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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正明

解放军十二兵团为什么会成立一个湘剧团

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我这个年已九旬的文艺老
兵心潮起伏，许许多多往事不断在脑海里翻滚，其中值得
一说的很多，今天就为湖南省湘剧院“寻根”吧。

1949年10月国庆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二兵团政治
部洞庭湘剧工作团于10月10日在长沙成立，这就是湖南省
湘剧院的前身。一般来说，部队很少成立地方剧种剧团，十
二兵团为什么会成立一个湘剧团呢？起因是这样的：

这一年7月，中华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实际上就是全
国第一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田汉同志找到了
十二兵团政治部出席文代会的代表李林同志，写了一封信
给兵团萧劲光司令员，介绍湘剧艺人在抗日战争期间受党
的影响，不惜牺牲，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具有光荣爱国主义
传统的情况，希望解放长沙后，把这一主要剧种抓起来，建
立一个湘剧团。

萧劲光司令员兼任兵团党委书记，立即召开党委会进
行研究，大家一致同意接受田汉同志的建议，决定成立“中
国人民解放军十二兵团政治部洞庭湘剧工作团”（以下简
称洞庭湘剧团），任务是“为兵服务，兼及地方”。派文艺科
长李林、副科长艾耶及地方上的刘斐章（时为演剧六队队
长）、田洪（田汉的胞弟）负责筹建。

湘剧艺人的家国情怀

不久，兵团政治部任命田洪为团长，名老艺人黄元和
为副团长，在省会湘剧界掀起了参军的热潮。我被派到团
部负责接待、登记报名参军的湘剧艺人。不到一周时间，报
名者多达三百多人。当时衡阳尚未解放，国民党败退时潜
藏了不少特务，因而长沙出现谣言，影响着人心的安定。这
种环境下，湘剧艺人却毫无顾虑，响应兵团的号召，热情参
军。 这种思想基础不是偶然的， 它来自于抗日战争中，从
1938年到1942年期间，湘剧艺人通过共产党员田汉的艰苦
工作接近中国共产党，在行动上接受党关于民族统一战线
的主张，团结抗日。在这五年中，田汉同志先后组建了七个
湘剧抗敌宣传队，1942年又在广西桂林组建了中兴湘剧
团，这些团队积极排演田汉、欧阳予倩创作的《江汉渔歌》
《土桥之战》《新武松》《新会缘桥》《双忠记》《梁红玉》 等新
編历史故事剧，在“戏剧下乡，戏剧入伍”的口号下，驰骋三
湘四水，为抗战军民服务，宣传抗日救亡。

在战争环境中演出具有很大的危险性，但湘剧艺人不
怕牺牲，如“抗宣二队”队长罗裕庭，率队在耒阳演出时，突
被日寇包围，在长桥被俘，敌人用枪逼着罗裕庭排演歌颂

“皇军”的节目，遭到他的严词拒绝。他大义凛然，痛斥日寇
为侵略强盗，当即被敌人枪杀。田汉在五言诗《湘剧忆事》
中长歌当哭，痛悼罗裕庭“寇氛逼耒水，裕庭罹网罟。骂贼
长桥畔，生气犹虎虎。”名丑胡普林，长沙沦陷时逃回家乡
醴陵，遇敌，因拒绝给敌人带路，被敌寇用铁铲打落河中淹
死。田汉在同一诗中有“普林归醴陵，遇贼板杉铺。铁铲何
足惧，剧人不可侮”之句。中兴湘剧团团长、小生泰斗吴绍
芝，1944年在湘西福如湘剧团时，是《江汉渔歌》主演兼导
演，在逃难途中连丧二子，忧伤成疾，加以生活清苦，病逝
于溆浦龙潭司。他是田汉最器重的演员，田汉在重庆闻此
噩耗，泪如雨下，在诗中痛惜“绍芝最卓绝，改革彦英武。曾
歌江汉歌，亦擅新水浒（指主演之《江汉渔歌》和《新武
松》）。不为稻粱谋，愿作开山祖。英雄怕疾病，忧劳况入腑。
可怜活公瑾（吴绍芝有活周瑜之誉），长埋洪江土。”著名女
老生黄福莲1944年在逃难途中遇敌， 日兵对她欲施强暴，
福莲奋力挣脱，投江自尽……

湘剧艺人这种爱国精神，民族气节，深深印入田汉心
中，产生了对地方戏艺人的敬仰情怀，与湘剧“结下了不解
之缘”。1949年给萧劲光司令员的信，凝聚着他对湘剧艺人
深厚之情。

