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7日下午2时， 湖南省湘剧院
排练场里， 锣鼓咚咚， 湘剧高腔行云
流水。 湘剧票友会的票友和退休湘剧
演员， 轮番上台表演， 一曲 《琵琶
记》 毕， 没有叫好声和掌声， 取而代
之的是锣鼓鞭炮齐鸣。 大家以这样的
方式， 追忆一位刚刚逝去的湘剧艺术
大师。

83岁的著名湘剧艺术大师刘春
泉， 因病于7月15日凌晨逝世。 从4岁
登台参演 《雪梅教子》， 到6岁正式挂
牌演出誉满江南， 刘春泉把近80年的
人生奉献给了湘剧。

刘春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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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须眉”80载
唱腔艺术超越前人

“刘春泉老师的去世， 是湘剧的巨大损
失。”7月17日， 省湘剧院院长叶明耀如是对记
者说。

在文革前，省湘剧院有“八大员”之说，这
是湘剧同仁对8位有名望的艺术家的尊称。此
前，“八大员”仅剩3位：刘春泉、董武炎和廖建
华。如今，再失“台柱子”。

在近80年的湘剧人生中，刘春泉达到了很
高的艺术成就，为湘剧的传承、发展做出了巨
大贡献。叶明耀表示，在表演艺术上，刘春泉在
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自成体系，形成了自己独特
的表演风格；在唱腔艺术上，她是同时代湘剧
演员中最出类拔萃的， 是湘剧的领军人物，她
经过对湘剧的高腔、弹腔、昆腔、低牌子4大声
腔的继承和提炼，达到一个超越前人的艺术高
度，做到了行腔自如、收放有度。

刘春泉的专职鼓师陈明也认为，她的唱腔
高亢婉转，变化多样，达到了随心所欲的境界，
这是一般演员做不到的。

几十年中，《辕门斩子》、《金沙滩》、《打鼓
骂曹》、《胡迪骂阎》、《生死牌》等一大批传统剧
目，在刘春泉的演出中继承出新。1982年，省湘
剧院新创剧目《李白戏权贵》，刘春泉创作全部
唱腔并扮演主角李白， 她的演唱收放自如，形

象潇洒飘逸。业界对这出戏有“湘剧既没有走
味 ，又创了新 ”的评价 ，这部戏是她最得意之
作，也是她艺术的顶峰。

留下两大遗憾
叶明耀不无感慨地说：“刘老的一生都献

给了湘剧。”
为了钟爱的湘剧事业 ， 刘春泉41岁才结

婚，还没有来得及留下后代，丈夫便于1979年
去世。此后她没有再婚，而是把所有的热情和
精力都奉献给了湘剧事业 。2002年 ，72岁的刘
春泉随团赴台湾演出 ，一出 《生死牌 》引起轰
动 。2005年10月份刘春泉摔折了腿 ，2006年又
摔了腰，从此告别了舞台生涯。

2008年，刘春泉被评定为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去年，我省推荐她申报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但直到她
去世时还未公布。叶明耀告诉记者，评不评传
承人，她并不在意，“她一直念念不忘的，是挖
掘整理传统剧目，给后人留下一点东西。”

很早开始，她就想把自己唱过的戏中有代
表性的唱段整理出来。离开舞台后，刘春泉不
论是在轮椅上，还是卧病在床，一直用录音机
录唱腔， 录好后交给陈明整理成曲谱。 如今，

《刘春泉唱腔集》已经在校稿，预计将在年底出
版，这也算是圆了刘春泉的一个心愿。

省湘剧院艺术处主任周亚男说，刘春泉带
着遗憾去世，也留下了一个遗憾，就是留下的
影像资料太少。 作为湘剧首屈一指的艺术大
师，省湘剧院曾经计划要录制刘春泉的影像资
料，2002年台湾演出回来后，便开始着手准备，
录完音后，录像前未料摔了腿，后又摔了腰，于
是计划就此搁浅。后来的演员和观众，只能在
《辕门斩子》等极少数录像资料中，去感受她舞
台上的神采。

观众赠名“六岁红”
不论是叶明耀， 还是她的嫡传弟子吴伟

成，“清贫” 是他们对刘春泉不约而同的评价。
记者走进刘春泉的家， 眼前一切想起的也是
“清贫”两个字。

稀稀落落的几件家具，都是几十年前的物
件，不少已经油漆斑驳。屋子里少见家电用具，
唯一的装饰品便是墙上的演出剧照， 遍布大
厅、卧室和书房，每一张都是一个故事，都有一
段历史。

