捡走。 苦尽甘来，马红光靠自己

的努力， 如今已在贵阳结婚生

子，妹妹在贵州读大学，父母也

被接到贵阳住， 一家人其乐融

融。

杨炳旭：16 岁到贵

阳专攻武生

2006 年，杨炳旭从河南省戏

剧学校毕业，刚满 16岁就来到贵

阳， 成为贵州京剧院的一员，专

攻武生。如今，杨炳旭参演了《白

水滩》《蜈蚣岭》《三岔口》《八

大锤》等剧目，成功扮演了十一

郎、武松、任堂惠、陆文龙等武生

角色。他在舞台上扮相俊美、基本

功扎实，赢得观众叫好。

杨炳旭的父母都是豫剧演

员，从小接触戏曲的他，却对父母

的老本行不感兴趣， 喜欢上了

“蹦蹦跳跳”的京剧武戏。 后来，

爱折腾的他考上河南省戏剧学

校。 “在河南， 大家都喜欢看豫

剧，京剧没有市场。 ” 毕业后，杨

炳旭空有一身本事却没有用武之

地。

“哥几个一身功夫别白费

了。 ” 2006年，杨炳旭、马红光等

几人因为贵州京剧院副院长冯冠

博的一句话，从河南来到了贵州。

这一待就是 13年。

杨炳旭自入院以来， 在侯院

长的指导下， 把所有的精力都投

入到业务中， 先后到中国戏曲学

院、上海盖派班等学习。他和搭档

马红光台上台下都在切磋技艺，

在贵州京剧院文武一同练功的规

定下，两人如今不但武的好，文的

也好，能唱能念，演出越来越有戏

了。

如今， 杨炳旭还是贵州京剧

院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会主席。

在业务能力上， 按照师父张幼麟

先生的安排， 杨炳旭现在正在学

习长靠武戏， 未来将带来更多好

戏。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安

排，全国净行、丑行暨武戏展演将

于 11 月 8 日至 14 日在京演出。

马红光和杨炳旭也将带着京剧

《白水滩》参加此次展演。

《白水滩》是京剧传统武戏，

以武生、武花脸为主，是全本《通

天犀》中的一折。 明代豪士徐世

英，绰号青面虎，下山游玩，醉卧

青石板上，被官兵拿获。知府命副

将和自己儿子刘仁杰用重兵押解

入都。徐妹佩珠得报，率众前来劫

救，徐世英砸断手铐，大败官兵。

恰被穆玉玑看见，他不明真相，也

帮助官兵和徐世英搏斗， 徐世英

败； 穆玉玑反因此被官兵诬陷将

要被问斩，徐世英不记前嫌，下山

救穆出险。

在这出好戏中， 马红光饰演

“青面虎” ， 杨炳旭饰演 “穆玉

玑” 。 他们凭借武戏“绝活” ，精

彩对打， 这出戏还曾登上央视青

年京剧晚会、2019 春节戏曲晚会

的舞台。

杨炳旭和马红光说， 在接下

来的半个多月里， 他们将更扎实

地练好京剧武行基本功， 借此机

会好好展现贵州京剧院的风采。

———记贵州京剧院青年武戏演员

作为东方卫视“燃情筑梦，剧献祖国” 第三部

作品的《奔腾年代》日前在京举办开播发布会，导

演徐宗政，编剧王成刚，主演蒋欣、佟大为、赵达等

悉数出席。 该剧是国内首部高铁题材主旋律正剧。

横跨半世纪讲述建国后年轻技术员常汉卿 （佟大

为饰）和战斗英雄金灿烂(蒋欣饰）为新中国电力

机车的研发创新、不断发展，奉献毕生精力的故事。

两个原本八竿子打不着的人，为梦想而一起努力奋

斗，个中故事十分引人期待。

《奔腾年代》 是佟大为和蒋欣的荧屏合作首

秀。 从年轻时一起奉献全部青春给电力机车事业，

到垂暮之年的相伴相依， 两人的 “奔腾式父母爱

情” 完美地将国之重器与温暖感情相结合，使梦想

多一分温情，为爱情注入一股热血。

据悉，为了更贴近角色，佟大为恶补机车相关

知识，蒋欣特地学习了火车驾驶的技巧，其他演员

也做足了相关功课。 剧组全员的努力，为《奔腾年

代》的品质提供了有力保障。

《奔腾年代》东方卫视即将开播。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董容语

东方卫视《奔腾年代》举办发布会

佟大为蒋欣助力

“中国速度”

小棋

由青年导演李珈西执导,并主演兼编剧的电影

《恋恋不舍》已于 10月 18日上映。 日前，影片在广

州举行首映仪式，导演来到现场与观众交流了相关

拍摄故事。 影片探讨了关于爱情、亲情等话题，引起

了现场观众的共鸣。 影片拍摄地在山西，也使用了

一些当地方言，有来自北方的观众表示，故事很真

实，仿佛就发生在自己身边。 导演表示，希望通过这

部影片，观众能把更多的爱献给身边的亲人。

《恋恋不舍》是李珈西导演的第二部电影，改

编自李珈西个人小说《两次恋爱,三次分离》，立足

女性主题，讲述了一位而立之年的女性面对生活中

四种不同角色男性离开的故事。2018年 10月，影片

入围平遥国际影展，并作为“华语新生代” 单元开

幕影片亮相。 同年 12月，李珈西凭借这部影片获得

第十届澳门国际电影节最佳新锐导演奖。 片中关于

“离别伤痛” 的话题引起了许多观众的共鸣，也勾

起了他们的记忆。 其中姥爷的故事是导演生活中的

真实经历，她说拍这部片子也是让亲人以另一种方

式活在自己的记忆里：“我觉得,这些分离有时候会

变成一种记忆，永远留在我们生命当中。 就像现在

我的家人提起姥姥犯的一些错误时还会笑，想起姥

爷对我们说过的话觉得很有感悟……他们可能会

以另一种方式陪我们继续在一起。 ”

聂青

《恋恋不舍》

讲述身边亲情故事

马

红

光

董

容

语

/

摄

马红光演出剧照

杨炳旭演出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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