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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2013年， 颜育所在的石桥社区
党委成立了社区木偶队，打造“非遗
传承”乐民文化公益项目。颜育作为
项目负责人， 将非遗木偶表演与社
团文艺相结合， 探索非物质文化遗
产群众文化之路。

多教年轻人尤其是在校大学
生，一直是她的心愿。2015年，借助
当时较为火爆的微博平台， 在社区
的帮助下， 她发布了收徒信息。随
后， 颜育受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邀请，首次登上大学讲堂授课。

“学扬州杖头木偶，举功和捻功
是基本功。”颜育右手笔直举起木偶
进行示范，“这就好比军训， 练站姿
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好的
开端，就成功了一半。”当音乐响起，
颜育与手中的妙龄少女合为一体，
时而翩跹起舞，时而与众人打招呼，
看得全场大学生目瞪口呆。 颜育因
此被该院聘为“课外辅导员”，定期

与大学生交流木偶知识、 传授操作
技巧。

时下 ，网络直播兴起 。已近七
旬的颜育再一次动起脑筋，在社区
个人工作室内首次 “试水 ”扬州杖
头木偶直播，讲述扬州杖头木偶的
演变历史以及基础操作技巧。虽然
收看的网友不算多， 但她很乐观。
“传承非遗文化， 要在传授方式和
渠道上有所突破，而借助时下火爆
的网络直播平台，就是一种有益的
尝试。”

颜育告诉记者，暑假快到了，即
将前往山区支教的扬大学生早就与
她约好，通过网络直播的形式，为山
区娃开设木偶课程。“扬州杖头木偶
艺术不光是我个人的创作， 更是历
代木偶艺人不断创新的成果。 我有
责任和义务把扬州的杖头木偶传承
下去， 希望更多的人了解和喜欢扬
州的木偶戏。”

创新表演形式
这条鲨鱼会把孩子“吞”进肚子

现代题材木偶剧《神奇的宝盒》不仅
融入了先进的舞台技术， 还有众多创新
的表演形式与木偶形式，让人耳目一新。
对于表演者来说，也是一次新的尝试。

张照在剧中饰演的山鬼， 需要演员
全身穿进偶里，手拿着木偶头表演。尽管
是新形式， 还是对演员的举功提出了要
求。 另一个角色鲨鱼也并不轻松。“这条
鲨鱼全长4米5， 需要三个演员将偶套在
身上，分别操作鲨鱼的头、身、尾。”张照
介绍，操作的难点首先是负重，其次是与
后面两位演员的配合。 孩子们因为说谎
而被鲨鱼“吞”进了肚子里，这个场景的
表演给承担鲨鱼头表演的他带来不小的
挑战。“当听到‘哈哈哈哈，你说谎’的台
词时，鲨鱼就会张开嘴，演员会把小孩子
造型的木偶送进鲨鱼嘴里， 随后我就要
将鲨鱼嘴闭上， 在内部迅速将木偶传到
下一个人的手上。”张照介绍道，这一连
串动作只有大约30秒的时间。

“无论舞台技术如何变化，演员需要
的是不断学习、接受新鲜事物，给观众带
来精彩的表演。”张照说。

本报记者 王璐

传承需要坚守传统，也需
要创新。华伟说，时代在变，传
统木偶剧也要有新的突破，不
断引进新的理念 ， 灌输到剧
中，而木偶造型则是既易失分
也容易出彩的地方。

此次 《神奇的宝盒 》里的
木偶无论是形式还是造型都
让人耳目一新。华伟承担了娃
精灵、乌龟等木偶的制作。“乌
龟的制作难点在于脖子会伸
出很长 ， 依照原本设想制作
后， 伸出的过程中会卡住，随
后又进行了分段调节。” 华伟
说 ， 还有就是龟壳的上下张
合，本身是用线拉 ，但乌龟壳
太重，根本拉不动 ，所以在内
部装了压泵，以手提来代替。

