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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与健康我 们 的 节 日

非遗文化

农历辛丑，聊几出与牛有关的京剧，沾
沾“牛”气儿。

要说京剧中，剧名带牛字的戏可真不
少，《小放牛》《火牛阵》《牛郎织女》《牛皋招
亲》等等，有些剧目虽然剧名不带“牛”字，
但剧中的人物姓牛，像《草桥关》中的牛邈、
《取南郡》中的牛金，等等。

牛戏很多，篇幅有限，咱就说说最有代
表性的两出牛戏。先说《火牛阵》。他不仅
是一出马（连良）派名剧，而且剧中行当较为
齐全，并有小生反串青衣的情节，引人入胜。

战国时，齐湣王宠信邹妃及太监伊立，
不理朝政。燕昭王任用乐毅为帅伐齐，连
破七十余城。邹妃及伊立设计，诬陷东宫
世子田法章，无礼于邹妃，齐湣王大怒，命
伊立斩杀世子。世子侥幸逃出东宫，正遇
巡城卸史田单，并隐藏在其家中。后田单
又将世子扮成己妹，瞒过伊立搜查，并陪同
世子买通守城官，连夜逃出城关。

被大军冲散的田单和田法章，一个据
守即墨抗燕，一个投靠退职太守殷尚。田
单先用反间计，使燕国替换乐毅，后又用火
牛阵大破燕兵，恢复齐国。由于殷尚不知
世子是男扮女装便将爱女殷惠娥与他同
住，世子说出实情后二人遂私定终身。殷
得知田单大胜后将田法章送至即墨方，知
他为男子，便应允爱女与他成婚。

该剧为马连良先生上世纪 20世纪编
演。马先生在剧中“夜巡”一场遇到世子田法
章时有一绝活。即当衙役说拿住犯夜的田法
章时，为掩护世子，他一脚将灯笼踢灭。一般
演法都是用红布镶个绿边的布灯笼，唯马先
生演此剧使用点蜡的真灯笼，并且一脚将灯
笼踢出一个抛物线，落到下场门时蜡烛正灭，
每演至此必是满堂彩声。由于该戏小生和青
衣的戏份儿较重，而老生的戏不太连贯，没有
多少高潮，故马先生上演此戏不多，现存
1954年的演出录音便显得弥足珍贵。这场
演出中，除马连良饰田单外，姜妙香饰田法章
（剧中有反串青衣），郝寿臣饰伊立，张君秋饰
殷惠娥，萧长华饰皂隶，马富禄饰侯栾，马盛
龙饰殷尚，可谓是名家荟萃，堪称是一台精彩
绝伦的好戏。

再说说《牛皋招亲》，该剧又名《藕塘关》
是郝寿臣先生于上世纪20年代末编演的一
出新戏。金国大将魔利支令兵围困藕塘关，

该关总镇金节向岳飞求援，岳飞命牛皋先行
助战。牛皋至藕塘关后，乘醉上阵，击死魔利
支，大获全胜。金节以妻妹戚赛玉许配牛皋，
岳飞破格成全，消除牛皋的顾虑，与美人共入
洞房，喜结连理。

郝先生扮演的牛皋出场时扎靠，招亲时换
红官衣，戴纱帽。入洞房后，又穿箭衣与新娘
对拳。最后新娘学苏小妹出上联三难新郎，憨
牛皋情急生智，妙语频出。整场表演，连唱带
做，还有许多念白，诙谐生动，颇有情趣。我记
得新娘先出的上联是“海棠花”，牛皋对的是“山
药蛋”；新娘再出“红粉佳人”，牛皋对“黑脸大
汉”；新娘再出“金环”，牛皋对“宝剑”新娘把几
个上联连起来“红粉佳人耳坠一对金环”，牛皋
也照葫芦画瓢来个“黑脸大汉，腰悬三尺宝剑”，
整个一个天衣无缝。您听听，俩人比说相声都
热闹。

