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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于国鹏

今年，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派传
人张春秋从事京剧艺术八十周年。9月26
日，“中国梦·爱国情——— 张春秋先生舞台
艺术八十周年”系列纪念活动将在济南举
办，88岁高龄的张春秋将和自己的女儿、山
东艺术学院教授王玉明一起在演唱会上表演
《红嫂》经典唱段“为亲人细熬鸡汤”。

张春秋在80年的舞台艺术生涯中，成功
塑造了红嫂、杨玉环、虞姬、穆桂英、秦香
莲、花木兰、白娘子等一系列性格鲜明、栩
栩如生的艺术形象。王玉明谈到自己的母亲
张春秋时说：“她似乎就是为京剧而生
的。”

天资聪颖获梅兰芳赏识

记者：是什么样的机缘，张春秋拜梅兰
芳为师？

王玉明：说起我母亲，她人生道路曲折
坎坷，饱尝酸甜苦辣，并充满了传奇色彩。
她六岁丧母被卖学艺，从此与京剧艺术结
缘。八岁正式登台演出，因她从小天资聪
颖，扮相俊美，嗓音明亮圆润，学戏刻苦，
很快就成为戏班的台柱子，在江南一带已小
有名气。后来，她的名气越来越大，逐渐成
为一个观众喜爱的优秀青年演员。

解放后，在参加革命文艺队伍的师兄弟
的引荐下，母亲参加了国营剧团，政治上和
业务上受到了党的培养，但她并没因此而满
足，多年来一直崇拜梅兰芳大师，经常偷偷
学些梅派剧目来提高自己的表演技艺。终于
在1954年如愿以偿，被梅兰芳大师收为徒
弟。有幸得到梅兰芳先生的亲自指点，拜师
后，母亲如鱼得水，她深得梅派真传，艺术
造诣得到飞跃发展，艺术生涯达到了一个新
的境界。

京剧虽是国粹也要不断改革

记者：张春秋先生是否对戏比较痴迷？
王玉明：那时我记得母亲为了能看懂剧

本，能读报纸，每天回家刻苦学习、练字，
在短时间内摘掉了文盲帽子，我们都曾经当
过她的文化指导老师呢。

母亲那时很忙，晚上几乎天天有演出，
可白天在家里她总是在琢磨戏，还经常问我
们这些外行的子女们：哪个身段漂亮，哪个
指法好看，哪个音好听。记得有一年我们住
在剧团宿舍，房子挺大的，我们在地铺上睡
午觉，已经30多岁并在养病期间的她还围着
地铺跑圆场练功。

记者：她也是坚持戏曲革新的一位代
表。

王玉明：“学我者生，似我者死。”这
也是梅大师教导的，母亲为此作了积极探
索。在继承和发扬梅派艺术精髓的基础上，
有许多与众不同的特点。随着现代观众审美
观的变化和生活节奏的加快，她从剧情和人
物性格的发展中去探索，以求得人物性格与
戏剧艺术更大的真实，追求表演艺术上的更
加完美，从而塑造出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优
美且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

在全国现代戏汇演中，由她塑造的“红
嫂”这一艺术形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
象，她创造性地继承梅派，努力拓展梅派表
演领域。从参与创排京剧《红嫂》到被拍成
电影《红云岗》，她塑造的英嫂（红嫂）这
一艺术形象家喻户晓，曾先后受到毛泽东、
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有
人开玩笑说，她演红嫂，从38岁演到50多
岁，从红嫂一直演到了红奶奶。对于从没上
过学、根本不识谱的她，全凭一腔热血，刻
苦磨练。她为这出戏付出了很多很多，那时
我们经常在半夜醒来时，看到母亲还伏在录

音机旁，学习唱腔，比划动作。
另外，著名作曲家施光南把花腔女高音

的特点融入到唱腔中，从此“为亲人细熬鸡
汤”的唱段成为人们记忆中的经典。这出戏
的成功，也可以说是母亲在继承梅派演唱技
巧和音韵艺术的基础上，对梅派唱腔艺术的
出新和对梅派表演艺术的创造性发挥，为京
剧艺术宝库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记者：到现在她是不是仍然一直在为京
剧改革努力？

王玉明：目前，她仍在孜孜不倦地研究
探索梅派艺术。她每天都关注央视戏曲频
道，看京剧，也看地方戏，她说“各种戏曲
艺术都有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学戏的人
会老，京剧不能老，艺术不会老，我们应不
断地学，不断地发展！”

成为“名角”主动要求降工资

记者：作为一位戏剧界名家，生活中的
张春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王玉明：在党的培养和关爱下，母亲由
一个苦孩子成为人民艺术家。1958年她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她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
是：“党就是我的父母，我是党培养的，我
要好好为党工作。”