扬州杖头木偶不仅表演
足迹遍布国内外，市木偶研究
所更承担过全国多个剧团的

木偶制作任务 。“从承接制作
的这些木偶中，可以看到各个
剧团的理念、现状和所能接受
的东西，这也是扬州木偶可以
吸收借鉴的地方。”华伟说。

今年央视 “六一 ”晚会中
音乐短剧《彼得与狼》中的猫、
鸟、鸭子、狼等造型木偶，就是
市木偶研究所制作的 。“相对
于传统杖头木偶，这些木偶的
操作更加灵活。如猫造型的铁
枝木偶， 每个关节都是活的，
不是整体造型，而是一个个圈
以弹簧连接，猫的身体是镂空
的，前后腿是实心的 ，这样便
于操作， 猫的身体可以重叠、
伸展 ， 做出跳跃 、 奔跑等动
作。”华伟说，最关键的还是把
它做活起来、做动起来，“别人
没有的东西， 我要去抓住他，
这是木偶给我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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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名“85后”，却已从事传统木偶制作十余年；他曾是一名在电脑上绘图的环
艺设计，却拿起刻刀做起了木偶；他从传统杖头木偶出发，不断适应、尝试创新，让木
偶活起来。他就是华伟。

从传统杖头木偶出发， 不断适
应、尝试创新，让木偶活起来

华伟：
环艺设计师
转行木偶制作

华伟与扬州市木偶研究
所的大部分演员、制作人员一
样，毕业于扬州艺校 ，但不同
的是， 他毕业于电脑美术班。
华伟原先在一家私人公司从
事环艺设计，和木偶团在同一
栋楼上。后来由于对自己职业
规划的调整，华伟走进了木偶
团。在他看来，艺术是相通的，
只不过原先的设计是静态的，
而木偶是动态的，他愿意尝试
新的挑战。

“我对木偶不是一开始就
喜欢，而是在慢慢接触与了解
中感受到了它的魅力。” 华伟
说，刚开始接触的是老剧目木
偶的维修，如动物、道具、人物
配件等，积累制作经验。

“木偶制作的分工相对还
是比较明确的， 造型、 手、配
件、头饰、服装、化妆等 ，各个
部分都要系统了解学习 。”华

伟说，木偶的制作基本上是纯
手工完成 。比如 ，一个可以活
动的木偶手由三块独立的部
分组成：手掌上端连着四根手
指、手掌中部 、手掌下端连着
手腕。“这些都是在木块上画
上相应形状，然后用刻刀雕出
来再进行打磨，三个部分间以
类似榫卯结构连接加上钢丝
固定，这样可以灵活地做出握
拳、拿东西等动作。”

华伟也遇到过难题，就是
装木偶会动的嘴巴 。“这需要
找到中心点 ，上嘴唇 、下巴凸
起的地方 、脖子中间 ，三点需
要在一个圆的半径之内，否则
嘴巴的张合就会卡顿且不自
然。同时嘴巴两侧的缝隙也很
难把握 ， 两条缝隙要是平行
槽，否则也会卡住 ，人工肉眼
准确掌握需要实践经验的积
累。”华伟说。

在华伟看来，木偶团是
一个锻炼人的地方 。“刚开
始做人物时 ， 身体做得很
瘦，但领导和前辈老师并不
会太过计较 ， 而是耐心指
导 。”华伟说 ，更多时候 ，他
们都是放手让你去干，允许
你犯错，在错误中成长会更
有成效。

即便是这样，华伟也是
在四五年之后，才开始接触
《七品芝麻官 》《武松打虎 》
等小剧目的人物制作，还有
《琼花仙子》 等大剧目中的
动物、道具等。“木偶造型会
概括人的骨骼，使之变得圆
润， 而造型则会比较夸张，

该胖的会很胖、该瘦的会很
瘦。”在长期的积累中，华伟
也逐渐对木偶制作有了自
己的见解。

去年的环保题材木偶
剧《再见了，熊爸》及2016年
扬州与阿根廷合作打造的
木偶剧 《森林王子 》中的木
偶 、道具 、背景等制作基本
上由华伟等年轻一辈的木
偶制作者独立完成。