刘春泉1930年出生于梨园世家，从两岁起
随父亲学艺，父亲唱旦角，她以唱工老生为主。

她4岁开始登台，6岁时便挂牌演出， 并一炮而
红，观众赠她艺名“六岁红”，成为响当当的名
字。

据叶明耀转述，刘春泉6岁时，随父亲在江
西演出《打鼓骂曹》，她饰演祢衡一角，击鼓骂
曹操前，衣服一甩，露出一边的肩膀，擂鼓怒骂
曹操，观众看到一个小女孩这样的表演，颇觉
新奇，大加赞美。刘春泉由此而受捧，获得“六
岁红”的美誉。久而久之，“六岁红”便成为了她
的艺名。

后来，刘春泉又拜师当时长沙湘剧界的著
名唱工老生黄菊奎。刘春泉得名师指点，加上
自己有一副金嗓子，技艺大进。

毛主席称赞“这个娃娃唱得不错”
毛泽东曾近20次看她的戏。曾有人为此作

诗曰：“唱派奇秀惊四座，领袖曾为湘剧迷。”
1956年她随剧团全国巡演，在北京怀仁堂

给毛主席唱了一出《六郎斩子》，毛主席听后称
赞“这个娃娃唱得不错”，这是她与毛主席的第
一次见面。1958年到1964年， 毛主席每次回长
沙，都会点名看刘春泉的戏。

1959年，刘春泉去北京参加国庆10周年的
献礼演出。演出结束后，毛主席请湘剧团18位

同志到中南海的家做客， 并特意要她带胡琴
去多唱几个曲子 。朱老总 、周总理等都在 。毛
主席叫她坐在身边， 并推荐她看 《红楼梦 》、
《三国志》、《水浒》，以进一步熟悉舞台上的角
色。

“文革”中，刘春泉遭到迫害，随着时间推
移几乎被人淡忘， 可毛主席还记得她。1974年
10月至1975年2月，毛主席来湖南视察，住在长
沙蓉园宾馆。一天，他突然问在座的省委领导：
“刘春泉到哪去了？我想看她的戏。”后来，省委
通知省湘剧院，把她请了回来。她在长沙红色
剧院演了多部传统剧目，拍摄成录像带，送给
主席看。主席看后很高兴，虽然这些戏多次看
过，但主席说：“虽观旧剧，如阅新篇。”

湘剧大师诲人不倦
除了醉心于艺术创作，刘春泉还孜孜于传

道授业。 她因为摔伤了腿而一直卧病在床，前
一段时间，她对前去看望她的叶明耀说：“我不
能动了，你去叫年轻人到我床前来，我可以教
他们发声。”

叶明耀说， 省湘剧院现在唱生角的演员，
都得到过刘春泉的教诲和指导。同时，她还担
任了湖南省艺术职业学院湘剧专业的教学，在
别的湘剧团，也传授了一些学生。很多票友因
为得到过她的指点， 都宣称是刘春泉的弟子。
在诸多徒弟中，公认继承她衣钵的，是现在省
湘剧院的生角吴伟成。

1975年， 在省湘剧院一个老师的介绍下，
16岁的吴伟成正式拜刘春泉为师，开始跟她学
戏。那时，还处于文革中，传统戏仍是禁区，不
能公开演出和学习， 吴伟成就每天去老师家
学。他记得，学的第一出戏是《辕门斩子》，老师
一句一句地教他唱。在学戏的过程中，他体会
到了老师的细致和严格，总是一个字一个腔一
个音地教，几次还学不会，也会责备他几句，甚
至还会用戒尺打手心。

在吴伟成眼里，善良、和蔼的老师像母亲
一样关心他。“我第一次上台的时候，看见老师
跟乐队、后台的工作人员拱手作揖，拜托他们
关照配合我。”老师提携他，还经常把主角让给
他演， 自己去反串别的角色。“她除了教学生，
自己还经常在家里练习， 如果创作了新的唱
腔，就用录音机录下来，反复听，逐渐改进。”

吴伟成说， 刘春泉老师是清贫的艺术家，
但她留给后人的财富不可估量。“对我来说，学
到她的东西是我最大的财富”。

本报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廖慧文

《生死牌》 剧照。 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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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刘岳彬

久病床前有孝子。 46年来， 新田
县三井乡塘坪村村民唐德明， 用实际
行动书写了孝亲敬老的人间大爱。 今
年 4月 ， 唐德明被评为新田县 10大
“孝亲敬老” 模范。