母亲平日经常教育我们要节俭，她下乡
体验生活给我们带回的是上海没见过、我们
也从没吃过的窝窝头。她的工资除了给我们
姐弟4人的生活费和她自己有限的生活费
外，大部分都置办了服装和头面等，她平时
省吃俭用不讲究，但是在舞台上非常讲究！

记得为了缩小与剧团普通职工的差别，
她曾4次主动要求降工资。

传承京剧桃李满天下

记者：退休以后，张春秋先生的时间是

怎么安排的？
王玉明：她一生对艺术不懈追求，苦心

钻研。晚年，她放弃了在家享受天伦之乐，
而是不断活跃在艺术教育事业上、活跃在戏
曲舞台上、活跃在广大的戏迷朋友中，她
说：趁自己身体还能动，要发挥余热，为京
剧艺术事业奉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记者：她还会专门抽出时间教年轻人人
学戏吗？

王玉明：她不但教戏，而且还教做人，
她不断告诫弟子在院团工作时，要服从分
配，对待角色不挑、不争，分配什么就演好
什么。对弟子接演的戏，她每一个角色都给
予再加工，并强调一定要塑造出人物特色
来。

退休后，中国戏曲学院和山东艺术学
院、省戏曲学校聘她去教课时，她不管刮
风下雨、严寒酷暑都不让学生来接！而是
自己坚持准时到校为学生上课，并教好每
出戏。

她嘴上经常挂着这样一句话：我是传承
人，我有责任把我的艺术传授给每个戏曲爱
好者，小到幼儿园、小学、实验中学，大到
山东大学，只要有请她去参加活动的从不推
辞，并且认真对待每次的演唱和教学。

全国各地的戏迷票友及海外侨胞，不管
条件怎样，只要来求教母亲的，她从不推
辞，对每个学生像对专业演员一样一视同
仁，一丝不苟地教。说戏时非常严格，又非
常细心、耐心，不但教唱腔，还说眼神、身
段、情感等，她说师傅当年是怎么教我的，
我再怎么手把手地教给学生，毫无保留。她
在各地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生。

母亲现在虽已八十八岁高龄，坐在沙发
上站起来已经很困难，一副老态龙钟的样
子，可是一听到锣鼓声，或学生上门来学戏
时，马上来了精神，又唱又比划，好像年轻
了很多。

六岁学艺，八岁登台，一生对艺术不懈追求

女儿眼里的张春秋：她为京剧而生

□记者 卢鹏 报道
本报莒县讯 9月24日，位于莒县陵阳镇陵阳街村的

鲁东南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建成启用。鲁东南古代文明研究
中心是陵阳街村与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建成，这是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第一次和村级合作进行古文明的研
究。陵阳街村是大汶口文化主要文物出土地——— 陵阳河遗
址所在地，这里出土了中国最早的文字、酿酒器和最早的
陶牛号角，将中化文明上推了1500年，被誉为考古学界的
圣地。鲁东南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建筑面积2600平方米，用
于考古研究、存贮、培训、展示等，展厅以展示大汶口文
化和龙山文化为主。

鲁东南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建成启用

考古爱好者参观陵阳河遗址考古图片展。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东营讯 ９月１８日至２０日，为推进我省流行

音乐的发展和提高，全面检阅我省流行音乐的演艺水平，
由省文联、东营市委宣传部主办的山东省第七届国际大众
艺术节暨２０１４山东省首届流行音乐大赛在东营市举
行，共设流行歌手演唱、民谣吉他弹唱、流行组合演唱、
原创音乐乐队等４项赛事。

近些年来，流行音乐在我省有了较大发展，许多流行
音乐歌手、乐手及创作者以纯真质朴的音乐语言，激情表
达了他们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和对理想的追求，作品充满了
强烈的时代感和浓厚的生活气息，成为我省音乐领域中一
支朝气蓬勃的生力军。

我省首届流行音乐大赛举办

□ 本报记者 孙先凯 王红军

１０年前的９月２８日，济南新世纪影城泉城
路店开门纳客。这是山东省电影发行放映公
司旗下的山东奥卡新世纪电影院线公司开设
的第一家直营电影城，也是山东省第一家现
代化影城，当年票房即过１０００万元。１０年后的
今天，新世纪院线已拥有包括１８家连锁店在
内的９６家影院，票房过１.４亿元，在山东电影市
场处于龙头地位。

从１家影院到９６家影院，从千万票房
到亿元票房，山东新世纪这十年走过了一段
不平凡之路。山东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副总
经理刘芝保表示：“今年１至８月，山东城
市影院电影票房达到７.５亿元，今年过１０
亿已经没有悬念，新世纪也将迎来新的发展
机遇期。”