湘剧史上又一次繁荣昌盛的可喜局面

正是这种历史渊源，一周之内报名参加洞庭湘剧团的
湘剧艺人达数百人之多，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当年湘剧抗敌
宣传队和中兴湘剧团的同志。其中有“抗宣”三队队长黄元
和，二、四队副队长徐绍清、彭菊生，五队队长王华运；著名
演员庄华厚、吴淑岩、陈绮霞、谭金林，青年演员彭俐侬，著
名鼓师吴运生等，均出自中兴湘剧团；著名演员杨福鹏、董
筱艳、姚华定、廖运生，青年演员董武炎、廖建华、刘春泉、
郭荣华，鼓师邓炳南、琴师黄铁珊等等，分别来自其他几个

“抗宣队”。这批演员和乐师，构成了洞庭湘剧团强大的演
职员阵容。

1953年春夏之交， 这时的十二兵团已改为湖南军区，
决定将洞庭湘剧团移交给省文化局， 更名为湖南省湘剧
团。1959年12月， 经省委、 省政府批准扩建为湖南省湘剧
院。1952年，由徐绍清、彭俐侬联袂演出的《琵琶上路》参加
全国第一次戏曲观摩会演，荣获剧目奖、演员奖，接着《拜
月记》《生死牌》登上银幕；多次全国性的巡回演出，不断扩
大了湘剧在全国的影响，湖南省湘剧团成为全国十大地方
戏剧院之一。

为湖南省湘剧院“寻根”， 应该说洞庭湘剧团是她的
“根”，而洞庭湘剧团这条“根”，又来自抗战时期的湘剧宣
传队和中兴湘剧团，当时的徐绍清、彭俐侬、杨福鹏、吴淑
岩、张福梅、董武炎、廖建华、刘春泉等表演艺术家，成为省
湘剧院艺术上的“八大员”。在他们的培养教育下，又涌现
出左大玢、王永光、陈爱珠、顔燕雨、姜剑梅、姜豹红、彭汉
兴、唐伯华、李开国、贺小汉等一大批后起之秀，可谓根深
叶茂！以致在上世纪50年代，出现了湘剧史上又一次繁荣
昌盛的可喜局面。

笔者深信：今天的“省湘人”，定会继承湘剧优良的革
命传统和深厚的艺术底蕴，在党的“二为”方向、“双百”方
针指引下，开拓进取，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作者系著名剧作家、湖南省戏剧家协会原主席，曾任
湖南省文联秘书长、执行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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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屈智芳 黎理

10月，与新中国同岁的湖南省湘剧院迎
来了70岁生日。

10日晚，以“盛世华诞 湘韵流长”为主
题，省湘剧院建院70周年大型演唱会在长沙

音乐厅举行。左大玢、王永光、王阳娟、唐伯
华、陈爱珠等湘剧名家齐聚，携手新秀，演绎
传统经典，唱响现代新戏。

楚韵湘音，引人入迷。这些人，这些剧，凝
聚了省湘剧院70年发展的点滴，也是70年来
湘剧随时代跌宕起伏的缩影。

更多时候， 剧团深耕于它所成长的湖
湘大地。

“三湘大地的工厂、矿山、农村、兵营，
曾留下你铿锵的锣鼓声。大半个中国，都熟
悉你的楚韵湘音……” 在省湘剧院建院70
周年大型演唱会上， 王永光深情朗诵了自
己写的诗歌。

“上山到顶， 下乡到边， 为工农兵服
务。”王永光说，一年中有8个月剧团都在基
层演出。湖南有规模的工厂、矿山，剧团都
去过。工厂的车间，矿山的巷道，甚至东江
湖水库的涵洞，都是他们的舞台。

“文革” 时期全省的湘剧团全部被解

散，人员下放劳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召开，全国老戏恢复，湘剧又迎来了
春天。”王永光说，湖南省湘剧院在全国走
得比较靠前，迅速恢复了《大破天门阵》《生
死牌》《拜月记》 等数十出老戏。“人们对文
化生活的渴求一下爆发了。 湘剧火爆到什
么程度？” 王永光很骄傲，“购票要凭户口
本！”

更让王永光感怀的是， 演员戏迷亲如
一家。那时，剧团条件不好，演员白天在台
上演戏，晚上便睡在台上。寒冷的冬天，女
演员要用热水又没有烧水的条件， 贴心的
戏迷会早早送来热水瓶。

