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第 1 期
第 18 卷（总第 95 期）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UAINAN NORMAL UNIVERSITY

No. 1 ， 2016
General No. 95, Vol.18

新时期马戏灯艺术的保护与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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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戏灯是流传于淮河流域的一门古老的民间歌舞艺术，它以坚强的生命力，至今仍活跃在
民间的舞台上，但是其生存现状却不容乐观。 地方与政府应采取相应的政策来保护这一文化遗产，并采
取相应的措施促进其发展，马戏灯研究者和马戏灯艺人也应该与时俱进对其进行创新，赋予它新的文化
内涵，以促进它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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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戏灯，古称竹马灯，又称马灯舞、小马灯，是
集歌、舞、乐于一体的军事题材歌舞，它起源于淮河
流域的淮南西部花家湖社区，表现的是古战场排兵
布阵的场面， 人们用竹篾和彩布扎制成道具马，表
演者将道具马系在腰上，全副戎装，披挂上阵，彩旗
搭配，锣鼓伴奏，按照设计编排的阵式登场表演，演
员表演时除跑阵外还有战场撕杀，夹有说唱、念白、
顺口溜等艺术形式。
马戏灯作为淮河流域独有的民间艺术形式，具
有坚强的生命力，它经历了千百年的岁月，至今仍
活跃在民间的舞台，如今它虽不及当年盛行，但还
是很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 2008 年 12 月，马
戏灯被安徽省人民政府正式定为第二批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这既说明了国家和政府对马戏灯艺术
保护的重视，又充分说明了马戏灯这门艺术存在与
发展的意义。 保护与发展好马戏灯这一民族文化，
是江淮儿女的一份责任。
一、马戏灯的现状

马戏灯艺术虽然有着千百年的历史，但它的
现状却不容乐观，目前，马戏灯仅存在淮河流域
局部地区，主要是在安徽淮南毛集一带。 了它解
的人是少之甚少，近乎失传，它的生存和发展面
临严峻的考验。 马戏灯的现状快要概况为以下几
点：

（一）社会关注度低，不被重视
马戏灯流传于民间， 由群众自发组成临时班
子，逢年过节偶尔进行表演，它一直以来没有得到
政府和有关文艺团体的充分重视，基本上处于自生
自灭的状态。
马戏灯不受重视的原因，一方面受到以经济建
设为社会主题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新文化的冲
击，
“
现今正处在社会大变革时期，商品经济的浪潮
荡涤着各个角落，农村青年大多出外打工，这就导
致在一个村落， 甚至在一个乡镇很都难找寻到 50
多位青年女性进行马戏灯表演。”①社会的大背景造
成了马戏灯的衰落，如今从事马戏灯表演的艺人大
多是家传的， 真正学习马戏灯表演的新人几乎没
有。 马戏灯这种不受政府和民众的重视的现象，直
到进入 21 世纪以后才有略改观， 又被地方和政府
的重新审视，重新成为研究者的焦点。
（二）缺乏吸引力，后继无人
马戏灯是一门古老的民间歌舞艺术，它能够流
传至今，说明它曾经在人们的生活中起到过重要作
用。然而时过境迁，无论它的表演形式还是舞蹈、音
乐、服装、道具等都还停留在较早的水平，不能够满
足现代人的娱乐需求。时下人们的娱乐方式已发生
了重大改变，新的娱乐方式不断冲击和考验着古老
的艺术形式。马戏灯在表演形式与内容上是与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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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马打仗相关的，表现的是布兵阵的场面，在现在
的和平年代，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高科技年代，
难以与人产生共鸣，人们偶尔看到表演，只是当作
“稀罕物”，看热闹。马戏灯在供人娱乐的同时，并不
怎么被认可，也不能够吸引观众，尤其是吸引年轻
人，因此，造成了后继无人的现象。
（三）体系不完善，缺乏创新
关于马戏灯系统的资料很少见到，更没有供学
习的教材，马戏灯主要是通过口传心授、师傅教徒
弟的形式代代相传的。 现存的马戏灯艺人，他们的
表演大多是靠家族祖传下来的，如马戏灯传人王献
孔、王献礼、王献江、王献兵、王献胜、王献广等，他
们都是一个家族的兄弟，他们的技艺是父辈传下来
的。马戏灯体系的不完善，资料的匮乏，给它的研究
和传承带来一定的困难。
现今我们见到的马戏灯表演仍然是沿袭着老
的模式，表演的还是老的剧目，它缺少创新，不能够
融入现代人的生活， 已满足不了现代人的欣赏品
味。比如马戏灯中的音乐、舞蹈、剧情等相对过于简
单， 而进入 21 世纪文化艺术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
都已极为丰富，人们的欣赏水平也相对较高，马戏
灯如不进行创新已不能适应人们审美的需要。
二、马戏灯保护与发展的必要性