破釜沉舟之路———

一家影城赶上了全省票房

２００２年，全国电影发行放映“院线制”刚
开始，我省第一条本土的新世纪电影院线就
成立了。但当时，新世纪院线基本都是单厅影
院，全年院线票房仅有６００多万元。“从２００２年
到２００４年，实际上是我们制度完善和思想观
念转变的重要时期，这对电影公司的转折来
讲是至关重要的。”山东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总经理、新世纪电影院线公司董事长张云安
说。

到２００４年之前，山东还没有一家真正意
义上的现代化多厅影城。“当时的电影市场，
趋势就是建设现代化多厅豪华影城。”张云安
表示，面对院线发展的要求，我们当时不改就
没有出路，不改就走向灭亡。“当时，我记得有
一种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意思。”

当年，省电影公司只有２００万元资金积
累，而现代化豪华影城至少需要１２００多万元，
有没有信心投资建设？“我们通过改革用人机
制、分配机制和激励机制，打破了传统大锅饭
思想，激发了员工的积极性。”在这样的情况
下，省电影公司通过职工入股等多种筹资方
式，在泉城路投资建设了１１个厅的豪华的泉
城路影城。

顶着改革压力、冒着资金风险，新世纪电
影城泉城路店开业当年票房即超过１０００万
元。而在此前，全省２０0３全年的票房也就１０００
万。一时间，新世纪泉城路影城成为山东各地
影院学习取经的榜样。张云安说：“就数字上
来讲，从全省的１０００万到新世纪的１０００万，这
是一个质的变化。”

这种出色成绩，也让新世纪的发展充满
了自信。“泉城路新世纪影城将新形式的影城
呈现给观众，影厅多、排片多，观众随到随看，
成为‘电影超市’。作为最早的新型影院，不仅
培养了群众的观影习惯，而且也启发了商业
地产将影院的建设率先考虑进来。”张云安
说。

拓市场之蓝海———

市场优势转化为品牌优势

走进新世纪泉城路影城，记者遇到了前
来观影的李延吉。当问及为什么选择来此
时，他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说：“因为自己
近视，观看３Ｄ电影需要戴３Ｄ眼镜，只有
新世纪影城免费提供３Ｄ眼镜的夹片可以省
下戴两幅眼镜的麻烦。”一个小小的３Ｄ眼
镜夹片，给观影者带来贴心的服务，也是新
世纪影城打造品牌竞争力的例证。

近年来，以“抓住济南，面向全省”为思
路，新世纪陆续投资建设了济南嘉华店、洪楼

广场店、烟台阳光１００店、济南玉函店等，并以
连锁加盟方式开拓了全省１６市的７８家加
盟影院。今年前８个月，新世纪院线票房占
全省票房的近２０%，新世纪品牌连锁影城
占全省票房的１３%，在山东电影市场处于
领先位置。

目前，山东电影市场的竞争已经成为常
态，在省内落地的院线达到了２３家，市场
已经成为区域性和时间性饱和的“红海”。
刘芝保表示：电影市场的竞争是电影发展的
必然，实际上竞争促进了电影市场更快更繁
荣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文化消
费意识的增强，电影市场不是饱和的，我们
需要做的是抓住市场的动态做好自己的
事。”

目前，我省济南、青岛以及大部分地级市
影城发展迅速。“在影院的建设布局方面，我
们不能只盯着商业中心和大城市。”刘芝保表
示：新世纪院线考虑到方便观影的因素，进行
了“社区影城”的尝试。“我们在济南阳光１００
社区建立了一家‘我们家门口的电影院’，方
便了观众日常休闲娱乐。”

在市场方面，新世纪针对不同的社会群
体进行特色营销。刘芝保表示，在济南嘉华
新世纪影城，我们立足中小学生市场，已经
连续６年举办寒暑假学生电影节，鼓励他们
多走进影城。此外，我们还多次组织电影亲
民、惠民等主题观影活动，为农民工、特殊
儿童等举办公益电影放映专场，既收到了良
好的社会效益，也树立了新世纪自身的品
牌。

下沉与上升———

从院线走向全产业链发展

在中国电影发展的黄金十年之后，有电

影专业人士表示：中国电影未来还将有五年
的黄金机遇期。而下一个十年，新世纪将走向
何方？

在张云安蓝图的规划中，有一个走向县
市的下沉路线和建设电影创意综合体的上升
路线。他说，“山东是人口大省和经济大
省，１００多个县市已经具备发展成为‘票
仓’的三个决定性因素：人口数量、经济发
展水平，文化消费习惯。下一步，县级市场
的潜力会逐渐发挥出来，我们需要去抢占这
部分市场，在县市区多建银幕，培育电影消
费习惯。”

从２０１１年开始，我省就启动了县级影城
建设计划。刘芝保说：“作为本土院线的龙头
老大，新世纪将立足山东、面向全国，力争每
年新建３家至５家影城，争取五年后能有４０家
直营连锁影城，年票房达到３亿元，年观影人
次突破１２００万，成为在全国颇有影响力的电
影院线。新建影城中，县级城市的影城将占有
重要比例。”