《马陵道》之后，湖南省湘剧院又沉寂了
10年。

“我们一直没有放弃，要出人、出戏。”省
湘剧院原院长、 著名湘剧表演艺术家王阳娟
告诉记者， 他们一直想排一部有湖南特色的
好戏。

但当时剧院条件很差。 著名编剧盛和煜
稿费都没拿，一口答应为剧院写剧本。他以共
和国第一位女将军李贞阔别20多年回到家乡
浏阳发生的故事，创作了《李贞回乡》。所有演
职人员都不计酬劳投入到创作中。

湘剧10年未晋京演出， 许多专家对于演
员们都很陌生。王阳娟记得，只有少数专家对
饰演李贞的她说：“你是《马陵道》里面的车前
子吧？”在剧作评选中，《李贞回乡》几次失利。
“越输越不气馁！” 时任院长魏俭带着副院长
叶明耀、院长助理王阳娟到北京推广《李贞回
乡》，希望让业界再一次认识湘剧。

“北京下着大雪，很冷。我们忙着赶路，一天
只吃一个街边的蛋卷饼。”王阳娟说，他们不知
道吃了多少闭门羹，流了多少眼泪。慢慢地，大
家开始认真看待《李贞回乡》。剧作家王评章认
为，该戏写法上的许多优点和特色，使这个戏格
外轻盈流畅、线条优美、转折灵动、风格清新，这
都是处理现代题材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2012年，《李贞回乡》 进入国家舞台艺术
精品工程行列，后进入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
重点行列；2009年获湖南省第10届精神文明
建设“五个一工程”奖，2012年获中宣部第12
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

为了让湘剧离现代观众更近一些， 省湘
剧院立足湖湘特色，紧扣时代脉搏，创作了大
型现代湘剧《月亮粑粑》。该剧女主角、乡村民
办女教师秦雅云的原型， 是30多年前编剧盛
和煜在石门县深山中采访过的一位朴实的代
课教师。

创作时，盛和煜弱化戏剧冲突，突出人物
内心表达。总导演张曼君说：“戏曲的生活化、
古老湘剧的现代化是这部戏的最大特色。”在
湘剧传统声腔不变的同时， 剧中融入了现代
舞、交响乐、民乐……不少观众看后觉得“易
懂，好看”，感叹“原来湘剧可以这么演。”

“传承下去，终究靠人。”省湘剧院党委书
记、院长杨向东说，现在，中青年演员在该院的
演员中占90%。不过，要成为名家，许多演员还
需要磨炼。 为此， 省湘剧院制定了系列规划。
“未来3年，我们将从传承经典、培养年轻演员、
创作精品剧目、加强制度建设、尝试文旅融合
几个方面，进一步探索湘剧的现代传承。”杨向
东说，该院将激发团队活力，请老艺术家指导，
复排《拜月记》《琵琶记》《金印记》《白兔记》，强
化年轻演员的基本功和湘剧底蕴，进一步打磨
《玉龙飞驰》，创排《魂乎归来》等2部大戏、五六
部折子戏，探索在景区创排戏曲实景剧，让古
老的湘剧艺术再现新的辉煌。

左大玢以扮演电视剧《西游记》中的观世
音被观众熟知。在戏迷眼里，她是备受追捧的
湘剧名角。20世纪50年代，她拜彭俐侬为师，
学习了多部传统折子戏， 还主演了多部戏曲
电影。

1988年，新编古装戏《凤箫怨》《断桥》《赠
剑》等剧目晋京演出。凭借在新编古装戏《凤箫
怨》中的精湛表演，左大玢获得第6届中国戏剧
梅花奖。这是湖南的第一朵“梅花”，左大玢、郭
卫民获得了湖南省委、省政府的嘉奖，每人奖
励一千元，各晋升一级工资，配合演出的省湘
剧院和郴州地区歌舞剧院各奖励一万元。

20世纪90年代，随着电视、歌厅等多种
文化娱乐形式的兴起， 湘剧和全国所有戏曲
一样陷入困境，大多数演员为维持生计，被迫
到歌厅演出。

90年代末期，新编历史剧《马陵道》让湖
南省湘剧院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该剧由
著名编剧陈健秋创作， 以战国时期著名军事
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为依据： 孙膑与庞涓同
在鬼谷子门下学习兵法。二人在魏国共事，庞
涓嫉妒孙膑才能，陷害孙膑。孙膑得到宫廷女
艺人车前子舍命相助，潜回齐国出任军师。在
马陵道设伏大败魏军，庞涓自刎。孙膑、庞涓、
车前子分别由著名湘剧表演艺术家唐伯华、
王永光、王阳娟饰演。

