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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经典的“宝哥哥”走了
越剧表演艺术大师徐玉兰病逝，享年 96 岁
记者王娟

许多就算不会唱越剧的人 ，也能哼出几句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的唱腔 。
而众多戏迷心目中最早也是最经典的越剧 《红楼梦 》，非徐玉兰 、王文娟主演
的电影莫属 。 昨日 ，越剧表演艺术大师徐玉兰在上海病逝 ，享年 96 岁 。
影响：最深入人心的“
宝哥哥”
著名戏曲学者翁思再认为， 女小生是越剧区
别于其他剧种的最大特点， 而越剧女小生最重要
的徐派、范派、尹派三个流派中，以徐玉兰开创的
徐派声腔特色最为显著， 她借鉴了京剧老旦和绍
剧唱腔的一些特点， 演唱高亢激越， 极富有感染
力，演出了《红楼梦》《西厢记》《北地王》等众多经
典剧目。“还记得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她和王文

娟主演的越剧《红楼梦》拍成戏曲电影上映之后，
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直接推动了越剧跨地
域发展，在全国甚至在海外产生影响力。 到现在为
止，《红楼梦》 还是影响最大的越剧电影，“天上掉
下个林妹妹”的唱段几乎人人都会来两句。 而上海
越剧院的一个演出团，更是直接以‘红楼团’来命
名，这在全国都很少见。 ”

传艺：有胸襟有原则的艺术家

徐玉兰

上海越剧院供图

15

体 娱 新 闻

著名的徐派女小生郑国凤， 从上世纪 80 年
代就开始跟随徐玉兰学戏。 昨日从杭州赶回上海
的郑国凤回忆， 第一次见到徐玉兰时自己还是个
小学员： “那时候看电影 《红楼梦》， 徐老师就
是我们的偶像， 看到她亲自来跟我们说戏， 都不
敢靠过去。 但她特别亲切， 很仔细地指点， 那种
感觉太难忘了。” 后来， 郑国凤进入上海越剧院
之后正式拜师， 徐玉兰也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经
验传授给她。 “老师提到过新中国成立前她们经
常连演三个月戏， 每天日夜场都要上， 我觉得奇
怪， 为什么我们演一场就很累？ 老师说她的秘诀

是演完了只吃西瓜， 既能解渴， 又有糖分保持体
力， 这个习惯也被我学到了。”
郑国凤说， 作为艺术家， 徐玉兰有着宽阔的胸
襟， 也坚持着自己的原则。 郑国凤离开上海前往杭
州发展后，想复排徐派的经典之作《北地王》。导演提
出想删改一些段落， 郑国凤怀着忐忑的心情给老师
打电话，没想到徐玉兰一口答应：“她非常支持，鼓励
我说只要为戏好看，不行就剪掉。”但有一次，徐玉兰
看到了另一个版本的《追鱼》，就很不满：“鲤鱼精被
剥鳞是在半空，张生是个凡人，怎么能在一边看着？
改戏可以，但是要改对！ ”

中央监察委员会首任主席，
周恩来曾叫他“大哥”

