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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folk art form with northeast regional feature, Haicheng trumpet drama is also the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hich has deep cultural deposits and unique artistic charm.
The local universities should actively undertake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heriting local culture and
incorporate it into art education, exploring its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model in universities.
Doing this can make the students learn abou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enrich the education context,
building up a special major to let the local traditional art get an effectiv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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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海城喇叭戏是具有东北地域特色的民间艺术形式，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
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艺术魅力。作为地方高校，应主动承担传承地方文化的责任，将海
城喇叭戏纳入到地方高校的艺术教育之中，探索其在高校的传承和发展模式，既可以让当代
的大学生了解传统文化，又可以丰富教学内容，打造特色专业，使本地区的传统艺术得到有
效的传承和发展。
1．引言
海城市地处辽宁省的南部，辽东半岛北端，东与岫岩相连接，南与港口城市营口和大连
相邻，西与盘锦、台安相近，北与钢都鞍山和省会沈阳相依，总面积2732平方公里。
海城文化历史悠久，是一座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城，这里四季分明，物产丰富，
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发达，风景秀丽，人才辈出，这里就是海城喇叭戏的发源地。
海城的古镇牛庄是东北最古老的码头之一，辽南地区水陆交通便利，在清朝初期，牛庄
是东北重要的物资、贸易集散地，频繁来往的贸易为牛庄带来了繁荣的商业，同时也带来了
各地的艺术和文化， 各个地方的艺术和文化在这里得到了广泛的交流和传播，也为海城喇叭
戏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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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城喇叭戏概述
2.1

海城喇叭戏释义

海城喇叭戏是流传于海城、鞍山、营口大石桥及周边一带的传统民间小戏，在海城地区
最为流行，演奏乐器以唢呐为主，唢呐俗称为“喇叭”，故称之为“海城喇叭戏。”2008年6
月，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2

海城喇叭戏的起源与发展

海城喇叭戏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山西省雁门关外的民间小戏“耍孩儿”，在清朝乾隆时期传
入海城牛庄，称之为“柳腔喇叭戏”。道光年间，在牛庄的秧歌会上，加上了演唱，表演内容
和形式上也都有了较大的变化和发展，主要是在年节和庙会时表演，受季节的影响较大。
清朝中期，伴随着海城高跷的兴起，喇叭戏将高跷技艺和手绢技巧吸收、借鉴到表演之
中，形成了跷、戏结合的全新艺术形式。二者在发展的过程中相互融合、共同发展。海城喇
叭戏表演的故事情节生动，人物形象鲜明，音乐唱段优美，地方特色浓郁，为海城高跷的表
演增加了的故事内容；高跷秧歌的灵动、娱乐、技艺等特点，又提高了海城喇叭戏的感染力。
海城喇叭戏和海城高跷秧歌至今仍广为流传，各放异彩，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
2.3

