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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

青石青石沉浮沉浮：：
桃溪河畔的梨园往事桃溪河畔的梨园往事

□ 史国兴

本版摄影：戴放一 史国兴（部分图片为资料图片）

这是发生在旧时张渚桃溪河畔的故事，更是讲述了旧时一家有名的
戏班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与张渚古镇的一段历史，也展现了旧时名伶对戏
剧的痴迷与追求，充满了酸甜苦辣的滋味。叙写命运波澜，书写梨园锦
绣，看人间悲欢，显时代人文气息。

高歌曲曲震山川

1930年10月的一天，太阳从国山山
肩上露出笑脸。顿时，清澈见底的桃溪
河，一片金光闪闪。载着小阿金戏班的木
船，在桃溪河中前行。戏班主要成员马福
掌橹，小阿金的女儿荆剑鹏一手扶橹，一
手捋绳，奋力摇船。木船朝南驶去，船后

“橹人头”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儿。
桃溪，是一条古老的溪河。她源出太

华、张渚的群山中。据老人们说，上游有
72条涧，汇集到马鞍桥，成为溪。围绕张
渚一周，顺流而下，每到阳春三月，两岸山
上，五彩缤纷的桃花盛开，娇艳无比，溪水
清粼粼的，犹如碧玉一般，一群群鱼儿，在
水中自由自在的游弋，古人称之为桃溪。
水流经五洞桥，进入蒲墅荡，河面开阔，岸
旁圩堤座座，农田错落有致。圩堤上，杨
柳依依，水边芦苇萧萧，当地人不称桃溪，
而是叫桃溪河了。

船过蒲墅荡，一河逶迤。前面，一桥
如长虹横跨，河堤青石驳岸，依河而建的
农舍，白墙黑瓦。马福高兴地说：“贴对五
洞桥到了。”

剑鹏追问：为什么叫“贴对”？“船到五
洞桥，往南只有一条河，到张渚，沿着河
心，闭着眼摇，也不会错。还有一层意思，
到了赤石滩再说。”马福看了剑鹏一眼，卖
了一个关子。

剑鹏“噢”了一声，情不自禁地唱起民
歌来：“杨柳青青河水平，闻郎河上唱歌
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情。”

这个戏班的班主小阿金，真名叫荆玉
堂，是丹阳皇塘镇西塘湾人，1891年生。
少年家贫，6岁就离开父母，到戏班，拜师
学艺，多年如一日，坚持勤学苦练，练就一
身好武艺，舞剑弄棒，翻跟斗，样样精通。
15岁，他即登上主演席位，18岁就成为京
剧舞台上享有盛誉的武生演员。1913年，
组建“庆胜堂”任班主。小阿金戏路火爆
勇猛，不拘成法，为人正直，名德重望，是
苏南地区享有盛誉的“水路班”。这次，他
应张渚戏迷余启堂、陈春华、王旦初的邀
请，到张渚演出。他闻声从舱里出来，深
沉地对女儿剑鹏说：“丫头，不要太高兴。
我们是戏班，演戏的规矩多得很。身后叫
上干村，勿演《杀子报》；五洞村，勿演《双
烙印》；善卷洞旁的祝陵村，勿演《梁山伯
与祝英台》；张渚镇，勿演《一件血衣》。”

“爹爹，为什么不演这些戏？”剑鹏问。
“上干村以前发生过老子杀儿子的

事，后来，得到报应。另外，张渚镇的何士
晋幼时，父亲被恶霸打死，他身藏血衣，发
愤学习，考取进士，后当兵部右侍郎，持血
衣控告，胜诉后，杀了很多人。这是村上
发生的不光彩的事，勿好演。”小阿金说了
其中的两个典故。

船进五洞桥，驶过五洞村，到了赤石
滩。马福说：“假如船从张渚往下开，顺流
向北过赤石滩，船头自然而然对准五洞桥
洞，也叫‘贴对’。”剑鹏高兴地说：“今天，
我长知识了。”推橹后，绕过赤石滩，船继
续朝南行驶，两山对峙：船左沿溪山，船右

