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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郎庙”到“汉剧高
腔保护中心”

如果要说延迟退休年龄， 那么这个目
标在李少先身上是早就实现了。 常德市汉
剧院在他退休后近20年来日常上演的剧
目，95％的音乐设计仍归他负责。 已78岁的
李老，摇一把折扇，中气十足地跟你聊起他
至爱的常德汉剧高腔，可以几小时不歇气。

今年依然是李少先十分忙碌的一年。
为了更好地挖掘和传承常德汉剧高腔，4月

19日， 常德市汉剧院正式更名为常德市汉
剧高腔保护中心， 作为这一项目的国家级
非遗传承人， 李老传承教学与培养新人的
任务更重了； 此外， 新剧目的编排也没落
下，下个月，就是第四届湖南省艺术节了，
他正在创作一部反映社会治安的 《春嫂追
贼》，准备参加全省的现代戏汇演。

“6月底刚举办了第一期汉剧高腔传唱
研习班， 中心的全体演职人员都参加了，桃
源、汉寿、慈利等兄弟汉剧高腔演艺团体的
学员也来了不少。 ”李少先精心撰写了高腔
授课讲稿，与所有汉剧高腔爱好者共享保护
传承成果。 “过去的老艺人们只能在老郎庙
里切磋交流技艺，现在我们有了汉剧高腔保
护中心，普及和传唱的条件就更好了。 ”

老郎庙，旧时梨园公所的俗称，是艺人
们的祖师庙，奉祀着戏神老郎神。 至于老郎
神是何人，连艺人们也难分得清。 一说是唐
明皇，一说是李后主，因为这两位皇帝都是
历史上酷爱而且扶植戏曲的君王。 李少先
说，以前，高腔老艺人们还跟他提起老郎庙
里曾藏有一口 “大明永乐二年置———华胜
班”字样的太平缸，这一物证所标注的时间
普遍被视为常德汉剧高腔的起源。

老郎庙还是外地的汉剧班社来常德古
城演出时必须签到的地方。 李少先记得班
社的班名都刻在老郎庙里的一块石碑上，
从进入常德最早的汉剧班社华胜班算起，
有15个汉剧班社在常德古城演过戏。 民国
初年，在常德演出的班社中，实力最强、名
伶最多者，应数天元、瑞凝、文华、同乐“四
大名班”。 “四大名班”驻守常德“四大门”，
相互竞争，新戏迭出，好不热闹。 只可惜上
世纪50年代末， 建筑工人把那块记载演出
班社的石碑作了垫脚石，随着房子的拆迁，
石碑就再也没见着了。 后来，老郎庙也被拆
掉了，在上面建起了常德步行商业街。

从老郎庙到汉剧高腔保护中心， 从被
视为 “下九流” 的艺人到国家级非遗传承
人， 李少先庆幸几十年前的那份坚持还真
没搞错。

“帮腔”的创作生涯好韵味

常德汉剧的声腔有高腔、 弹腔和昆腔

三种，而尤以高腔的魅力为人所称道。 高腔
是戏曲四大声腔之一， 因起源于江西弋阳
又被称为“弋阳腔”，明代中叶后，高腔开始
由江西向全国各地流传，而每到一地，它总
是和当地的民间音乐相结合，改腔换调。 至
今，仍有10余种高腔存在于南方各地，算是
“姹紫嫣红开遍”，仅湖南境内，除了常德汉
剧高腔，还有湘剧高腔、祁剧高腔和辰河高
腔。

“高腔的最大共性就是凡高腔就必有
帮腔，一人唱众人和，只用金鼓击节，没有
管弦乐伴奏。 ”李少先说，常德高腔有多种
帮腔形式。 过去戏班子人少， 只重在乐器
帮，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组建剧团，就发展到
人声帮腔了。

在音乐创作中， 李少先设计的帮腔可
谓花样繁多， 他把最开始的幕后人声帮搬
到了舞台上，既有舞台两侧帮，还有舞台上
边唱边舞的现场帮，大大丰富了表演形式。
在中心正在编排的现代戏《春嫂追贼》里，
李少先就设计了一群美丽的女孩扮演花
草，在舞台上帮腔。

李少先搞创作， 家里人也争着来 “帮
腔”， 在常德城里已是一段广为人知的佳
话。 老伴王启华，本就是汉剧团里的花旦演
员，志趣相投，两个青梅竹马的玩伴自然而
然走到了一起。 “团里只有我一个人搞创
作，任务一直很繁重，而且作曲需要心静，
全靠夜里完成， 是老伴给了我无微不至的
照顾。 ”

儿女们的“帮腔”可谓青出于蓝，现任
常德汉剧高腔保护中心副主任的大儿子李
道明已是国家一级演奏家， 大女儿王阳娟
更是了得，国家一级演员不说，还获得过第
十七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堪称湖南省湘剧
院的顶梁柱。 “他们都是一级，我搞了一辈
子，还是个二级演员。 ”说罢，李老哈哈大
笑。 中心的同志们解释道，过去给演员评定
级别，常德地区最高就是二级。