海城喇叭戏的艺术特色

2.3.1 唱腔和伴奏音乐
海城喇叭戏的唱腔是以当地民歌为基础，融合了柳腔、杂腔小调，兼收并蓄，形成了独
具特色的唱腔体系。过去海城喇叭戏一般是单曲体，经常是剧目的名字就是曲牌的名字，也
就是一个曲牌一个剧目。
2.3.2 人物行当
海城喇叭戏中的人物角色，基本上可以分为三行：生、旦、丑。其剧目以反映劳动人民
生活为主要内容，所以在生、旦、丑三行之中，以小生、小旦、小丑为主要角色。演员需要
具备戏曲表演的四种基本功，即唱、念、做、打，和戏曲表演的五种技法，即口、手、眼、
身、步，还要掌握海城高跷的跷功和亮相。
亮相是音乐停止，动作的瞬间停顿，不同角色有不同的亮相动作，还要和锣鼓等伴奏相
配合，这是非常考验演员功力的。跷功也是海城喇叭戏演员所必备的基本功，他们大部分都
是高跷秧歌的高手，基本的走路、跑步、站姿等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简单的，他们更擅长的
是扭、浪、逗、相等高跷表演技法。
海城喇叭戏三个行当中，最多的是丑角，可谓是“无丑不成戏”。丑角又可以分为两类：
武丑和小丑。武丑角色张三，来自《神州会》的人物，小丑角色轱辘匠，来自《锯大缸》。旦
角也分为两类，彩旦和小旦。彩旦例如张家女，来自《打枣》中的角色，小旦梁赛金，来自
《梁赛金擀面》中的人物。
2.3.3 代表剧目
海城喇叭戏的传统剧目，大多是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二小、三小戏（小旦、小生、小丑
为主的小戏），一部分的小戏是根据民间传说和故事改编而成的，另一部分是在元明传奇及其
他剧种中取材，内容还是与劳动人民生活有关的。
海城喇叭戏剧情简单，语言质朴，通俗易懂，雅俗共赏，是大家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海城喇叭戏剧目的代表作有《王婆骂鸡》、《打枣》、《小放牛》、《神州会》等多部剧目。
3．发展现状
3.1

人才队伍方面
海城喇叭戏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历经了五代的传承，主要代表艺人有高德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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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个个训练有素、技艺超群。但是现在海城喇叭戏的人才队伍却面临着一些困境，例如：
第一，演员老龄化，缺少新人和演出团队；
第二，年轻演员因为生活的压力，愿意学习喇叭戏的人少之又少；
第三，缺少专门的培养人才的机制，导致青黄不接，频临失传的境地。
3.2

观众流失

现在电视、网络普及率越来越高，人们可欣赏的艺术形式也越来越多，音乐、舞蹈、电
影等，给了大家更多的选择。另外现在的年轻人受到多元文化的影响，平时的娱乐活动也比
较丰富，所以愿意观看表演的人越来越少。
3.3

创新方面

海城喇叭戏传统剧目的内容，都是极具地方特色的，以反映农村生活和普通百姓生活为
主。如果直到现在，还继续沿用传统的剧目内容，没有积极的变化和创新，那么，这就与快
速发展的社会生活相脱节，不利于海城喇叭戏的传播和发展。
4.海城喇叭戏走进高校
地方高校作为综合的和具有地方特色的高等教育机构，具有普通民间机构所不具备的优
势。高校应从研究的角度出发，多角度、多领域的探索海城喇叭戏的传承和发展新思路、新
途径、新方法。作为地方高校，应传承地方文化，展现地域文化魅力，使本地区的传统艺术
得到传承和发展。
4.1

理论研究

高校应以考察、整理、调研资料为基础，通过对其起源、形成、发展、人物行当、艺术
特征、表演特点等方面进行研究，构建海城喇叭戏的理论研究体系。以海城喇叭戏为起点，
全面开展鞍山市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梳理归纳，建立资源数据库。
在理论研究的过程中，高校要成立专门的研究团队，与专家、学者、非遗传人、传承机
构合作，通过合作可以让大家互相学习、互相交流，共同构建海城喇叭系的理论研究体系，
真正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4.2

课堂教学

海城喇叭戏走进高校，在传承和保护方面，应以课堂教学为主，这和海城喇叭戏的传承
方式是分不开的，即“口传身授”。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在课堂中展开，能够清晰
的了解和学习海城喇叭戏的表演方式，为传承和发展提供新方式。
4.2.1 艺术类学生专业教学
第一，实践教学。
将海城喇叭戏和艺术类专业学生的教学相结合，按照系统性、科学性的教学体系，开展
课堂教学。还可以聘请海城喇叭戏的传承人来校为学生示范、教学或讲座。让学生与专家面
对面，示范教学的同时，解答学生的各种疑问。由专家亲身示范，从动作、眼神到唱腔、身
段，都能够更好的诠释。这种教学方式相比较以往的教师教学不同，对于学生来讲是比较新
颖的，课堂气氛和互动都是比较好的。将传统地方小戏与现代教学相结合，让学习传统艺术
成为年轻人当中的新时尚。
第二，理论教学。
在实践教学的同时重视理论学习。了解海城喇叭戏产生的地理环境、生活习惯、历史背
景、文化内涵等。只有了解和认识到背后的文化因素，才能使学习不仅是外在的模仿，而是
要对其背后的文化内涵进行深入的研究。只有全面的了解本地区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才
能在表演中展现文化底蕴，使得表演更加具有艺术表现力。