院线是电影产业链的重要一环。近年来，
文化产业的发展昭示院线可以尝试走全产业
链发展之路。据悉，新世纪院线正在筹备建设
国内一流的电影创意综合体。这个电影创意
综合体不仅是一个影城旗舰店，而且要把它
打造成一个电影娱乐中心、电影博览中心、电
影体验中心和电影创意聚集中心。走进电影
创意中心，观众可以看电影休闲娱乐，可以了
解电影的面貌、历史，还可以体验电影的拍摄
和制作，同时能够聚集电影创作、制片等有关
电影的企业。

“我们想借这个机会把新世纪打造成一
个包含电影制片、发行、放映、衍生品开发全
产业链的企业。”张云安说，“这是新世纪将来
发展的设想，我们争取尽早把电影创意综合
体呈现在观众面前。”

从１家到９６家，“新世纪”的新十年

□新华社发
9月21日，俄罗斯彼尔姆艺术团在表

演歌舞。当日，青岛市友好城市俄罗斯彼尔
姆市的雅尔马尔卡民族歌舞团在青岛市黄岛
区为市民奉献了一场充满活力和异国风情的
专场文艺演出。

□甄再斌 报道
9月17日，枣庄市薛城区陶庄镇工作人员到唐庄村指

导“四德榜”建设工作。今年以来，该镇大力激发村民参
加“四德”建设的热情，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水平。

□王红军 王军 报道
本报惠民讯 重阳节来临之际，惠民县

淄角镇北街78岁的村民尹鸿训和74岁的蒋有
廷创作24米长的《淄角古镇复原图》，真实地
再现了当年淄角古镇繁盛的景象。

《齐鲁古镇淄角》书中说：淄角镇，以
前叫青龙镇。原为春秋时期齐国边防重镇，
齐公子小白曾于此避难，他称霸后为齐桓
公。因当初避难时对此镇颇有感情，称霸
后，特驾临青龙镇安抚百姓，并将青龙镇赐
名淄角镇。

淄角镇有大小寺庙72座。但随着时间的
流逝，这些寺庙已经不复存在，仅存近几年
修复的文昌阁。为了让后人能记住这段历
史，尹鸿训和蒋有廷老人凭借回忆，用5个
多月的时间创造了此幅画卷。该画卷分四个
部分，寺庙风格各异、人物形象逼真，真实
再现了当年淄角古镇的景象。

七旬老人创作

24米长画卷留古镇记忆

□通讯员 韩瑜 报道
本报章丘讯 日前，山东能源淄矿集团埠村煤矿职工

子弟、残疾青年刘冰撰写的《旧梦四月》、《燃烧的恩
怨》、《遗忘的风景》3首诗歌获齐鲁文学作品年展优秀
作品奖。今年28岁的刘冰从小患核黄疸后遗症(俗称脑瘫)，
凭借顽强的毅力，从17岁开始，刘冰开始自学文化，并进
行文学创作。自2009年至今，刘冰先后创作了近200首诗
歌，今年5月份，出版了首部个人诗集《刘冰诗集》。

刘冰获齐鲁文学优秀作品奖

□王红军 报道
本报临沭讯 一场以传承柳编技艺、展示柳编产

品、弘扬柳编文化、开拓柳编国内外市场为主要内容的
首届中国（临沭）柳编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暨第三届山东
省工艺美术行业（工艺编结）技能大赛将于9月27日在临
沭县举行。

作为特色文化产业，临沭被誉为“中国柳编之都”。
2013年，当地柳编企业有2家获批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
业，7家被批准为省重点文化和服务出口企业。

柳编商品交易会将举办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为迎接即将开展的《非洲野生动物大迁

徙展》，山东博物馆“自然教室”将于9月27日上午为小
朋友们举办《非洲野生动物大迁徙展》探秘活动。首场活
动仅限10人参加，现已开始接受报名。

据介绍，活动中，小朋友将首次看到《非洲野生动物
大迁徙展》的场景设计和动物造型，并可首次听到山东博
物馆动植物专家对展览的详细解读，甚至孩子们能首次触
碰到展览中特别设计的场景元素。

省博将举办非洲

野生动物迁徙展探秘活动

□梁海鹏 报道
本报讯 由曾经驻守长岛的老兵盛范修、陆汉洲主编

的《我们的长岛岁月》一书，日前由南京出版社出版。
全书分《铁血书忠诚》、《军旅铸人生》、《海岛未

了情》三辑。70位作者分布于十余个省市，其中有师团军
政主管，有老红军后代，有部队院校教授，有女兵，还有
支持丈夫奉献海防事业的军嫂代表。总篇幅达36万余字，
并配有80余幅图片，展现了当代军人的精神风貌。

老兵出新作回忆军营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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