郝先生优秀传人袁世海先生曾与1954
年与高玉倩老师（《红灯记》李奶奶扮演者）联

袂上演此剧，并留有珍贵录音。1983年央视
春晚，袁先生还与歌唱家李谷一合演该剧片
段，留下一段佳话。

牛皋的忠诚、勇敢、率真，以及粗中有细
都是值得我们欣赏和学习的，但他的临阵吃
酒，带醉应战，却是万万不可效仿的。尤其当
下，人人都是司机，那些饮酒后开车命染黄泉
或锒铛入狱的明星、名人都是鲜活的反面教
材。珍惜生命，拒绝酒驾已是大众共识。

牛年听牛戏，聊牛戏。但望，今年借个牛
劲，各行各业牛气冲天，大人小孩幸福安康！

牛年说牛戏
贵翔/文 清江/绘

明日就是庚子除夕了。从街上走过，
店铺廊檐下悬着红灯笼，橱窗里挂着红吊
钱，家家户户的大门上贴上了红对联、红福
字……就连行人衣着上的红色块儿，比重
也大了起来。整座津城浸润在春节将至的
喜庆祥和之中。

事实上，一入腊月，大街小巷里的年味

儿就开始弥散，酝酿中越发浓郁起来。
年是国人最重视的民族传统节日，没有之

一。它深入每个人的骨髓，牵动着强烈的家国
情怀。每逢佳节倍思亲。出门在外工作或者
学习的人，出国的盼着回国，离家的盼着还
家。春节的阖家团圆是人们挥之不去的情结。

为此，人们不远万里，跋山涉水，乘飞机、

火车、轮船、汽车，甚至开摩托车也要拖家带
口地回老家。为的是孝顺老人，探望双亲，呵
护小儿女，也为修整疲惫的身心，来年重整旗
鼓再出发。年前，朝着老家的方向出发，无论
路途多么波折，人的身心是愉悦的。或许正
因如此，每个人都在盼着过年，越是临近，心
情就越迫切。

声势浩大的春运，盛况空前的返乡潮，年
年上演。然而，今年为了预防人员密集引起
新冠肺炎疫情的再度爆发，举国高度关注春
运防疫。就地过年的倡议，在各媒体被广泛
提及——非必要勿返乡。腊月里，包括天津
在内的大小城市里酝酿着五味杂陈的气息，
一边明知是必要之举，一边是无奈的情绪。
关乎自身健康，关乎民众健康，关乎城市防疫
安全，关乎国家防疫大局。在小我与大国之
间，更多身在异乡的人表示理解，主动选择就
地过节。

安徽青年杨文是一家广告公司的职员，
他说，自己已经半年多没回家了，想家是肯定
的，但做事要因时而异。如果长途乘车回家
会间接地给家人带去疫情风险，不如不回，等
过过再说。

今年，天津为鼓励员工留下过年推出了
不少新举措，鼓励企业解决住宿、就餐，甚至
安排文旅活动等。而和平区各单位，早早地
就统计了在津过节的职工名单，以便提早做
出安排，让他们在这里也能感受到家一般的

温暖。
人人心中有家，人人心中有国。如今，

“就地过年”不只是一句口号，更是一种国人
必担的责任。这种担当，发自举国共同抗疫
的决心。

聚薪起火，则火必旺；万众一心，则事必达。
就地过年，也要过得红红火火。由此而

催生了2021年的诸多过年新模式：快递式年
货、间歇式孝顺、佛系式拜年、红包式压岁、
躺平式家务、云端式聚会、放纵式减肥，等
等。新潮方式应对着“就地过年”的变局，翻
新了过传统年的新样式。

或许你还没来得及细想，本身已经融入
其中了。因为疫情防控的原因，今年春节不
能回老家陪伴家人过年了，你肯定早早就把
年货快递回家了吧。不能回家吃年夜饭，你
是不是已经筹谋好，要在除夕夜里跟父母开
着视频“守岁”；大年初一，亲戚朋友不能面对
面拜年，微信拜年的表情随你发；尽管不在身
边，晚辈的压岁钱也不能缺席，最好的办法还
是拿起手机，动动手，红包秒到，想送多远送
多远，笑脸儿回收一箩筐……