不仅如此， 李少先的孙女儿李垚也已
是湖南省话剧团的舞蹈编导， 在团里破格
享受国家三级演员待遇。 只有小儿子，当他
上学期间被省杂技团看上时， 老伴王启华
说什么也不同意了。 “儿女们学戏，老伴不
但没帮腔，还唱了反调。 跟了我这么多年，

她太明白走戏剧这条路的艰辛。 ”
李少先说其实他年少时想给父亲 “帮

腔”， 也被唱过反调 。 父亲李福祥是上
世纪 30年代常德同乐班名噪一时的 旦
角 ， 他的表演曾深得京剧大师梅兰芳
的赞赏 。 李福祥不希望独子走父辈这条
路， 送他去药店当学徒。 可李少先却和几
个小伙伴组成一个少年演出团， 业余时间
搞演出， 父亲见儿子的瘾这么大， 最后也
只好依了他。 1953年， 李少先正式加入父
亲所在的天声剧团， 从此一生没有离开过
戏曲。

在李少先家矮旧的房子里， 有一台旧
式的缝纫机，李少先把它当书桌，从事他喜
爱的音乐创作和改编。 对汉剧所有的传统
剧目，他都进行了精细的加工整理，上世纪
80年代起， 他自创的剧目也是接二连三，
“创作最鼎盛的时期， 可以10天创一部大
戏。 ”望着眼前这个勤奋的老人，不是“戏
神”又是什么？

“国粹”京剧的源头在汉剧

今天的观众， 了解更多的可能是 “国

粹”京剧，却少有人知京剧的源头在汉剧。
李少先告诉我们， 发源于江汉平原的

汉剧，曾是周总理的最爱。 总理也曾说过，
全国13个省有汉剧，汉剧源远流长，对京剧
和许多剧种都有过很大的影响。

19世纪初，四大徽班进京，在演出中逐
渐形成京剧雏形， 随后汉调艺人搭徽班共
同演出，促进了汉剧与徽剧等戏曲的融合，
从而催生并形成了国戏京剧。 “汉调的声
腔、板式、剧目、字韵等，是后来形成京剧的
主要内涵。 对京剧行当划分影响最大的，也
是汉剧。 ”

说起这些，李少先颇有些自豪，而对常
德汉剧这些年的发展，却有点喜忧参半。

这些年， 常德汉剧以精品剧目提升影
响力，出了不少好戏大戏。 从2003年到2009
年，李少先连续在三台常德汉剧大戏《紫苏
传》、《合家欢》和《雨荷》中担纲音乐主创，
三台大戏在连续三届的湖南省艺术节上捧
回了1个金奖、2个田汉新剧奖和2个省 “五
个一”工程奖。 他本人也获得了省文化厅的
音乐创作奖和唱腔设计奖。

可遗憾的是，常德汉剧高腔的曲牌，由
于失传过多， 如今只剩下20几首不完整的
曲牌了，与省内其他三大高腔均有100多首
曲牌相比，这个数字令人汗颜。

“这些曲牌 的收 集得益于省 里 两
次对汉剧高腔的保护性抢救 。 ” 特别是
上世纪 80年代 ， 李少先跟随省戏 曲工
作室的老音乐家们着手汉剧音乐整理 ，
在桃源太平铺一个木偶剧老艺人 处发
现了木偶观音戏 12本 、 唱腔曲谱 20多
首 ， 极大丰富了高腔曲牌 。 “如 果身
体条件允许 ， 我还想在有生之 年 去寻
找更多这样的老道师 、 老艺人 。 ”

■人物小档案

李少先，1934年出生于桃源陬市，
国家二级作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常德汉剧高腔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自幼
受祖、父辈艺术熏陶，毕生致力于常德
汉剧音乐创作，对常德汉剧的传统剧目
及新编历史剧、 现代戏移植的音乐创
作，均一手担纲主创。 在常德汉剧高腔
的音乐设计创作上，多将本土音乐如常
德丝弦、澧水号子、常德花鼓、民间小调
等元素融入其中，丰富拓展为新的音乐
旋律， 在保持传统风格和特色的基础
上，追求圆润、华丽，富于韵味。

■专题新闻部主办
■本期策划 李志林 本期主编 刘银艳
■电话： 0731-84326432
■邮箱： 31207316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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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文化的根———非遗传承人⑩

本报记者 刘银艳 秦慧英 周勇军 通讯员 彭美君 宋小玲

一方水土养一方戏。 广阔富饶的沅澧大地， 秀美多姿的洞庭湖区， 历史悠久而境界开阔， 必滋
养出文明的精粹。 常德汉剧， 一个与昆剧这一 “百戏之祖” 差不多同时诞生的地方大戏， 便是此地
自古繁华的最好佐证。 溯其源， 觅其踪， 常德汉剧高腔， 历500年而不衰， 高亢激越的天籁之音，
她的神秘与神奇， 在这个与其亲密接触了几十年的老人绘声绘色的描绘下， 便渐渐浮出水面———

李少先：五百年“ ”今犹在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郎郎郎郎郎郎郎郎郎郎郎郎郎郎郎郎郎郎郎郎郎郎郎郎郎郎郎郎郎郎郎郎郎
李少先 本报记者 刘银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