“一开始觉得这门艺术
过于传统 ，久而久之 ，却觉
得身上承担的责任，不仅仅
是做一些木偶，更多是对这
门传统技艺的传承。” 华伟
说。 本报记者 王璐

从环艺设计到木偶制作
木偶制作全过程几乎是纯手工

从坚守传统到创新传承
关键是把木偶做活起来动起来

从不断犯错到独立担当
年轻一辈木偶制作者不断成长

创新演绎多种角色，用精彩表演赋予木偶生命与情感

张照：从“小和尚”
演到“大鲨鱼”

近日， 现代
题材木偶剧《神
奇的宝盒》 让大
家看到了木偶剧
新的打开方式。
全息投影等多重
表现形式打造的
神秘世界， 铁枝
木偶、杖头木偶、
造型木偶等创新
表演形式， 让人
耳目一新。 本报
记者对话两位中
青年木偶表演、
制作人才， 听他
们坚守传统、传
承创新的故事。

他是《三个和尚新传》里的小和尚，一段“戏耍佛珠”将传统杖头木
偶表演精髓融入其中；他是《白雪公主》里的王子与管家，真人表演走
上舞台开启人偶同台序幕；他是新版《嫦娥奔月》里的后裔，传统杖头
木偶搭载先进声光电技术焕发活力；他还是现代题材木偶剧《神奇的
宝盒》里的山鬼、鲨鱼，耳目一新的表演形式收获一批“偶迷”。他是张
照，演绎着不同角色，也映射着扬州木偶发展的坚守与创新。

苦练基本功
3斤多重木偶一举就是1小时以上

张照与木偶的缘分，从1999年进入扬
州艺校木偶表演班系统学习木偶开始。能
找一份稳定工作是他学习木偶的初衷。而
这个想法随着对这门传统艺术越来越深
入的理解发生了改变。“我要好好学木偶。”

练举功是一个木偶演员最基本、最重
要的功夫 。“3分钟 、5分钟 、10分钟 、30分
钟，45分钟……练举功要达到1个小时以
上，才能自如支撑一场木偶表演。”张照回
忆道，当时的木偶约3斤多重，起初练完后
手一直发抖，但为了训练效果，他还会增
加负重。

“2003年，我有幸在大戏《三个和尚新
传》中饰演小和尚这个角色。当时每天来
单位的第一件事就是练30分钟的静举功，
然后跟着老师手把手练耍佛珠。”张照说，
这部剧有一分多钟时间是在耍佛珠，“一
开始手都是同向的，后来慢慢掌握，用木
偶脖子转珠子并不算很难，难的是将佛珠
抛给距离5米之外的另一个人， 抛出去的
时间、高度需要反复练习，还要保证佛珠
抛出去的形状是圆的。”凭借这部剧，2004
年张照获得了文化部表演奖，而后“戏耍
佛珠”也成了他的保留节目之一。

仔细琢磨研究
用精彩表演赋予木偶生命与情感

“木偶也是有生命和情感的，这需要演
员通过自己的操作将情感赋予传递给木
偶，让它活起来，否则你举着的就是个木头
人。”张照说。

在准备小和尚角色时， 张照会仔细琢
磨戏中歌词，听小和尚的语气，看之前的动
画片，揣摩人物的性格特点，向前辈请教，
尽量展现不同于大和尚、 瘦和尚的那种小
孩子的机灵机智、 天真无邪。“还有在2014
年获得全国木偶皮影中青年技艺大赛表演
奖的老版《嫦娥奔月》选段里的后裔，关于
他的表现更在于手上感觉， 初次见面的两
个恋人，很多话想说不敢说，要通过手上操
纵的杆子来表现人物的羞涩、欣喜。”

