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洪州》侯丹梅饰穆桂英

↑京剧“关派” 代表剧目

《铁弓缘》， 侯丹梅饰陈秀英。

该角色集花旦、花衫、青衣、小

生、武生五个行当于一体，极具

“关派”艺术特色。

政府支持、 创新机制与倾力出精品

出人才， 使贵州京剧院攒了名气也赢了

市场，演出场次不断提高，近两年更是出

现了飞跃。据该院统计的一组数据显示：

该院全年演出场次从改制初期的几十

场， 增长至 2016 年 217 场、2017 年 494

场，2018年达到 590 场，2019 年 595 场，

其中 2018 年在方舟戏台的演出就占了

近 360场，创下了被称为“京剧大码头”

的京津沪汉等城市的专业京剧院团都艳

羡的演出奇迹。

“在全国的京剧院团都在因演出机

会太少而忧虑的情况下， 贵州京剧院创

下这样的演出场次令人吃惊。 在贵州这

个京剧并不发达的省份， 这样的成绩靠

的是他们不懈的奋斗和贵州地方政府的

支持。 ” 中国戏曲学院教授、京剧名家张

关正感慨地说。

今年因为疫情影响， 使贵州京剧院

的一些计划被推迟，复工复演后，各项计

划已在紧锣密鼓地实施中。 据侯丹梅介

绍，今年，京剧院将继续开拓演出市场，

开展多种惠民活动，第四届“贵阳票友

艺术节” 也在计划进行，并根据今年的

特殊情况增加“云演出”形式；继续文旅

融合，与市旅文集团下属景区、旅游公司

联合打造旅游精品线路，让戏曲进景区，

将更多的游客留在贵阳； 继续开展戏曲

进校园、进乡村活动，积极搭建“研学教

育基地” ， 为中小学生综合素质教育提

供校外课堂； 完成现实题材大型新编现

代京剧《绣娘阿彩》（暂定名）的排演以

及国家重点文化工程京剧影片的拍摄；

在今年 10月携剧目《王阳明龙场悟道》

参加第九届中国京剧艺术节等等。

听到贵阳日报传媒集团即将迎来

40 岁生日的消息， 侯丹梅充满感情地

说：“我从艺 40 多年，1986 年从大连京

剧团回到家乡，与贵州京剧院一起成长，

其间得到贵阳日报传媒集团一直以来的

关注与支持，希望传媒集团的未来更好。

有政府及社会各方的支持， 有大家共同

的努力， 相信贵州京剧事业的未来也将

更好。 ”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赵红薇

贵州京剧院祝贺《贵阳晚报》创刊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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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贵州文化形象