话剧《王荷波》
五月亮相
王娟

蒋艳丽

本报讯（记者
通讯员
）90 年前，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在
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 王荷波
当选主席。 昨日，武汉人民艺术剧院宣布，根据中央监察委员会首任主席王
荷波的事迹创作的同名话剧已经开排，将于 5 月和观众见面。
王荷波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也是
首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即中央纪委前身）主席，周恩来总理曾尊敬地
称他为“大哥”。 大型原创话剧《王荷波》从他波澜壮阔的人生中截取了建
党初期、大革命高潮和陷入困境的三个不同时期，通过“罢工卧轨”“品重
柱石”“打响上海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第一炮”“领导北方第一次农民暴
动”以及“临死不屈”等惊心动魄的片段，再现了这位党的监察纪检奠基
人如何从一名普通钳工历练成为一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生命历
程，并通过“母子情”“夫妻情”“同志情”等催人泪下的情节展示了王荷波
崇高的家国情怀。
话剧《王荷波》的编剧、著名剧作家赵瑞泰，多年来一直专注于近代史红
色题材的创作。为了这部剧作，他曾数次抱病前往福建、南京等地寻找资料，
体验生活，更调动了多年的创作积累。在他看来，王荷波是工人出身，更知晓
工人的疾苦，才能在面临危险时大无畏地奉献，这样的精神在今天看来更具
意义：“我从来都主张为了明天写昨天， 带着今天的思考和问题走进历史深
处，去聆听历史的回响，才能找到昨天和今天的共鸣点。 ”
该剧导演傅勇凡来自广州战士文工团，曾经连续四年连夺“文华大奖”。
他表示，作为一部红色题材的剧作，《王荷波》不是口号式地展示，而是通过
人性化的呈现达到以情动人的效果。“他是一个铁打的共产党员，但不是一
个铁人，在他心中有非常浓郁的情怀和很柔软的部分。 在这部戏里，我们会
更深刻地挖掘他内心的情感，和母亲、妻子，还有同志。 就算是剧中的叛徒，
也是有情的。 ”

聚焦湖北优秀儿女

生活：健谈而又讲究的老太太

徐玉兰和王文娟饰演的宝玉黛玉已深入人心
上海越剧院供图

翁思再曾经多次去过徐玉兰家， 印象里的徐玉
兰是个健谈而又讲究的老太太。“无论何时去，老师
都收拾得干干净净，还会仔细地把白发染成黑发。她
讲一口绍兴话， 爱开玩笑， 饭桌上只要有她就很开
心，简直是‘无徐不欢’。 ”而在郑国凤眼中，徐玉兰
在生活中对自己要求也很高：“她从来不穿平底鞋，
在家也要穿高跟， 保持体态的挺拔。 她一直跟我们
说，演员不仅在舞台上不能驼背，平时也要把身体挺
直，脖子不直，声音出来就不透。 ”郑国凤状态低迷
时，徐玉兰经常给她打气，让她看开一点：“要学会退
一步海阔天空。 ”

晚年的徐玉兰，依旧关心着越剧的发展。有戏迷
找上门来学戏，不管基础怎样，徐玉兰都细心指点。
有越剧票友从美国回来演出， 八十多岁的徐玉兰还
亲自去剧场为他们助阵。 翁思再的姐姐是位越剧声
乐老师， 徐玉兰经常和她探讨越剧发声现代化的问
题，想到什么还会主动打电话跟翁思再的姐姐沟通。
翁思再回忆， 徐玉兰多次跟他语重心长地提到过女
子越剧的优势：“越剧能有今天的局面， 很大部分是
靠女演员打天下。传承越剧，一定不要忘记尊重艺术
规律，记住昔日的亮点，这是越剧和别的剧种相比不
可替代的优势。 ”

春娇、志明遇“
中女危机”

彭浩翔：爱情需要拯救
记者万旭明
2010 年， 导演彭浩翔开始讲述一对香港青年余春
娇、张志明的爱情故事。 昨日，这一系列的第三部电影
《春娇救志明》在汉试映，当春娇的“中女危机”遇到志明
的玩心不减，两人开始陷入七年之痒。对此，彭浩翔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解读为“恋爱久了，需要一方去解救，让另
一方成长”。

“
中女”后，余春娇焦虑了
“中女危机”与剩女内涵相似，指的都是已过适婚年
龄却并未成婚的女性。 在此前的两部中， 春娇和志明相
爱，又因为男方北上北京工作而一度分手。 在这一部中，
复合已 5 年的两人回到了香港，生活也陷入平淡。 但 35
岁的余春娇敏感且缺乏安全感，又渴望稳定下来，张志明
却依然是热衷收集玩具的大男孩，两人陷入危机之中。
对此，彭浩翔解读说：“大龄未婚、未育只是其中的
一个忧虑，人到了某个年纪，面对的并不只是婚育问题，
而是眼前的这个人是否值得托付终身。”他表示，这一部
中希望探讨感情上的拯救，“两个人在一起恋爱久了，会
需要某一方去解救你，帮助你成长，同时让这段关系继
续走下去。 ”