唐伯华是丑角演员， 这样的设定让许多
业内人士意外，他的表演融合了丑行和生行，
将孙膑演绎得十分精彩； 王永光在生行中加
入了净行的表演特色， 把大将军演得恰如其
分； 车前子是陈健秋新创作的人物， 技艺绝
伦，前一秒还是甜美的小女孩，后一秒就变成
了一个成年男子，王阳娟诠释的车前子，被认
为丰富了湘剧的旦角。

在1999年中国剧协举办的座谈会上，专
家们表示，《马陵道》 用新的视角解读历史事
件和人物，充分发挥湘剧表演技巧，让观众感
觉到了历史的厚重感。当年，该剧晋京参加新
中国成立50周年献礼演出。2000年， 该剧获
得第9届文华大奖，这是原文化部设立的专业
舞台艺术政府最高奖， 湖南戏曲界由此实现
了文华大奖的“零突破”。

王阳娟说：“今年我到中国戏曲学院进
修，了解到《马陵道》至今还是学校的教学剧
目，觉得很自豪。”

10月10日晚，观众刚步入长沙音乐厅大
厅，就被眼前的一组黑白照片吸引了。

这是一组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国
家领导人与湘剧演员的合影。

1956年，毛主席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接
见湘剧艺术大师徐绍清、湘剧表演艺术家彭
俐侬。同年，周总理接见了徐绍清。照片中，每
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还有多张珍贵影像记录了湘剧荣耀的
历史瞬间。

田汉、曹禺等戏剧大家也对湘剧颇为关
注。湖南省湘剧院的前身，是20世纪40年代
田汉亲自命名的“中兴湘剧团”，以演爱国戏
著称。 这在该院留下了一个独特的思想传
统：各个年龄段的演员们都始终强调剧院是
“党的喉舌”“为国家、为人民演戏”。

新中国成立前夕，田汉不遗余力地宣传
湘剧艺人舍生忘死、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事
迹，并提出建立一个湘剧团。1949年10月，中
国人民解放军十二兵团政治部洞庭湘剧团
成立。1953年， 改名为湖南省湘剧团。1959
年，扩建为湖南省湘剧院。

“新中国成立后 ，省湘剧院经常为

毛主席演出，我见过毛主席十几次。”74岁的
著名湘剧表演艺术家王永光告诉记者，他第
一次为毛主席演出，就是田汉促成的。

1954年，9岁的王永光考入省湘剧团附
设小演员训练班，常有机会见到田汉。1956
年， 还未从训练班毕业的王永光演了第一
部戏《盘貂》，田汉在长沙观看了演出。由于
年纪小、个子不高，王永光穿的是女演员的
戏服。田汉看完戏，笑道：“好好好，我看了
一辈子戏，还没见过穿女蟒（袍）的关公。你
们好好练， 到时候到北京去， 向毛主席汇
报。”

“我以为田先生是随口一说，没想到几
个月后，我们真的去北京了。”时隔63年，王
永光的语气依旧带着兴奋。

湘剧高腔《沁园春·雪》是经典作品之一，
由湘剧艺术大师徐绍清创作。王永光是徐派
传人， 听师父讲述过这部作品诞生的故事。
“20世纪60年代初，毛主席回湖南时，师父套
用湘剧传统曲牌，即兴演唱了《沁园春·雪》，
毛主席很喜欢。”王永光说，后来毛主席又回
湖南时，点名“请徐先生唱《沁园春·雪》”，这
次的演唱配了打击乐。

湘剧是湖南的代表性剧种，有近600年
历史，2008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湘剧最兴盛的时
期，湖南境内曾有大小湘剧团72个。

1952年，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
会在北京举行。 洞庭湘剧团《琵琶上路》
《五台会兄》等剧目亮相，多人次获奖，徐
绍清、彭俐侬等湘剧名角开始被全国观众
知晓。

“从剧团成立到1953年，我们在长沙五
一路联华剧院演出。 剧场有七八百个座位，

场场爆满。不仅有湖南的戏迷，还有江苏、北
京、广东、河南等全国各地的忠实观众。”著
名湘剧表演艺术家、76岁的左大玢， 与王永
光是省湘剧团附设小演员训练班的同学，亲
历了湘剧的辉煌时代。

1959年，湘剧弹腔《生死牌》赴北京参加
了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演出， 轰动
一时。

名家辈出、 好戏不断，20世纪50年代，
湖南省湘剧院被国务院誉为“全国十大剧
院”之一。

大型现代湘剧《月亮粑粑》演出现场。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多次为国家领导人演出1

名家辈出、好戏不断，被国务院誉为“全国十大剧院”之一2

剧团上山下乡，戏迷购票凭户口本3

探索湘剧传承创新，再现新辉煌5

湖南“梅花”第一朵，文华大奖
“零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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