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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热心

“九条网子”，其实就是九条网状的头套。
头套何以打天下？
这头套不可小觐，艺人没有它化不了妆。套

上它要老要少、要男要女、要文要武，在套上加
上脸谱等饰物就行。 九条网子也就是九个戴头
套的演员。“九条网子打天下”这句话流行在一
百多年前，流行在浏阳东南乡的金刚镇。这话是
称赞镇上老案堂班的。

重提浏阳金刚镇老案堂班， 是因为最近开
了一次“中国湘剧起源及老案堂班历史传承学
术研讨会”。浏阳金刚镇老案堂班是清代湖南颇
具乌兰牧骑风格的民间戏班子。

最早的流动演出湘戏班

案堂班是什么？
案堂的“案”指庙里的神案———摆着香炉的

香案，“堂” 指庙里的香火堂———供奉神像的大
厅（堂）。案堂班也就是庙里的专业剧团。前面加
个“老”字，是说它是最早的。据省湘剧院原副院
长陈飞虹考证:“清代的乾隆年间， 也就是1736
年至1820年， 便有小型湘戏班神案流动演出，
称案堂班。不久，毗邻的湘东北、鄂东南、赣西北
等地，许多庙宇相继有了案堂班，因为金刚头三
元宫是第一个组建案班的地方， 所以被尊为老
案堂班，其他庙宇的戏班只称为案堂班。 ”

金刚镇的下街，至今有“三元福主堂”庙宇。
这庙始建于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于光绪二
十一年（1895年）重修。 它最大的特色是每年都
要开展一次规模盛大的庙会活动。 庙会期间举
行一系列演出活动，老案堂班自然唱主角。

湘剧是“大戏”，剧团演的是“全本”，生、旦、
净、末、丑全得出台，且每个角儿还得分类，如生
中有老生、红生、小生，武生；每一项中还可细
分，如小生中就有翎子生、纱官生、扇子生、穷生
等。这么多角色，仅仅这九个戴头套的演员就能
承担下来，人人都是多面手，也堪称“腕儿”，甚
至可称“大腕儿”。

九个演员能唱千百文武大戏

老案堂班演员只有9个，俗称“九老图”，或
“九条网子”。 全班连班主只有18人，除演员外，
其他如后台伴奏乐器的，烧火做饭的、道具管理
的也包括在内。如此一来，这九个演员，就得“跨
角色”，即本专攻旦角，一旦需要就得摘下簪钗
换上方巾出现在舞台上；你是个伴奏的台柱子，
但你可能还是个优秀编剧； 下了妆这是个烧火
做饭的，一旦勾了脸、换了装是最受观众欢迎的

“净”———大花脸。据浏阳文史专家潘信之介绍：
“新中国成立后，我见过曾在案堂班唱过戏的艺
人周凤寿， 他就是个多面手， 可唱须生又唱老
旦，还兼唱小丑，同时还是武场面的主鼓手，湘
戏高腔、低牌子、昆腔、乱弹曲牌，他都知道。 ”

老案堂班9个演员个个艺高戏路熟，前台可
演生、旦、净、末、丑，后台可操鼓、锣、铙、琴和唢
呐。

他们到底能演多少出戏？
湘剧研究专家考证，“唐三千，宋八百，喝不

完的《封神》和《三国》”。省湘剧院原副院长陈飞
虹说，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曾作过统计，湘剧
剧目知道的有1000以上，有剧本的是800多个。
其中的连台大本戏《封神榜》《西游记》《南游记》
《目连传》《岳飞传》虽然只算一个剧目，但这些
戏的剧本都是篇幅浩瀚的巨著，如《岳飞传》有
七大本，每天只能演一本的一半，七大本一共要
演14天，而且每场都要超过3小时。《封神榜》有
九大本，现在收集到的八本就有40万字。《目连
传》过去则有48本之说。 如按现代剧场方式演
出，每个戏最长不超过三小时来计算，这些大本
戏的篇幅，足足有几百个戏。 此外，像《琵琶记》
《全印记》这些整本戏，要按传统本演出，每个戏
都可以演出10来个小时，一个剧目的篇幅实际
上有几个戏那样长。

9个演员对这千百个戏不仅稔熟，而且演得
精湛。

随点随唱，技艺不精上不了台

为什么会有这种本事？ 环境逼的！
那个时候吃演戏这碗饭，能否吃得饱、吃得

好， 得由市场决定， 政府绝不会给什么保护政
策。

一个班子搭起来，首先得有人请。
班子到了主家后， 并不是想演什么就演什

么，得由主家或者客人点戏。 一个戏点出，演员
得马上化妆、登台，绝没有什么“过渡期”，即随
点随唱。

坊间有韩复榘点戏“关公战秦琼” 让演员

“霸王硬上弓”的笑话，这就说明剧团一般不会
拒演主家所点之戏，因为一旦拒演主家就会“不
管饭”。老案堂班湘剧中的高腔戏、弹腔戏、低牌
子戏都能演出， 每一个演员都掌握了本行当的
所有剧目，自然就大有市场。