牛犊山。山上传来樵夫悠长的山歌声：石
径逶迤绿树隐，樵歌欵乃白云深。关公祠
下舟来往，为你停桡一赏音。

小阿金站立船头，也放开喉咙，高歌
一曲：“芳草菲菲遍地齐，桃花脉脉自成
溪；也知百舌多言语，任向春风尽意啼。”
清脆悦耳的歌声如天籁一般，声震山川。

船到新桥，小阿金点篙结缆。早早在
溪边等候戏班的余启堂等人迎上来，握手
寒暄了一番。

石沉桃溪发誓愿

张渚是千年古镇，地名的来源与水有
关。古时叫桃溪。三国时，改为章溪。孙
权当了皇帝，赐方岩山为妹妹孙尚香的住
宿和斋戒沐浴的封邑。方岩山改为太华
山。公元221年，刘备入川称帝，建元章
武。刘备与孙尚香结为伉俪，封地随嫁，太
华山改为章山，桃溪改为章溪。南唐宰相
张居泳第六子张逵看到章溪环境优美，风
光旖旎，于是，就在镇上定居下来。北宋
时，张家先后出了10多名进士，因章与张
同音，人们干脆就叫张溪。南宋时，镇上
的人都居住在陆地，又把张溪改成张渚。

张渚地处苏、浙、皖三省交界，有一鸡
鸣三省之说。张渚又是一个水陆码头，货
物的集散地：往南都是群山，山中，一条宽
阔的山道穿行其间。山货由骡子、马、独轮
车经大道运到这里，客商收购后，用船从桃
溪运出去。山镇热闹非凡，堆场特别多：有
毛竹场、木头场、煤场、沙子场、石子场、石
头场等等。最热闹的地方是沙珠滩，横
街。白天，人群熙攘，商店林立。到了晚
上，灯火辉煌，人流摩肩接踵。一般商店，
在晚上10点钟前不关门，有的彻夜营业。
所以有“日进斗金，夜进斗银”之说。

那时，张渚没有戏院。小阿金他们在
元兴场搭戏台。元兴场这地方，场大，地
较平整，可供万人聚集。不理想的是：场
周大多是石头作坊，石工从山上采来块块
青石，石匠师傅用钢凿凿石，成块块石板；
有的凿成圆形的石墩，供砌房用。留下的
废石，锋利、尖硬，遍地都是。余启堂他们
把场地打扫一遍，从作坊里借来木板、毛
竹竿、麻绳，与戏班的人员搭好戏台。小
阿金为了检验台搭得牢勿牢，在台上连翻

几个跟斗。
张渚民众热爱京剧。民国 16 年

（1927），镇上10多名京剧爱好者，自费从
外地请来琴师程小普教唱京戏，后来，发
展到40多人，在何家祠堂彩排《坐宫》《探
阴山》《盗御马》等选段。工商界人士李惠
祥、陈洪根、戴洪大等集资赴苏州购买袍
套、乐器，聘请京剧名演员赵龄童、李德
成、赵化南等教唱京剧。文场、武场配套，
生、旦、净、丑俱全。这些京剧爱好者们排
演了《追韩信》《甘露寺》《贺后骂殿》等。

夜幕降临，两只汽灯挂在戏台上空的
横杆上，场地照得雪白一片。一会儿，闹
台的锣鼓响起，黑压压的人流会聚在戏台
前面，演的是《长坂坡》，小阿金扮演赵
云。在《抓帔掩井》一幕中，赵云被曹军包
围，胸前战袍里又暗藏阿斗，长枪飞舞，左
冲右突，急切的锣鼓声响成一片，观众连
声叫好。在登高坡时，小阿金抬起靴，由
于用力过猛，台子晃了一下，鼓点响过，脚
仍在空中。动作没有到位，台下响起一片
嘘声，戏痞们从地上拾起石头，向台上扔
去。其中一块，砸中小阿金的额头。小阿
金急忙用左手掩住伤口，鲜血从指缝中流
出。马福忙飞上台，脱下戏袍，从白衬衣
上撕下布条，掰开小阿金的手指，额头被
青石块击破，一条长长的伤口，皮肉外翻，
从里冒出鲜血。马福用白布条把伤口扎
紧。戏痞们仍不罢手，石块仍往台上飞，
其中两块，砸中汽灯，台上场下一片黑暗，
观众一哄而散。