很喜欢科幻、恐怖元素，拍电影也喜欢把不同类型的东
西混搭，看他们会撞击出什么有趣的东西。 ”

爱情与怪兽、外星人混搭

片尾彩蛋不要错过

电影的开篇，会让人以为走错了片场，出现在银幕
上的不是春娇与志明，而是一个名叫趷趷刚的吃小孩怪
兽，打败它的唯一办法是用滚烫的冬瓜汤。 而在春娇犹
豫要不要复合时，竟有飞碟和外星人出现，还给她做了
一番心理辅导。
把怪兽和外星人混搭到爱情故事里，其实彭浩翔不
是第一次这么做了，在此前的作品《人间小团圆》中，也
出现了搁浅的鲸鱼、纸扎的怪兽等元素。 他说：“我本身

在上一部《春娇与志明》的末尾，余文乐反串模仿王
馨平，并深情演绎了《别问我是谁》。 一样的，这一部《春
娇救志明》的结尾有多个彩蛋，内容也很搞笑，昨日试映
现场的观众大多都坚持看到了最后。而且在最后一个彩
蛋中，剧情又有了新的升级，并为下一部埋了一个不小
的线索。但是否还有下一部，目前还说不准，按彭浩翔的
说法：“目前还没有拍下一部的计划，可能过几年想到别
的好玩的故事，大家就能再聚一下。 ”

《春娇救志明》剧照

免费参赛 不计比分 不计名次

三大杯赛助推校园足球
俞国伟

危盛

本报讯（记者
通讯员
）日前，塔子湖绿茵
场成了孩子们的乐园，我市首届
“
希望杯”
“
萌芽杯”
“
幼苗
杯”春季少年足球赛拉开帷幕，来自全市各区 96 支校园足
球队伍，将在历时 4 周的 368 场比赛中，享受足球快乐。
近年我市足球开展红火， 足球布点学校由 35 所扩
展到现在的 305 所中小学。 这次举办的市级三大杯赛，
涵盖了校园足球各年龄段。
三大杯赛旨在交流体验，提升青少年足球兴趣与水
平。 赛事最大特点是，不计名次，甚至比分都不计。 刚从
球场上下来的汉口辅仁小学三年级（1）班学生叶梓业告
诉记者，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市级比赛，跟平时的训练感
觉很不一样。“比赛是在球场上发挥以前学的那些东西，

今天的比赛虽然有点累，我觉得很快乐”。
作为唯一一支女足球队，东西湖区三店小学女足这
次编入男子组参赛，姑娘们场上毫不示弱。“我们在学校
踢得不过瘾，出来打一打才知道自己的水平。 今天到这
样的场地来比赛感觉很开心，希望以后能够有机会多参
加这样的比赛，因为踢球让我们觉得很快乐”。
本次三大杯赛市足协投入了 40 万元， 孩子们都是
免费参赛。我市各类校园足球赛事，全年长流水不断线。
市足协青少部官员肖威介绍，“春季有‘希望杯’‘萌芽
杯’‘幼苗杯’的比赛，夏季有‘晚报杯’，秋季有校园足球
的市级决赛，冬季也是这个三大杯赛，还有校园足球的
精英赛，此外还有亲子足球进校园活动。 ”

高端电视访谈《大写湖北人》
今晚开播
耿愿

本报讯（记者
）他们是时代先锋，是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记者昨日
获悉，高端电视访谈节目《大写湖北人》将于今晚起在湖北电视综合频道开
播，书写顶天立地的湖北人。
据了解，该节目由省委宣传部、省国资委、省工商联和湖北广播电视台
联合主办，人物选择包括但不限于文化名宿、社会名家、商界名流。除了湖北
籍人物， 也包括为湖北经济做出突出贡献、 长期在湖北工作的非湖北籍人
物。 节目将以演播室访谈与纪实拍摄相结合的表现手法， 深入挖掘他们波
澜壮阔的人生过往，探寻铸就他们成功的正能量。
该节目 2017 季 主 题 定 为《大 写 湖 北 人——
—创 世 篇》， 将 聚 焦 24 位
优秀企业家，带观众领略经济风云人物的风采。 全年共 24 期，每期 30
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