演出市场如此严酷， 班里选人也就非常严
格。演员和班主要签订合同，一般合同是为期半
年， 规定每年农历六月廿四和十二月廿四为过
班日期。在自身愿意的前提下，演员的才艺如果
得到班主认可，受到观众欢迎，便可续约，否则
就会被解雇。如此市场如此机制，演员除努力勤
学苦练、成名成家外，别无选择。 因此，寻师学
艺、互相切磋，在戏班里蔚成风气。 在这种艺术
氛围里， 戏班里也就人才辈出。 据潘信之先生
说，凡是在老案堂班学过戏、搭过班的人，都成
为了外地湘戏班子争相聘请的饱学先生， 受到
人们的敬仰和欢迎。

老案堂班因此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戏剧
家。湘剧生行泰斗徐绍清、著名琴师欧阳寿廷都
是老案堂班出师的。徐绍清12岁到老案堂班，拜
擅演岳飞戏的彭申贤为师， 后又参师暨镇宝学
《琵琶记》。 1952年徐绍清以《琵琶上路》中张广
才一角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 获演员
一等奖。他是戏剧界公认的“高腔大王”，还擅长
谱曲，他谱曲的《沁园春·雪》，受到了毛泽东主
席的赞扬。

想起了乌兰牧骑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又一次肯定了内蒙古
“乌兰牧骑”。 乌兰牧骑被誉为文艺轻骑队，10
来个演员背着乐器、骑着马儿，一来到蒙古包里
或者放牧的草场就可以演唱起来。

老案堂班与乌兰牧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都是因为“轻”，对演出条件不要求很高；
都是因为“简”，主家接待起来也就简单；
都是因为“全”，群众在家门口也能看到大

戏。
这些因素，让乌兰牧骑几十年风行草原；这

些因素，也让老案堂班至今令人津津乐道。
为了占领市场，老案堂班做精自己。 现在，

为了让偏远的农村也看到城里人看的大戏，人
们想过许多办法， 譬如借助现代动力和机械制
造技术，开发出流动舞台车。但当年农村常见案
堂班，流动舞台车却尚未尽如人意，因为一台车
装不下传统戏剧已经固化的诸多形式。 正如省
文联原副主席范正明所说的：“案堂班的经验、
体制和特色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而这种形式
对于普及于农村的湘剧有很重要的作用。 虽然
现在的省城里头、市里面的湘剧不可能是18个
人，可能是180个人。 但是作为农村来讲，普及
湘剧更应该吸取和发扬案堂班这种形式的历史
经验。 ”

蒋娜

在2017中国（湖南）国际旅游节
开幕式上， 作为湘阴的文化名片，“岳
州窑”展示了它悠久、灿烂的文化。 除
在开幕式举行岳州窑柴窑烧造点火、
祭窑、开窑、拍卖、捐赠仪式外，当地政
府还邀请国内陶瓷届顶尖学者一起，
共商岳州窑文化复兴大计。

文化艺术， 是一座城市是否具有
文化底蕴的关键， 历史则是城市文化
的厚度。 湘阴是一座拥有数千年悠久
历史的古老县城， 岳州窑这个沉寂多
年的“湘江明珠”，正缓缓揭开面纱，款
款向世人走来！

“河流带来的文明”

自古以来， 有河流的地方就有生
命，有河流的地方就有文明。在这条湖
南人的母亲河沿岸， 有一种与人类生
活息息相关的技能传承了几千年，这
就是制陶。

早在新石器时代， 我们的祖先就
已经会制造陶器。 湘阴青山岛新石器
遗址曾挖掘出大量上古时期大溪文化
类型的陶器。 汉代湘阴区域湘江流域
开始形成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陶瓷窑
业体系，即后来唐人记叙的“岳州窑”。

“岳州窑”之名源于唐人陆羽所著《茶
经》，陆羽对岳州窑推崇备至，将其列
为唐代最有影响力的六大青瓷窑场之
一。 湘阴这个时期的青瓷技术已经非常成熟。

夏商时期，原始青瓷开始出现，至东汉晚期，我国才
出现釉色光亮、质地纯净的成熟青瓷器。如果说青山岛遗
址的出土陶器是岳州窑窑业的前身， 岳州窑最早的纪年
记载则可上溯至东汉时期。1988年，湘阴青竹寺窑遗址挖
掘出一块剥釉的布纹青瓷残片，上刻“汉安二年七月二十
五日”，汉安是东汉汉顺帝刘保的年号，使用时间3年，汉
安二年即公元143年。这块瓷片让岳州窑成为陶瓷史上最
早有纪年的窑址。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这块
青瓷做了测试， 证实它使用的是湘江流域最普遍使用的
草木灰釉，泥坯是高硅质陶泥，证明岳州窑高钙灰釉、高
硅质胎青瓷成品很早， 是东汉时期最先创烧成熟青瓷的
窑场之一。