当代中国的文化是个多元化的文化，并且随着
社会经济的发展得到空前的繁荣。作为文化的一部
分，艺术也得到了高度发展，如今的各门艺术都出
现了许多创新，新的艺术形式层出不穷，表现手法
也不拘一格。其中不乏对各种古老民间艺术的重新
发现和挖掘， 也不乏姊妹艺术之间的相互借鉴，例
如现在经常出现在舞台上的蒙古族的呼麦艺术。呼
麦艺术是一门古老的歌唱艺术，距今已有千年的历
史，但它每次在舞台上的出现时都给人们眼前一亮
的感觉，充满了神秘的色彩。 再如谭盾创作的大提
琴交响协奏曲《地图》，作者在其中运用了大量的传
统民族民间音乐素材以及原始的舞蹈， 如“吹树
叶”、“打溜子”、“飞歌”、“石鼓”、“苗族唢呐”、“芦
訛
笙”等等，受到全世界音乐爱好者的重视譹
。 甚至包
括现在的流行音乐的创作也常常借鉴戏曲等民族
民间音乐的元素，都起到了不错的效果。 所以对马
戏灯艺术进行保护和发展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
的，这需要相关艺术工作者的用心与努力。
马戏灯是集歌、舞、乐于一体的歌舞艺术，它以
其独特的艺术形式经历了千百年岁月的洗礼，显示
出了旺盛的生命力，它以其粗犷、朴实、热烈的特点
深受民众的喜爱。 马戏灯这种以军事为题材，采用
排兵布阵兼歌舞乐的艺术形式不仅丰富了当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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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文化生活，还在题材、道具、歌舞及锣鼓音乐等方
面具有自身特有的艺术魅力，它与花鼓灯成为安徽民
间歌舞的双璧，不失为中华文明的又一艺术瑰宝。
三、马戏灯的保护措施

马戏灯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说明对马
戏灯艺术的保护已受到政府的重视。但保护不能仅
停留在纸上，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并付诸行动。
（一）培养和保护好马戏灯传人
马戏灯这门艺术能够流传至今，靠的是一代代
马戏灯艺人的坚持， 如果连这部分人也放弃了，那
么马戏灯就真的失传了。所以要想保护马戏灯先要
保护马戏灯艺人。要让这部分民间艺人能够坚守这
一事业，首先就是要让他们乐意从事这份职业 。 在
精神方面，要让他们的事业得到社会的认可；在物
质方面，要给予应有的支持，政府要给与一定的资
金支持， 用于生活的补贴以及马戏灯的表演和研
究。另外，要帮助马戏灯艺人积极转变观念，用专业
的标准要求和衡量自己，帮助他们从业余向走向职
业，充分体现出马戏灯艺人的价值所在。
（二）设立专门的马戏灯研究机构
在安徽淮南地区除了马戏灯民间艺术外，还有
花鼓灯、推剧等姊妹艺术，在保护方面花鼓灯和推
剧都做得很好，值得马戏灯的借鉴。 花鼓灯和推剧
都曾设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以及艺术学校等培训
机构，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安徽省凤台县县委针对
花鼓灯、推剧艺术人才青黄不结，本着抢救的原则，
开设了花鼓灯推剧艺术培训班，随后开设艺术学校
招收新学员；90 年代，成立了凤台县花鼓灯推剧艺
术团。 2008 年 12 月安徽花鼓灯研究会在凤台县成
立，2009 年 9 淮南推剧研究会及淮南市推剧研究
所月在淮南师范学院挂牌成立，随后它们的艺术基
地，教学传承基地等也相继挂牌。 所有这些举措对
保护和推动花鼓灯和推剧艺术的发展都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
马戏灯同样是淮南的民间艺术，它的的保护完
全可以借鉴以上的保护措施， 设立专门的研究机
构，并开设培训班等，把保护落到实处。专门研究机
构的设立，对保护和挖掘马戏灯都会起到重要的作
用。
（三）加强对马戏灯资料的收集整理
近代马戏灯一直流传于民间，缺乏专门的机构
对马戏灯的资料进行收集和整理，我们能够了解到
的无非是它的历史起源和一些表演时的剧照，目前
研究马戏灯可以查阅到的最权威的资料，可能算是
安徽省淮南市毛集实验区文体局同志编写《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申报书》。 所以马戏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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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和马戏灯的保护工作都急需对马戏灯的相关
资料进行搜集整理。民间艺术，资料散落于民间，而
且大部分不是文字的，需要研究者深入考察，挖掘
研究。笔者认为马戏灯资料的挖掘与整理工作要首
先从马戏灯传人入手，深入马戏灯第一线，对马戏
灯艺人进行交谈采访， 利用现代数码技术之便利，
把马戏灯散落的历史资料、马戏灯艺人身上有形和
无形的资料转换成文字、图片、音频或视频等形式
进行整理保存，尤其是要在没有文字记载的表演形
式和剧目上要进行抢救性的工作。
四、马戏灯的发展策略

