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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走訪了寧夏靈武市郝家橋
鎮崔渠口村，村民們介紹說，在這裡，

娓娓纏綿的口弦聲時常會在田間地頭嚶嚶響
起，這項藝術的國家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馬
蘭花和她的「馬氏口弦」就出自這個村。

弟學製作為發揚
馬蘭花和她的弟弟馬義珍，一個彈口弦，一
個做口弦，姊弟兩人已是「馬氏口弦」第三代
傳承人。第一代傳承人馬德海年輕時師從藝
人，學會了彈奏口弦的技藝。第二代傳承人是
馬蘭花的父親馬金貴，他60年如一日堅持製作
口弦，不僅改進了口弦的製作技藝，更使口弦
彈奏技藝逐漸完善，最終形成了自己的風格。
馬金貴製作的口弦，在寧夏吳忠、靈武等地非
常有名，人們紛紛慕名前來購買。當時，製作
口弦是馬家一家人重要的謀生手段。現如今，
製作口弦不僅僅是為了養家餬口，更是民間技
藝的傳承和發揚，馬金貴又將口弦的製作技藝
傳給了兒子馬義珍。
「馬氏口弦」是竹口弦，精選的竹子切成
長5寸左右的若干根，放到油鍋裡炸一下，
然後拿出來用刀精心去削。這樣做出的口
弦，鋥亮光滑，結實耐用，不易破裂；從效
果上看，音量適中，清脆柔和。民謠對口弦
有繪聲繪形的描述：「三寸竹片片，兩頭扯
線線；一端銜口中，消愁解麻纏（解除心中
的煩惱）。」成年婦女喜歡彈竹口弦，姑娘
們一般喜歡鐵口弦。
馬金貴去世後，作為大女兒的馬蘭花繼承

了他的彈奏技藝。馬蘭花6歲學會彈奏口弦。
由於父親馬金貴主要是賣口弦，父親賣的同
時，馬蘭花就在旁邊彈奏口弦，招攬生意，
漸漸地自己摸索出許多口弦彈法。

姊習彈奏廣傳唱
馬蘭花的口弦之所以彈奏得好，除了幫父親
賣口弦使彈奏技藝日漸提高外，最主要的原因
還是源於她對口弦的那份執着的熱愛。小時候
放羊、放驢時，馬蘭花總會隨身帶着口弦，一
個人在野外無人聊天，就拿出口弦彈奏。她的
彈奏沒有章法，更沒有樂譜，就是隨心所欲。
高興了，口弦就跳躍高昂地彈；憂鬱了，就低
沉嗚咽地彈，間或模仿各種鳥蟲叫聲。經過多
年摸索，馬蘭花能用口弦模仿駝鈴發出的聲
響，獨樹一幟。家人將她彈奏得最為熟練的3
段樂曲，分別命名為《駝鈴》、《廊簷滴水》
和《回鄉情》，這3段樂曲已成為回族口弦的
經典曲目被學習和傳唱。
如今，以馬蘭花為主的馬氏口弦彈奏隊

伍，已多次將技藝展現在國家級舞台上，
受到專家和愛好者青睞。
今年79歲的她覺得自己十分幸運，

「從來沒有想到自己不經意的愛好，竟成
了國家級的『寶貝』。」如今，看到越來
越多的人關注，馬蘭花十分感慨：「老祖
宗的東西，並沒有被我們忘記。」而這，
也成為每一個非遺傳承人的心聲。

被譽為「口弦皇后」的
寧夏回族女民歌手索菲
亞．安宇歌是目前寧夏唯
一全面掌握竹口弦與鐵口
弦技能的藝人。她深受母
親的感染，對回族傳統文
化、口弦演奏產生了濃厚
興趣，5歲就開始接觸口
弦。口弦到了她的嘴邊，
彷彿會說話，或歡快或悲

傷，或輕盈或沉鬱，引人遐想。
安宇歌不但繼承了製作口弦的方

法，掌握了大量回族民歌，還將傳
統的口弦製作進行了多項創新。在
傳統口弦的基礎上，她發明了一種
組合式口弦。組合式口弦由於在原
有口弦的基礎上加了琴體，使口弦
在演奏時的音色更優，音量更大；
同時由於琴體的引入，使口弦的結
構和造型趨於完美，既可作為樂
器，又可作為民族特色工藝品。如
今，組合式口弦琴已經獲得國家專
利。