1988年青竹寺窑址还发掘出了东汉最早的白瓷碗，
虽是白色釉但白里带青，类似文献中提到的“缥瓷”。 缥，
原是晋代一种淡青色的丝帛， 颜色像天青或者碧水的颜
色。 岳州窑最初出现这样的颜色，审美上非常高雅，更像
是湘江河水的颜色。

这样的窑口，在湘阴有几十个，且每一个窑口都有不
同的代表性器皿。 1983年南京出土了三国时期吴国青釉
釉下褐彩彩瓷，根据胎釉成分检测，专家认为也有可能产
自青竹寺窑。这证明当时岳州窑已经开始普遍流通。湘江
诞生了岳州窑，又通江达海运出去，这正是“河流带来的
文明”。

湘阴岳州窑的遗址发掘工作从80年代开始， 从1983
年到1998年期间共发现25处古窑址，其中青瓷窑址18处。
这些窑址上到与铜官接壤的岭北铁角嘴， 下到与屈原行
政区搭界的三塘乡，曲折绵延上百里。滨湘江而居的湘阴
县城，更是一个巨大的窑场。

1997年夏， 湘阴县政府城关马王堪改建工地发现了
一处六朝至隋代的青瓷窑址堆积层， 经50多天的抢救性
发掘， 出土了大量岳州青瓷物品、 窑具以及一个隋代龙
窑，共挖掘完整青瓷器300多件，残存的8米多长的隋代龙
窑窑头保持完好。

马王堪龙窑出现了大批筒形匣钵。 匣钵是窑具的一
个重大革新， 木柴燃烧时有大量的烟尘灰烬， 会熏黑瓷
器，匣钵是起保护和隔离作用的器具，把瓷器封闭起来不
与烟尘接触。 以前曾有报道说中国最早的匣钵装烧法是
由唐代邢窑创制，随着岳州窑的发掘，匣钵的发明往前推
至两晋时期。

青竹寺窑除出土“汉安二年”残片外，还出土了同时
期的青釉褐色点彩碗和点彩罐， 改变了前朝单色釉瓷器
的历史， 为后世釉下彩绘奠定了基础。 岳州窑的装饰手
法，简单的有压纹和刻划纹，复杂的有堆塑、雕塑，体现了
各时期的变迁、审美和信仰。 千百年的发展，形成了岳州

窑的独特风格：釉薄而质细，垂釉如泪，玻璃
质极强，釉面有不规则的细碎冰裂纹；釉色
有青釉、酱釉、黄釉、黑釉等，以青釉居多；器
型优美，手法丰富，用途广泛，品种令人目不
暇接。 岳州窑丰富多彩的美，是湘阴人勤劳
智慧的结晶！

官窑还是民窑

民谣中，湘阴曾有“四十八皇窑”的说
法。 是否证明岳州窑是官窑无疑呢？ 要说清
楚这个问题，需要先分清楚什么是官窑。 官
窑，通俗来说是朝廷举国家之力投资的“国
有”企业。 其生产关系为“朝廷置窑、内府制
样、民匠造器、兵士供役”，所烧产品只供朝
廷使用，不在市场流通。

岳州窑是否曾为皇室“投资”建造，在遗
址考证上似乎还未得到肯定。 为什么人们
一直认为岳州窑是官窑？ 这是因为出土了
几块刻有“太官”“大官”“官”的岳州窑残片。

1997年， 马王堪隋代遗址出土的成型
器物有600多件，完整器物达300多件，在龙
窑上部堆集物中，出土了一件内底刻有“官”
字的匣钵；在龙窑下部又出土了一件南朝时
期圆饼底碗残片，碗底上印有“太官”二字。
专家根据其形、胎、釉特点，推断这个碗底的
年代为隋代早期；而碗上的“太官”字款，则
来源于隋朝的“太官署”。

在隋朝，太官署是光禄寺的一个官位。
所谓“寺”是中央官员的办公场所。 光禄寺
初创于北齐末年，北齐很快被隋朝取代。 隋
文帝在三官六部制之外设立了“九寺”，分别
掌管礼仪、膳食、禁卫、车马等事。 光禄寺主
理膳食，太官署则执行光禄寺的日常事务，
如膳食的来源以及器皿的采购。 太官署定
制的碗，碗底就被刻上“太官”二字。 可见岳
州窑是“指定御用陶瓷”，是生产贡瓷的高级
窑场。