小阿金在马福等人的搀扶下，向停船
的地方走去。走到船边，他觉得伤口疼痛
难受。人的形象对演员来说是多么重要。
额头破了，包扎布条，以后怎么演戏？伤口
好了，也要留下疤痕。小阿金想到这里，又
气又恨，抱起岸边20多斤重的青石，向桃溪
扔去，“嗵”的一声，浪花四溅。他发誓说：

“今生今世，除非这块青石浮起，露出水面，
我才来张渚演出。”戏班成员都陆续上了
船，马福解缆，掌橹，顺流而下。

青石浮现意难违

镇上的群众，时时怀念小阿金戏班。
余启堂等也常常想起他。特别是在《金钱
豹》一戏中，小阿金扮演的豹精，人未出

场，先声夺人。从后台飞出银光闪闪的钢
叉，观众有的低头，有的惊叫，有的跑开，
躲避钢叉，乱成一片。钢叉不偏不倚击中
台柱，场面十分惊险。然后，豹精从后台
跃出，攀树跃涧，豹吼群山。

镇里几次派人请他来张渚演出，小阿
金余恨未消，坚持说，除非青石浮出水面，
我才去张渚。

小阿金也反思自己，张渚的群众欣赏
京戏的水平确实高，如果自己的脚步踩在
锣鼓点上，就不会发生戏痞砸场子的事
情。他更加刻苦练习基本功。经常从堆
叠的7张八仙桌上轻快自如地翻腾而下。
有一天，他和几名青年在常州文笔塔附近
游玩，发现塔上第五层檐下有个鸟窝，他
便爬上去取下，揣在怀里，又从上面翻着
跟头下来。

他为了提高戏班的技艺，送女儿荆剑
鹏去上海，跟名演员孙庆芳学艺。1934年
初，荆剑鹏又跟金莲喜一边学戏，一边演
出。其他戏班成员，也不敢怠懈，每天一
早，起来练功。从此，小阿金戏班阵容齐
整，技艺精湛，唱念做打俱佳，受到观众一
致好评。

张渚的绅士余珊宝看到，在广场上演
戏，戏痞们容易从地上拾石头砸场子。雨
天，又无法演戏。于是他组织集资，在镇
南元兴场建起了1000多人的戏院——桃
溪乐园；何培林、卢伯和在镇北鲤鱼堂旁
筹建景云大戏院。

1934年的8月与9月，江苏大旱。张
渚南部所有涧沟都断流，涧沟底露出块块
鹅卵石。桃溪慢慢干涸，青石露出水面。
镇上又派余启堂等人为代表，在常州找到
小阿金说：“你去桃溪看看，青石浮起来
了。”小阿金摸着伤疤说：“天不下雨，水往
低处流，风一吹，青石会露出水面，决不会
浮起来的。”小阿金仍不愿来张渚。10月
初，桃溪河干了，蒲墅荡干了，西氿也干
了。张渚人推着独轮车，从桃溪河里往宜
兴县城去。余启堂等人又找到小阿金，小
阿金叹口气说：“这是天意。天意难违
啊！你们这么盛情，人意难违噢！”