马戏灯作为一门古老的艺术形式流传至今，我
们要做的不仅是保护，还应使之弘扬壮大。
（一）加大政府的投入
马戏灯的表演一直以来多是群众出于自娱自
乐，没有人靠马戏灯表演来谋生，因为靠表演几乎
没有收入，难以维持日常生活。 在没有经济创收的
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马戏灯表演，离开了
父辈留下的文化遗产。因此，要保护和发展好马戏灯
就需要政府加大投入， 这里的投入既包括政策上的
投入，又包括财力上的投入，在政策上要积极支持，
在财力上要大力投入， 设法保障马戏灯艺人的基本
生活，解决在马戏灯表演和研究上的经费困难。
政府的态度往往是老百姓行动的导向，有了政
府的大力支持和投入，从事马戏灯工作就成为一件
有意义的事。经济的保障，尤其是社会地位的提高，
马戏灯艺术得到社会的认可，这样才会有越来越多
的人关注马戏灯，了解和学习马戏灯，将马戏灯艺
术不断传承下去。
（二）加大对外宣传的力度
对于马戏灯，了解的人都很少，据笔者对淮南
本地市民的调查，90%的人都不知道， 他们听说过
花鼓灯（因为花鼓灯艺术做了很多宣传，经常作为
淮南的名片被提起，活跃在淮南的街头和电视等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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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上），对于马戏灯常常表示从来没听说过。马戏灯
与花鼓灯同属于淮南的民间艺术，同样是融歌、舞、
乐于一体的艺术，与花鼓灯相比马戏灯宣传工作做
得太少。
马戏灯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关注，对马戏灯的
宣传可以从以下几点出发：①街头表演，定期或节
假日在街头表演，能够给老百姓带来愉悦，也能对
推动马戏灯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②媒体报
道，可以通过制作宣传片或专题片在省市各级电视
台播放，让马戏灯走出去；③创造登台机会，作为地
方艺术的代表，登上大型文艺晚会的舞台，走向全
国乃至世界。
（三）加强创新的意识
马戏灯之所以日趋衰落，与其缺乏创新不无关
系， 现在从事马戏灯表演的艺人大都是 1970 年以
前出生的，甚至有的是四五十年代的老人，他们文
化程度都不高，在马戏灯的表演生涯中，沿袭传统，
缺少创新。
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有着巨大的冲击，单纯地
靠政府保护并不是可持续发展的途径。新时期要赋
予马戏灯新的文化内涵，要从根本上改变马戏灯的
现状，必须要与时俱进，进行创新，从形式到内容，
从音乐到舞蹈等方面都要融入现代人生活的元素，
以适应现代人的文化品位。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快，
人们的娱乐方式发生了众多改变，多媒体和网络成
为人们的生活习惯，人们追求新、奇、快，追求时尚，
追求创新，马戏灯艺术要融入现代的元素，反映现
代生活。
马戏灯艺术的保护与发展不是孤立的，新时期
马戏灯艺术的保护与发展最关键的是要创新。新时
期的马戏灯艺人和研究者要积极探索马戏灯发展
的新路， 开辟一条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新的艺术道
路。 相信只要有政府充分重视和马戏灯工作者的
不懈努力，一定会迎来马戏灯艺术新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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