唐代的陆羽创作了世界上第一本讲茶
的专著《茶经》，在品定六大名窑的茶碗时写
道：“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寿州、洪州
次；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 ”

隋和唐，是岳州窑的辉煌时期。

“泥博士”“车博士”“地下博
士”“装窑博士”“烧窑博士”

民间传说“湘阴有个万窑窝，未有湘阴先有窑”。 湘阴
比较成规模的窑址有25处，有东汉时期的青竹寺窑、晋唐
时期的文星镇窑、隋唐时期的芦林潭窑、唐宋时期的铁角
嘴窑、宋元时期的百梅窑和宋明时期的乌龙嘴窑等。 特别
是青竹寺窑址和城关镇窑址， 遗存面积占据了县城湘江
东岸约5公里的河沿和山岗，延续时间多达1500多年。 可
惜，25处成规模的大窑址及无数个小窑址，如今还能生产
的却只有两三处。 最集中和延续时间最久的，是湘阴县城
北面的三峰窑。

三峰窑起源于隋代， 是马王堪窑的中窑段， 被誉为
“岳州窑的活标本”。 三峰窑一直被湘阴人喊作“窑上”，是
一个自成一体的窑技师聚集地，祖祖辈辈从事作窑技艺。
相传三峰窑为太极云手地形，“东水西流， 西水东流”，颇
具神秘感。 窑技师的传承有家传和师传两种，既保留岳州
窑技艺的基本特色，又在釉色、造型上各有千秋，不尽相
同。如今，能说出自家渊源的，三峰窑吴氏算一家。据吴氏
传人吴军平描述，宋朝吴氏祖先携同翟、王、李、谢、庞、
郭、阙七姓一起到湘阴，至今三峰窑吴氏一脉在三峰窑作
窑已有数百年历史。

当年，吴氏在三峰窑曾得雅号“泥博士吴”。“博士”是
古时候对专业性人才的一种尊称。 在三峰窑，“泥博士”是
对所有技艺高超的窑技师的统称，比如“泥博士吴”“泥博
士瞿”“泥博士李”等。

在“泥博士”之下，又分为“车博士”“地下博士”“装窑
博士”“烧窑博士”等。 车博士指技术一流的拉坯师傅，能
在特制的手工车盘上拉坯出各种器型； 地下博士专门服
务于车博士， 给已经做出来的泥坯捏制小部件、 配以配
饰、花纹及给泥坯上釉；装窑博士指擅长装窑的师傅，他
们区分各种器型大小、厚薄，配以不同的窑具，合理利用
窑内空间，达到最佳的空间摆放和窑火利用率；烧窑博士
指擅长烧火的师傅，他们几天几夜守在窑旁，确保以最佳
的火力烧制出最好的产品。

除常规手法外，三峰窑还有一种独特的“御板工艺”，
在湘江沿岸的各家窑口比较少见。“御板” 是一块竹片，

“一寸宽，三寸长，拉坯时，快而薄，轻而巧”。
一个岳州窑产品，要通过取土、碾土、和泥、拉坯、晒

坯、修坯、印花、贴花、上釉、装窑、烧制等十几道工序，在
窑火中不断火烧制三到四天才能烧制成功。 如此复杂的
工艺成果，正慢慢被金属、塑料制品取代；由于制作岳州
窑陶瓷需要一定的技术和劳动强度， 祖传中男孩子需在
十二三岁时便上窑台打基础，并传男不传女，所以岳州窑
技艺的传人越来越少。

所幸依然有不少人在继续这一条传承之路。 除了三峰
窑，岭北窑的后人、乌龙窑的后人以及无数热衷于研究岳州
窑文化的爱好者们， 依然把岳州窑当作他们生命中最重要
的事，通过岳州窑寄托着他们无比炽热的故土情怀。

2016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了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岳州窑烧制技艺名列第八项传统技
艺第二位， 成为湘阴第一个成功入选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项目。 这给了岳州窑传承者们一盏指路的明灯。 如今，
岳州窑非遗展、研讨会、技能竞赛、文艺演出等各种活动
进行得如火如荼， 政府正通过多种渠道推动岳州窑的发
展。 这正是发展岳州窑技艺的大好时机，人们积极参与各
种学习，抱团钻研，努力提高着岳州窑的社会传播力及工
艺。

岳州窑曾经伴随着湘阴人几千年的日常生活， 岳州
窑茶器形美而有古意，岳州窑花器身姿妖娆，岳州窑陶罐
煨煮菜肴原汁原味。 让我们祝福，这一古老的传统工艺再
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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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条网子打天下”
——清代以来流行湖南农村的“乌兰牧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