春节年年过，今年大不同。不经意间，人
们已经参与刷新了所谓的“按部就班”。

短暂的放弃，是为了更好的相聚。天还
冷着呢。但请相信，没有一个冬天是不可逾
越的。遥寄乡愁，就地过年吧。君不见，津城
亦有爱，情也暖如春。

津城春亦暖 就地过大年
刘彩霞/文 李震/图

京剧是国粹。爱上京剧的人有着各自
的理由。有因追剧捧角儿而痴迷者，有受
家中长辈票戏熏陶而沉醉者，而笔者为京
剧着迷则是由那华丽美艳的戏服开始。

演员登台亮相，色彩旖旎的戏服最能
吸引观者视线。

行外人看的是热闹，戏迷们看的是门道
儿。“宁穿破，不穿错”，这是梨园对“行头”不
成文的规矩。虽不成文，却是硬规矩。

京剧服装，是塑造角色外部形象的艺术
手段，根据角色身份、年龄、性格等不同，上
装的戏服也不同，每个细节都要服务于戏剧
中人物形象塑造和个性表达。

天津海天剧团团长宁甫杰是位戏服收
藏大家。据他介绍，京剧服装的样式多源
于明清时代的服饰。但在舞台上，角色穿
戴哪套服饰是不分朝代的，而是依角色的
身份、地位、场景来穿搭。
《扬州画舫录》称“戏具谓之行头，行头

分为衣、盔、杂、把四箱”。衣为“行头”之
首，足见戏服对于京剧表演的重要性。

戏曲服饰的有趣之处，在于它的“讲
究”。因京剧人物穿戴严谨，所以，戏迷大
多可以见衣识人。

京剧服饰分为大衣、二衣、三衣、云肩。
大衣包括，富贵衣、蟒、官衣、披、氅、褶、专用
衣、八卦衣、清装、古装等，多用于塑造帝王、
文官、老爷夫人、少爷小姐等角色；二衣包括
靠、箭衣、马褂、短打衣、饰物配件，多用于塑
造元帅大将、绿林英雄等武功高强之人；三衣
包括内衣和靴鞋等。
《贵妃醉酒》中，杨贵妃穿的叫蟒；随行宫

女上身穿的叫披，下身穿的裙子叫腰包。《穆
桂英挂帅》中，穆桂英那后插旗子的甲胄类服
装叫靠。《打渔杀家》中丁员外穿的叫披。《七品
芝麻官》中知县穿的是官衣，如此等等。

对于男角，特色最明显的服装是“蟒袍”
和“靠”。因此在旧时，行里人形容一个戏团
戏服齐备、有规模，通常称之为“十蟒十靠”，
意味着能开很大规模的戏。
“十蟒十靠”就是十种颜色的蟒和靠，是

指帝王、官员的蟒袍和将帅的盔甲来说，主要
有"上下五色"之分。"上五色"是指红、黄、
黑、绿、白；下五色即紫、蓝、粉、湖蓝、秋香色，
合称“十蟒十靠”。而黄色属于皇家专用色，
一般人物不能随便使用。

在京剧演出的后台，不同品类的戏服被
安置在不同的箱子里，由专人负责管理。因
此，戏服管理成了京剧表演里的一个专职行
当，人称“大衣箱”“二衣箱 ”。

范宝刚，今年50岁。他在天津戏剧表演
行里做了二十多年的“大衣箱”，熟谙其中的
门道儿。无论戏服的整理保管，还是戏服的
穿戴搭配，他都称得上行家里手。
“大衣箱”主要负责保管富贵衣、蟒、官

衣、披、氅、褶、专用衣、八卦衣、清装、古装等，
多是做工好、比较贵重的衣物，塑造的角色多
是帝王、朝廷命官、老爷夫人、少爷小姐等，从
服装的样式来说，“大衣”区别于“二衣”“三衣”
的最主要特征是：袖口处均有水袖。“二衣”的
特征是袖口、裤腿均为紧缩型，腰间系大带。