退休後仍不停歇
作為國家級口弦傳承人的同時，

安宇歌還是寧夏非遺保護中心研究
員，對於如何去挖掘、保護並傳承
這一傳統回族民間樂器，她也在身
體力行地承擔着這項使命。自2003
年國家啟動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
作以來，安宇歌便積極響應，通過
非遺進校園等形式，在寧夏的多所
學校教授口弦技藝，向5萬餘名專
家、大中小學生普及口弦樂器；她
還曾多次在央視的綜藝節目中亮
相，展示演奏口弦。2012年，她出
版了《寧夏回族口弦》一書，填補
了我國在口弦傳授中缺乏文字教材
的空白。
現在安宇歌已經退休，但保護傳

承回族口弦等民間藝術沒有停止，
她已被中華回族文化園聘請為藝術
總監，專門從事回族民間藝術的保
護展示。
儘管口弦的傳承看上去路漫漫其修

遠兮，但慶幸的是，有了馬蘭花、安
宇歌這樣一直致力於這一民族藝術的
挖掘和傳承，並上下而求索，貢獻出
自己全部心血的藝術家，口弦就不會
面臨無人傳承的困境，她們的心願，
一定會早日實現。

口弦又被稱為「口扣」、「口琴
子」，在西北地區農村回族婦女中

廣為流傳。口弦音色優美、易於演奏、便於攜帶，因此
在寧夏回族中世代相傳。很多回族婦女愛在農閒時做針
線納鞋底的間隙，用口弦來排憂解悶，有時婦女之間也
會用口弦相互對彈，既是在對歌，又可算作是談心。在
一些回族鄉村裡，無論是年輕姑娘還是白髮老人，人手
一把小口弦。目前，頭戴蓋頭、手彈口弦的回族婦女已
被公認為寧夏回族的形象大使。

口弦是中國傳統樂器中體格最小的樂器之一，是寧

夏回族民間自製的微型彈撥樂器。口弦分兩種：竹製

的長三寸，扯線發音；鐵製的長一寸半，撥鈎發音。彈奏時，將口弦放在

兩唇之間，利用口中的氣流使顫音發生變化，產生共鳴，音量的大小由嘴

唇的開合決定，憑借有節奏的動作，就能演奏出悅耳動聽的民間小調。口

弦沒有旋律卻注重節奏，可以模仿蜂鳴、鳥語、水流等聲音。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尚勇 寧夏報道

寧夏「口弦皇后」：
將樂器變成工藝品

回族女兒口弦談心

任職小學校長之前，王廷立有
着27年軍旅生涯，是遠近聞名的
抗戰老兵。回到貴州安龍縣老家
之後，王廷立選擇教書育人。他
任校長，把學校從到任時的三名
民辦教師、不足百名在校生，發
展到15名公辦教師、近500在校
生的規模。與早年的軍旅生涯有
關，從到任的那一天起，王廷立
就將武術傳習，列入了學校的教
學內容。課程安排為每周兩個學
時，分別在周一和周六下午，雷

打不動。而武術教練，當然就是
王廷立。
對於打凼而言，武術並不是為

了吸引遊客的噱頭，其傳習，在
王廷立的家鄉可謂源遠流長。據
相關考證，當地布依族民眾根據
日常生產生活創編而來的打凼布
依拳和排冗布依棍，迄今已口傳
身授五、六百年。王廷立自小拜
師學藝，按照當地武術譜系，正
是打凼布依拳的第四代祖師，
「王老祖」的尊稱也因此而來。

17歲的王廷立就參加了知識青年遠征軍，加入抗日洪流之中。1949年，
他又參加了解放軍。27年軍旅生涯後，他
退伍回鄉當了一名中學老師。
年近期頤的王老祖，每日早上八點前都
會按時出現在村前河岸邊的重陽古樹下，
一招一式、一絲不苟地向過往遊客展示布
依獨創武術「單頭棍」，春夏秋冬，風雨
無阻。但他對於打凼村紅火旅遊業的貢
獻，可不僅僅是招攬遊客的幾招幾式。

修路：打響反貧第一槍
王廷立的反貧困之戰，從早年村裡修路
時就開始了。上世紀80年代時，打凼村交
通狀況極差，「餵一頭豬都拉不出去。一
條茅狗路，人能走，車進不來。打凼離縣
城也就15公里，但村裡有些老人，一輩子
也沒去過一次。村裡那是真窮啊」。在王
廷立的提議下，村裡召開了一個近九百人
參加的群眾大會，議題就是修路。村民大
會很快達成共識，並採納王廷立的建議，
按人頭分攤任務，每個勞力負責開挖4
米，分段、多點同時開工。
施工期間，王廷立每天來得最早，走得

最晚。除了組織發動，他還負責各個工段
的驗收、量方。一條3.7公里的毛路不到一
周就神奇地挖通了。
適逢國家實施「村級公益事業『一事一
議』財政獎補」工程，王廷立多方奔走，
2012年終於幫打凼拿到了國家補助，為這