10月 8日始，连续下了半个月的大
雨，河水又涨起来。

1935年初，小阿金率领戏班，摇船又
来到张渚的新桥头。小阿金戏班先在桃
溪乐园开演。由荆剑鹏担纲主演《大闹天
宫》，为了追求新奇、刺激，用真狼犬出演

“哮天犬”，上台与饰演“孙悟空”的荆剑鹏
真打实斗。消息一出，张渚镇万人空巷，

一票难求。演出时，荆剑鹏只在腿上简单
绑扎铁皮，为吸引狼犬奔扑撕咬，又在铁
皮上捆扎新鲜带血的生牛肉。舞台上，荆
剑鹏尽情展示其深厚的女武生功底，腾挪
跳跃，身形自如，指引狼犬满场狂吠扑咬，
场景惊心动魄。荆剑鹏炽热火爆的演出，
赢得了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和连绵不绝
的喝彩声。演出结束，观众依依不舍，久
久不愿离去。在桃溪乐园连演一个月，又
在景云大戏院演了一个多月，让千千万万
戏迷大开了眼界，过足了戏瘾。

巧治戏痞歌平安

1949年初，小阿金带领戏班到张渚演
出，景云大戏院派人在镇上热闹处张贴海
报。到中午，海报上多了加演×××剧目
字样。戏班和戏院相互查问，双方都说未
写加演，商定仍按照预告剧目演出。演
完，没有加演。有人带头哄闹，砸凳子，扔
砖头。小阿金只得离开张渚，戏院负责人
向镇长冯洪发汇报，镇长表态说：“不要
紧，有戏班来照常演好了。”

两天后，锡剧演员曹万春带班来到景
云大戏院，戏院按戏班商定演出的剧目，
又在热闹处贴上了海报。中午，海报上又
被添写加演《长坂坡》。晚上，冯镇长来到
后台问：“你们会不会演《长坂坡》这出
戏？”曹万春回答：“《长坂坡》是京剧剧目，
我们是锡剧班，不会演，要演只能加演锡
剧《双珠凤》。”冯镇长又问：“演这出戏要
多少报酬？”曹也摸不着头脑，就说：“给几
石米吧！”冯镇长摇摇头说：“太少，起码10
石！你们放心演，决不会亏待你们！”

正戏结束后，冯镇长上台，只见他身
着崭新的黄军装，腰束一条宽皮带，斜挎
一支驳壳枪。枪上的红丝带露在枪套
外，在灯光的照耀下，显得更加夺目。谁
人不知，他原是宜南山区游击组组长，挥
枪百步穿杨，当了镇长后，镇压了好几个
反革命恶霸分子。他走到前台，拿出海
报对观众说：“现在正戏结束，下面是加
演剧目。有人在海报上点的《长坂坡》，
这是京剧，刚才，大家看了，他们是锡剧
班，不会演，就改演《双珠凤》如何？”话音
刚落，全场拍手叫好。冯镇长又说：“这
个加演剧目的海报，不是剧场写的，也不
是戏班写的，是有人专门点的。今天，我
派人暗中调查，请加写的××× ×××
上台。”两人上台后，大家一看，是镇上出
名的戏痞。冯镇长继续说：“大家知道，
他们点这出戏，要多少钱吗？戏班说要
15石米。我与戏班商量少些，加演这场戏
就10石米吧！在场的观众，都要谢谢他两
人啊！”顿时，掌声四起。弄得两个戏痞尴
尬难言，灰溜溜地被请下台，戏院又响起
锣鼓声。

第二天，两个戏痞给剧团送来10石大
米。镇长巧妙地惩治了戏痞，保护了戏
班。从此，镇上的文娱生活开展得红红火
火。各地戏班、剧团纷至沓来。每到夜
晚，张渚镇灯火辉煌，夜市闹猛，人群更加
熙攘，歌声嘹亮。一派和平繁荣景象。

而荆剑鹏，则后来成为常州市京剧团
副团长、常州市文艺戏剧学校副校长，是
有名的女武生。

（（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张渚镇志张渚镇志》《》《太华镇志太华镇志》》
《《皇塘镇志皇塘镇志》《》《善卷镇志善卷镇志》《》《锡韵春风起宜锡韵春风起宜
兴兴》《》《锡剧名家唐振华锡剧名家唐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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