戏服保管很有门道儿。衣服“大有大叠、
小有小叠”。单单是叠戏服，就暗藏着诸多绝

活儿。不管是怎样款式复杂的戏服，有领的没
领的、襟大的襟小的，前开的后敞的……到了
他手上，无需撂地铺平，扑扑打打没几下，你还
没看清，范宝钢这边儿早就叠好了，还保证是
“面儿朝里，里儿朝外”，折痕躲开了补子，避开
了绣片，叠好的戏服整整齐齐、四边见线。

如果说，叠戏服见手艺，那么，穿戏服更
有讲究儿。

通常，戏服要根据剧目需要，专门由“衣
箱”备下。剧目不同，角色不同，戏服的品类
颜色自然也不同。事实上，除个别名角配备
私用戏服外，大多数京剧演员演出时，穿剧团
提供的戏服。这样一来，戏服对于演员来说，
在肥瘦长短上，往往不合体。这穿戏服的学
问就体现在这儿，小个儿穿大袍、瘦人穿肥衣
——“衣箱们”总能“因势就形”，让戏服变得
妥贴，呈现出最好的舞台效果。

戏服中，大衣的面料是绫罗缎绸，图案俱是
五色斑斓的彩绣，由人工一针一针精心绣制而
成。每个图案的样式颜色都不是凭空想象，全
部可以在历史文献中查到出处来历，就连衣领、
袖口、配饰这些细节都要做得精细到极致。

说起戏服的收藏，海天剧团团长宁甫杰如
数家珍。“这件衣服是1962年前后做的——是
几年前山西一个老戏班解散，我从老班主那儿
收来的。”他说，“这样的金丝绣活儿，这样的老
工艺，现在很少见，几乎没有人会做了……”

无论是色彩搭配还是图案设计，戏服一直
秉承着中国京剧一贯的写意风格与象征手法。
戏服不怕老，柔软的真丝缎面，纯手工的金丝团
绣，五彩斑斓的精致图案……一经演员穿戴登
台，灯光下，美轮美奂的舞台效果尽收眼底。

生旦净丑，你方唱罢我登场；唱念做打，
京剧艺术的精髓完美绽现。

人生华彩满衣衫
当京剧遇到非遗——戏服篇

刘彩霞/文 薛峙 兰飞/图

养生这个大工程离不开一点一滴的积累！每天24小时，
在合适的时间做好对的事，非常重要。2021年开始，记住这张
表，并且照着做，可以健康一整年！

关键点一 7：00及时起床
早上起床，尤其在冬季，对于很多人来说是“辛苦的事

儿”。其实，早起既有利于健康，又有利于生活，格外重要。
早起后，可以打太极、慢跑等，做些有益的锻炼；平常没时

间阅读的人，可以利用早起1个小时的时间学习和读书；也可以
早起一小时，纯粹地做些自己喜欢的事。

提醒：
1、醒来后慢慢起床，尤其是老年人，先在床上躺5分钟，再

慢慢坐起来。
2、早晨起来，捏耳朵有助于醒脑。
3、醒后不妨做做提肛运动，有益健康。
4、晨起蹲便，可以促进排泄。
关键点二 8：00按时吃早餐
2019年4月，国际顶级医学期刊《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

（JACC）发布一项研究，证明从未吃过早餐的人全因死亡和心
血管死亡明显增加，尤其是中风死亡增加。

提醒：
1、早餐不仅要吃，还要吃好才行。
2、早餐四宝：谷类、肉蛋、奶、果蔬。
关键点三 11：00从电脑前起身走动一下
对着电脑坐满三个小时，心脑血管疾病风险会迅速上升。健