253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213

在理论课程的教学中，首先对海城喇叭戏的起源、地理位置、文化背景进行介绍，使学
生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加快对学生对海城喇叭戏的全面认识。
第三，公选课。
近几年，开设传统文化、艺术选修课的高校越来越多，通过了解和学习，让传统文化受
到更多年轻人的瞩目，真正走进年轻人的生活。所以，编写适合公选课教学内容的教材是海
城喇叭戏在高校教学的基本保障。
通过高校的教学把海城喇叭戏的音乐、历史、行当、表演、以及发展现状等方面内容进
行系统的梳理，使学生全面的、直观的了解地方民间小戏。
在师资团队的建设方面也是有比较高的要求，所以，在提升本校教师团队的基础上，也
可聘请海城喇叭戏的专业人士担任教师，提高专业性和艺术性。学校还可以组织海城喇叭戏
的演出团队，到校演出，让学生更直观、更生动、更深刻的了解海城喇叭戏，使其的传承有
了保障，也奠定了一部分的观众基础。
4.2.2 校园文化活动
高校的校园文化活动是丰富多彩的，可以通过社团活动组织开展海城喇叭戏的演出活动，
让喜爱海城喇叭戏的学生加入到社团，也让更多的学生有了接触民间小戏的机会。学校还应
给予一定的支持，例如提供排练厅和演出剧场。在服装和道具的准备方面，能够提供一部分
资金帮助，也可以请老师对学生活动进行辅导。在社团演出时，可以组织学生观看演出，让
更多的人了解海城喇叭戏。社团还可以参加一些比赛，给学生们提供更广阔的展示机会，扩
大影响力。
在高校开展海城喇叭戏的传承与实践，这对海城喇叭戏的传承和保护有着重要意义。将
传统的艺术融入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之中、融入校园文化，培养年轻的传承者和观众群，这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5.结束语
地方高校的艺术教育，应当主动承担起传承和发展本地域传统文化、艺术的重任，培养
本地传统艺术传承和保护的后备力量，地方高校有着明显的优势，并能发挥重要的作用。
将海城喇叭戏与地方高校的艺术教育相结合，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这不仅是时代的要
求，更是地方高校服务本土文化的责任。构建具有地域特色的艺术教育体系，将传统的民间
艺术与现代化的高校教育相结合，立足本土文化，打造特色专业，这对高校的教学改革和发
展以及文化艺术的传承有着重要意义。
References
[1] Li Xianda, Zheng Shu’an, Haicheng Stilts Yangko, Haicheng Literature and Art Association,
1992,74-81.
[2] SHAO Yuan-yuan, The Development of Haichen Trumpet Playlet and its Present
Situation ,Journal of Dali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vol.11，pp. 491-494，2009.
[3] Xiao Zhongwei, An Research on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Local Drama –
A Case Study on Anshan, Liaoning, Home Drama，pp. 25-26，2007.
[4] WEI Ling，Reflections on Hebei＇s Traditional Dramas into College，Hebei Academic Journal，
vol.32，pp. 235-237.
[5] Ma Zina, The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Universities to Inherit the Folk Dance Culture in Henan
Provi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angible Culture Heritage, Home Drama,pp. 151-152..2009.
[6] Li Xiang, Analysis and prospect of China Haicheng Stilt Yangko,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vol.2,pp.65-67.

2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