———访全国省级重点院团贵州京剧院

5 月 22 日，中午一点，贵州京剧院排练厅。随着一声“时间到！” 一队青年演员踏着鼓点，鱼贯绕场热身之后，龙腾虎跃、翻爬滚打、刀

挥剑舞……排练厅里热气腾腾，一招一式看得人眼花缭乱。

“长期以来，我们每天的练功都是雷打不动的，今年因为疫情影响，3 月中旬开始复工，大家都憋着一股劲，希望各方面赶紧回到最

佳状态。 ” 贵州京剧院副院长张明玮说。

从排练厅里呈现的活力、演员们投入的状态，记者看到了这个名动四方的京剧院成功的由来。

回溯成立于 1958 年的贵州京剧院有

限责任公司（原贵阳市京剧团）60 余年的

历史，其发展之路有声有色。

2005年， 成绩引人注目的贵阳市京剧

团通过了文化和旅游部（原文化部）的评估

验收，被授予“全国省级重点院团” ，升级为

贵阳市京剧院；2009年，贵州省京剧团和贵

阳市京剧院实行合并整改，组建了贵州京剧

院， 并成为全省率先改革的专业艺术院团，

由此辐射带动起全省艺术院团的改革。

2011年 12月又转企改制为贵州京剧院有

限责任公司，2019 年 4 月重组加入贵阳市

旅游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记者在多次采访贵州京剧院后看到，

该院以创新的工作体制和机制，不断增强

自身活力，努力多出戏、出人、出效益。

多年来，贵州京剧院坚持原创，打磨

精品,继 1988 年创演的《明月清风》参加

文化部主办的全国京剧汇演获 “新剧目

奖” 、1994 年新编历史剧《范仲淹》获中

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2004 年《巾帼红

玉》获第十一届“文华新剧目奖” 之后，该

院加大了创作力度，平均两年出一部精品

大戏，在高端平台上频频亮相，多个原创

优秀剧目共获得 30余项国内外大奖：

创作于 2006 年的大型现代京剧 《布

依女人》， 短短两年间剧本就改了 9 次，

2008 年获得文化部颁发的 “国家舞台艺

术精品工程剧目提名奖” 。

创排于 2011 年 6 月的大型新编历史

京剧《鱼玄机》，当年 11 月入选第六届中

国京剧艺术节并获得优秀奖；2012 年 1 月

又在央视“空中剧院” 的“第六届中国京

剧节剧目选播” 中向全国观众展示了贵州

京剧的风采。

2014年 5月，该院创排的大型历史京

剧《黔人李端棻》在筑进行汇报演出，随

即入选贵州省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

个一工程” 获奖作品；2014 年 5 月 25 日

至 27 日，《黔人李端棻》在北京中国戏曲

学院大剧场连续三天展演，中央电视台戏

曲频道“戏曲采风” 栏目对该剧进行了全

程专访，并于 6 月 7 日、8 日在该频道连续

播出；2014年 11 月，该剧作为全国第七届

京剧艺术节参演剧目在天津中国大戏院

演出两场， 引人注目；2015 年 6 月深圳市

第三届戏曲名剧名家展演上，又受邀演出

两场《黔人李端棻》；2016 年 7 月，该剧获

得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

之后，又通过了文华大奖初评。

首演于 2018 年 8 月的大型原创新编

历史京剧《王阳明龙场悟道》也先后获贵

州省文艺奖、贵州省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

设“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

精品大剧迭出也造就了一批优秀的

人才，贵州京剧院余派老生曹剑文曾获第

四届中国戏剧节“优秀主演奖” 、文化部

“文华表演奖” ；而关派传人、院长侯丹梅

更是在高端平台上连获大奖：曾获中央电

视台全国青年京剧演员大奖赛最佳表演

奖、中国戏剧第十届“梅花奖” 、第三届中

国京剧艺术节“优秀表演奖” 、上海白玉

兰戏剧表演奖等大奖、 两度荣获 “文华

奖” 等。

舞台上，除了侯丹梅、曹剑文等艺术

家的表演光彩照人，2006 年以来先后引进

的冯冠博、张明玮、刘静怡、马红光、杨炳

旭、李俊博、范玉、张超、詹志凯、黄海舟、

刘双波、贾国林、李晨阳、李冉等优秀专业

人才，也相继在舞台上崭露头角。 冯冠博、

马红光、杨炳旭、李俊博、范玉等曾多次参

加全国各项京剧大赛并获奖，壮大了京剧

院的业务实力。 目前，剧院行当齐全、阵容