康时报刊文指出，久坐少动者，血液循环减缓，血液黏稠度增高，心
肌收缩乏力，久而久之，动脉硬化、冠心病等都会伴随而来。

提醒
1、每坐1小时，起来活动5分钟。抬抬腿、伸伸懒腰、来回

走一走是很好的方式。
2、坐着办公累了的时候，就站着办公一段时间。
关键点四 13：00午饭半小时后睡午觉
人最想睡的两个时段分别是：凌晨1:00-4:00和下午13:

00-16:00。
这两个时段中，受生物钟刺激，人体处于生理清醒状态的

低潮，需要通过睡眠来再次保证自己恢复体力和精神。只是两
者区别就是，午觉睡的时间短，晚上睡的时间长。

提醒
1、午休别睡太长时间，一般15-30分钟就够。
2、不要吃了饭就睡，最好餐后散步十几分钟，再休息。
3、不要趴着睡。上班族在办公室最好准备折叠躺椅等物品。
关键点五 任务再重，厕所也要上
喝水少、爱憋尿可是大事。憋尿除了可能引起相关器官的

炎症，比如尿路感染、膀胱炎、前列腺炎等。对于那些患有高血
压、冠心病等基础疾病的患者而言，憋尿还可引起心脏疾病。

提醒
1、少量多次，每次1杯（200mL）。
2、饮用白开水，不要用饮料代替。
3、有尿意及时去，别憋着。

和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1年养生表来了

（上接第13版）要深刻领会全面从严治党首先从政治上看
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始终保持坚定的政治决心和政治
定力。要准确把握党中央和市委全面从严治党的目标任
务和重点工作，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把各项任
务落到实处。

二是把政治监督放在首要，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
署落地见效。要加强对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监督，引导党员干部始终做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要加强对政治能力的监督，坚决消除党内存在的政治隐
患，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要加强对“十四五”规划实
施情况的监督，督促各级党员干部按照做“示范”、争“旗
舰”、创“品质”的标准要求，切实将党中央决策部署转化
为扎实实践。

三是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不断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向纵深发展。要把“严”字体现在守牢纪律规矩上，铁
腕重拳、惩贪反腐，以严的标准、严的举措，切实管出习惯、
化风成俗。要把“严”字体现在严查严治重点领域上，紧盯
不放，从严监督，确保重点领域和关键部门不发生任何问
题。要把“严”字体现在整治群众身边“微腐败”上，让群众
在深化全面从严治党中不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要把“严”字体现在持之以恒狠抓作风建设上，营造浓厚干
事创业氛围，形成求真务实、清正廉洁的新风正气。

四是坚持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
腐。要强化不敢腐的震慑，坚持无禁区、无特区、无盲区办
案，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努力提高治理腐败效能。要
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努力形成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
力的权力运行机制。要增强不想腐的自觉，严肃党内政治
生活，培育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切实筑牢不想腐的堤坝。

五是坚决扛起管党治党责任，扎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工作。要认真履行主体责任，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
做从严管党治党的明白人、清醒人、局中人。要严格监督
管理干部，牢固树立用数字说话、拿结果证明、凭实绩用人
的鲜明导向，切实形成全覆盖监督体系。要全力抓好监督
问责，以检查促责，以考核压责，坚持开展述责述廉，坚持
失责问责。

六是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从
严锤炼纪检监察队伍。要带头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党中
央政令畅通，确保权力在正确轨道上运行。要高度重视纪
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以高素质干部队伍助力纪检监察工
作高质量发展。要自觉接受最严格的监督和约束，在强化
自我监督、自我约束上作表率，坚决防止“灯下黑”。要坚
定政治方向，保持政治定力，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
保障作用，为高标准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全力打造“五个高
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标志区，夺取“十四
五”开局新胜利提供坚强保障，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
周年。

会议审议通过题为《坚持人民至上、忠诚履职尽责，以
高质量监督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区纪委常委
会工作报告和《全会决议》。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区纪委委员、区监委
委员，区委巡察办、巡察组和区纪委监委各派驻（出）机构
以及各民主党派、各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分别在主会场和
分会场参加。

发挥全面从严治党
引领保障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