老人吃饭， 自己吃糠

唐德明两岁时父死母改嫁， 与奶
奶相依为命。

3年困难时期 ， 刚刚上初一的唐
德明辍学回家。 因为读了几年书， 加
上勤学好问， 他先后在村里担任团支
部书记、 生产队会计。 1968年， 还被
选派到长沙参加了为期1个月的全省
基层干部学习培训， 并光荣加入了党
组织。 由于表现出色， 先后有几家单
位到村里来选调他 。 因为要照顾奶
奶 ， 唐德明一次次放弃了 “跳出农
门” 的机会。

1966年， 唐德明与本村姑娘唐灶

云喜结连理 。 这时 ， 岳父已经去世 ，
留下身患心脏病、 胃病， 丧失劳动能
力， 需要常年服药的岳母。 他义无反
顾把岳母接到家里赡养。

塘坪村人多田少 ， 家里常年缺
粮， 为了让两位老人吃饱穿暖， 唐德
明总是先给奶奶、 岳母盛好饭， 看着
奶奶、 岳母吃完， 自己才偷偷躲到一
旁用米糠和野菜充饥。 长期营养不良
的他， 有一次还晕倒在全县水利建设
大会战施工工地。

奶奶在唐德明多年的悉心照料
下， 含笑离开了人间。

永远的岳母

1984年 ， 唐德明的妻子因病去
世。 当时， 他的大儿子13岁， 小儿子
9岁 。 上有老下有小靠他一个人劳动
养活、 照顾。 面对这种情况， 岳母几
次动了离开女婿家的念头。

细心的唐德明觉察到岳母的异
常 。 送走妻子后的第一件事 ， 他跪

在岳母面前说 ： “娘 ， 灶云不在了 。
您就是我的亲娘 ！ 有我吃的一口 ，
绝不会让您饿着 ！” 后来 ， 他一直未
再婚。

1996年的一天夜里 ， 岳母突患
重病 ， 生命垂危 。 唐德明摸黑背着
岳母走了5公里山路 ， 及时送到邻近
的新圩镇卫生院救治 。 没日没夜地
照顾了5天5夜后 ， 硬是从 “鬼门关 ”
把岳母救了回来 。 1997年 ， 岳母双
目失明 ， 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 。 唐
德明每天下地干活前把吃的喝的都
准备好 ， 放在岳母能拿得到的桌子
上 。 干活每隔不到两小时 ， 他都要
回家看看岳母的情况 ， 及时给岳母
添衣、 喂饭、 端屎端尿。

在他的精心照顾下， 现年95岁高
龄的岳母越发硬朗， 逢人便说： “我
能熬到现在 ， 全托女婿的福 。” 面对
岳母和邻居的赞誉 ， 唐德明朴实地
说 ： “奶奶从小教育我做人要忠诚 、
老实， 要有感恩之心。 我照顾岳母是
应该的。”

本报7月18日讯 （通讯员 石林荣 记者 彭业忠 ）
“昨天， 村支部表决通过， 将我从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
员， 我又回到了党的怀抱， 实现了重新入党的愿望， 激
动得一夜睡不着觉。” 日前， 花垣县道二乡接溪村五组
75岁的苗族老人黄文兰， 激动地告诉记者。

据了解， 1937年出生的黄文兰， 本是花垣县道二乡
辽洞村人， 1957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并任辽洞村妇
女主任。 结婚嫁到道二乡的接溪村后， 也担任村妇女主
任近30年。 由于村支书的弟弟在乡政府文化站担任聘干
期间 ， 违反计划生育政策 ， 被县里解聘回家 。 而此期
间， 黄文兰的哥哥却是道二乡的党委书记。 村支书误认
为是其哥哥所为， 便进行报复， 于1987年强行开除了黄
文兰的党籍。

“我20岁就入了党， 感觉到党组织是多么的温暖。
被迫离开党组织后， 感觉到自己的心里缺少了一个很重
要的东西， 重新回到党组织怀抱的愿望非常强烈。 可又
怕被党组织拒绝 ， 所以一直不敢写入党申请书 。 直到
2010年， 我才在孙子们的鼓励下， 写下并递交了入党申
请书。 2011年村支部一致通过将我列为预备党员。”

75岁苗族老人
重新入党

孝德写大爱
中国新闻名专栏■老百姓的故事

■寻找文化的根———非遗传承人⑦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2年 7月 18日

第 2012193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361 1000 361000

组选三 362 320 115840
组选六 0 160 0

9 44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7
二等奖 11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366342
0 33303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383
835

11433

4
20
213

1913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6309
128722

388
2506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2年7月18日 第2012083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下期奖池：0 元
05 0406 09 12 18 19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