整齐，常演的大型京剧剧目 40 余台，经典

京剧折子戏 100 余台。 多次受邀出访欧、

美、澳多个国家，受到文化和旅游部及当

地观众的高度评价。

对于国粹的弘扬，还在于用更

多的方式留住其魅力。 2015 年 11

月，我市在对大型现代京剧《布依

女人》 进一步的修改打磨之后，将

之投拍为国内第一部布依题材的

同名京剧电影。 贵州京剧院为此多

次研讨、筹划，邀请国内著名导演、

演员组成电影团队阵容，使该片成

为我省继上世纪 70 年代京剧电影

《苗岭风雷》之后的又一力作。

2017 年 4 月， 侯丹梅代表作

《铁弓缘》入选成为文化和旅游部

第一批 “像音像” 工程的优秀剧

目。 应广大观众要求，《铁弓缘》已

在央视数次重播，在戏曲界和社会

上产生了良好反响。

2017年 12 月， 贵州京剧院传

统剧目 《女杀四门》 再一次进入

“像音像” 录制。 2018 年 4 月 19

日， 中央电视台 11 套栏目在黄金

时段播出了《女杀四门》，同样好

评如潮，贵州京剧院的声誉在全国

得到更高的提升。

2018 年 10 月，侯丹梅的“关

派” 名剧《战洪州》、“王派” 经典

《红鬃烈马》， 又赴天津像音像基

地进行录制。

继电影《布依女人》拍摄 4 年

后，2018 年 5 月 11 日， 由贵州京

剧院、天津滨海国际影业有限公司

联合出品、拍摄的京剧电影《豪杰

居》（原名《铁弓缘》），又在天津

电影艺术中心开机。 而电影《布依

女人》 在 2019 年更是喜报连连：

在 2019 年 4 月获第二十六届北京

大学生电影节特别单元组委会

“特别推荐奖” 、 并获得国家电影

局 2019 年度电影精品专项资金资

助之后，10 月荣获第二届中国戏

曲电影展 “十佳优秀戏曲电影”

奖，11 月又获第 28 届中国金鸡百

花电影节暨第 32 届中国电影金鸡

奖“最佳戏曲片” 提名奖，很令我

省文艺界振奋。

不仅在艺术生产上狠下功

夫，在培养观众、传承国粹上，贵

州京剧院更是做出了创新之举：

从 2014 年初开始， 联合我市 15

家业余戏曲团体， 为广大戏曲爱

好者搭建起一个集兴趣培养、学

习、 教授、 演出为一体的文艺平

台———“戏聚星期五” 。 由贵州京

剧院每周五下午为戏迷票友免费

提供活动场地、设施设备，京剧院

专业乐队伴奏， 戏迷票友与专业

演员共同学习、交流、演出。

活动创办 6 年来， 共举办了

200余期，会员超过 800

人。 其中年龄最大的已

是耄耋老人， 年龄最小

的还是 6岁孩童。 如今

“戏聚星期五” 已成

为传承传统文化的

精品名片，是我市公共文化服务的

品牌，也是全国知名的公益平台。

继 2017、2018 年夏天， 贵州

京剧院连续举办两届 “戏聚星期

五” 全国京剧票友公益演唱会，每

一届都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包括

台湾、 香港的数百名戏迷票友参

加。 2019年 7月，第三届票友演唱

会升级成为 “贵阳国际票友艺术

节” ，来自省内、全国各地及海外

的 230 余名京剧票友及众多热心

观众在这里以戏会友。“像贵州京

剧院这样纯公益性、 完全免费为

票友开放的，全国绝无仅有！ ” 票

友们盛赞这个活动。

“戏聚星期五” 让更多的戏

曲爱好者获得了参与、 展示的机

会， 而贵州京剧院与方舟戏台的

合作又使专业京剧演员获得更多

的展示、锻炼机会，同时也让戏迷

有更多的好戏看。 自 2016年 9月

8 日贵州京剧院在方舟戏台正式

开唱以来，在每年的 365 天中，演

员天天有戏演，观众天天有戏看。

同时，为让更多的群体了解、

热爱传统文化， 贵州京剧院近年

来连续开展了 “戏曲进校园” 、

“戏曲进社区” 等活动，将国粹艺

术送到学校、社区及偏远乡村。 仅

2019 年 11 月， 该院通过文化扶

贫，送戏下乡 30 场，很受当地群

众欢迎。“很感谢城里的艺术家把

这么精彩的好戏送到村里， 让我

们比过节还高兴， 希望他们常

来。 ”村民们说。

创新机制佳作频出

创新搭建展示平台

多种方式弘扬国粹魅力 各方支持

未来会更好

冯冠博饰李端棻

《布依女人》数字京剧电影

↑《王阳明龙场悟道》

↑《魔侠吉诃德》

↑《黔人李端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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