以上剧目是相对较为传统的呈现方
式，直到《白雪公主》的开演，开启了人偶同
台的序幕 。“我在里面真人出演管家和王
子，原先传统木偶剧台前有一道挡片，而这
次舞台则是完全开放式的， 对演员提出了
新要求。”张照说，之后新版《嫦娥奔月》更
是让单纯木偶操纵与声光电技术融合，带
来新挑战，“如全息投影上山川在向下，而
我操作的后羿要做出攀爬的动作， 以此来
展现登山画面，这需要演员与投影配合。”

从艺50多年，颜育不断创新传统木偶剧目创作和传
承方式

七旬非遗传承人
直播杖头木偶

高月梅 朱红梅 董鑫

退休前，她醉心于扬州木偶创新，创作出木偶舞蹈《扇韵》《天女散花》等
经典剧目，随团出访过20多个国家和地区，多次获得国家级大奖；退休后，她
致力于扬州木偶传承，通过网络平台征收了一批徒弟，将自己创作的表演技
法无私传授，使扬州木偶艺术不断发扬光大。

虽已年近七旬，但只要谈到扬州杖头木偶，扬州杖头木偶省级非遗传承
人颜育依然神采奕奕。“我有责任和义务把扬州的杖头木偶传承下去， 希望
更多的人了解和喜欢扬州的木偶戏。”

1962年， 颜育进入泰兴县木偶
剧团（扬州木偶剧团前身），主攻木
偶操纵和配音。从艺50多年来，她在
传统木偶表演技法的基础上不断创
新，糅合了魔术、水袖表演、黄梅戏
等元素，创作的木偶舞蹈《扇韵》《天
女散花》《茉莉花》《女驸马》《咏梅》
等经典剧目，将扬州杖头木偶“刚柔
相济，细腻传神，生动逼真”的艺术
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 多次获得国
家级大奖。

早年在广场上， 颜育看到许多
人拿着扇子跳舞，她就思考：能不能
让木偶拿着扇子跳舞？

现实的困难是，木偶装的机关
多了 ，重量就上去了 ，再加上扇子
的重量，靠手指把力量传送到木偶
的手腕上 ，去完成开 、收 、翻 、转等
各种动作 ， 已经是相当有难度的
了 。而且木偶双手对转扇子 ，还要
下腰抬脚 。 操纵手扦在手上捻动
时，犹如秤砣一般。扇子轻了，转起
来没有惯性 ；扇子重了 ，又容易甩
出去。

经过多年的摸索， 颜育终于掌
握了超常规的操纵方法，用虎口、五
指各负其责、分路并用，找到了两手
同时翻、 按扇子的角度和转扇的力

点， 终于让以往多人合作的高难度
动作由一人就能完成， 成了独门绝
技，并由此创作出《扇韵》这个剧目，
不仅获得全国木偶最高奖项 “金狮
奖” 金奖， 还在2003年获得了著作
权。

退休后， 颜育没有放下挚爱的
木偶， 而是扑下身心， 指导年轻演
员。

2016年底， 第六届中国木偶皮
影中青年技艺传承展演在福建泉州
举办，由颜育指导的《秋江》再获金
奖，她也被评为优秀指导老师。2017
年， 该作品又荣获江苏省文化新节
目金奖， 颜育本人荣获文化指导老
师金奖。

颜育介绍，《秋江》 移植了京剧
传统节目， 讲的是古代的一个叫陈
妙常的女子追未婚夫， 追到秋江口
时老艄公帮助过江的故事。 京剧这
一折20多分钟， 改编成木偶戏后只
有8分钟。颜育和两位演员从熟悉剧
情入手到编排动作， 苦练3个多月，
将这一传统戏通过木偶表演灵活生
动地再现。

近年来， 颜育多次受邀登上央
视舞台， 向全国观众展示扬州杖头
木偶的独特魅力。

她的创新，在木偶剧目的创作中

她的创新，在非遗传承的方式中
图中木偶由华伟制作。

张照表演的鲨鱼头。

华伟在制作木偶。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张照在排练。

颜育教孩子们木偶知识。

颜育“试水”扬州杖头木偶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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