條路作了水泥路面硬化。這條路也成為王
廷立率眾反貧困的起點。
路通之後，王廷立的腳步並未停歇。經

過他積極爭取並組織村民實施的貴州省級
層面的「美麗鄉村」 六項小康行動計
劃，給打凼帶來了脫胎換骨式的變化。這
項計劃涉及村內戶外道路和院壩的整治，
通電、通訊、通水等等，均按照當地制定
的小康標準進行改造、提升。就連進村的
這條路，也實施了「白改黑」，變成了瀝
青路。

出資立社：開闢致富新戰場
2013年，在一次村支兩委議事會議上，
王廷立首次提出成立合作社倡議。看到大
家面有難色，王老祖表態，拿出自己的部
分積蓄，作為合作社的啟動經費；合作社
還同時明確了大家出力，集體管理，共同
受益的經營模式。在街道辦事處和縣裡的
引導下，合作社逐漸發展為今天的山水人
家旅遊農民專業合作社。
或許是路子對了，過去單家獨戶辦不成

的事，現在也一件一件地辦成了。「中國
少數民族特色村寨」、「貴州省最具魅力
的民族村寨」、「文明村寨」、「民族團
結先進集體」和「民風純樸美麗鄉村」等
榮譽稱號，紛紛落戶打凼村。有統計說，
打凼現在年均接待遊客10萬人次左右，
吃上旅遊飯的村民們，日子果真在王老祖
的帶領下，一天一天變得紅火起來。

自2012年以來，打凼村積極爭
取「四在農家．美麗鄉村」、「一
事一議」、扶貧開發及村莊整治等
項目資金1,200萬餘元，修建了古
樸典雅的寨門，改造通村油路和通
組石板路、水泥路，建沼氣池、引
水渠，實施民居美化亮化工程，建
成村民族文化廣場、垃圾處理池
等，安裝了太陽能路燈，建成了仿
樹石橋、景區攔水壩、水車、水碾
等旅遊景觀設施。在平寨、大寨、
灣子和河對門四個組流轉土地400
畝，種植了軟籽石榴和無花果200
畝、玫瑰花186畝，拓展觀光農業
線，鄉村旅遊業基礎日臻完善，一
個宜居宜業的美麗鄉村迅速展現在
世人面前。
所有這一切，還給王老祖帶來一

個永不退休的半官方身份，就是只

幹活、不拿工資的「三老議事會」
會長。1998年，「三老議事會」
創立之初，王廷立即成為會長的不
二人選，一幹就到現在。
「小時候讀中學，龐校長從來
沒有罵過人。有同學犯了錯誤，
龐校長也不會當眾批評，沒人
了，才把人找到一邊，耐心地指出
你的錯誤。」善作思想工作，是中學
時一位龐姓校長給如今的王老祖留下
的深刻印象。「讓人既曉得自己錯
了，又不失面子，真正心服口服」。
與習武時的疾風驟雨不同，作

為「三老議事會」會長，王廷立
和風細雨待人接物。小到妯娌嘀
咕、婆媳失和，大到起房座屋，
修路開渠，其間的調處，處處體
現他所推崇的龐氏工作法的影
子。

俯首育人 傳習武術

永不退休的老會長

由於地理劣勢、交通不便，貴

州長期以來經濟發展相對落後，

被公認為是中國脫貧攻堅的主戰

場。然而，這裡有個打凼村，在

一位抗戰老兵的帶領下，靠着打造鄉村旅遊特

色，在脫貧致富的戰場上打了一場漂亮仗。這

位老兵，便是現年92歲、被當地村民尊稱為

「王老祖」的王廷立。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亞明 貴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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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貧困：王廷立
的又一場勝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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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彰王廷立錦旗表彰王廷立錦旗。。香港文匯報記者趙海波香港文匯報記者趙海波攝攝

■■王廷立展示王廷立展示
布依武術布依武術。。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周亞明記者周亞明攝攝

■■煥然一新的打凼村煥然一新的打凼村，，如今開門迎客搞鄉村旅遊如今開門迎客搞鄉村旅遊。。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海波香港文匯報記者趙海波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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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蘭花在吹奏口弦馬蘭花在吹奏口弦。。

■■回族婦女吹口弦圖回族婦女吹口弦圖。。

■■安宇歌安宇歌
■■安宇歌展示她的作品安宇歌展示她的作品
《《寧夏回族口弦寧夏回族口弦》。》。

■■家裡其他人各忙各的去了家裡其他人各忙各的去了，，
逮得兩個小孫孫合個影逮得兩個小孫孫合個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亞明香港文匯報記者周亞明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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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義珍馬義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