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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梆子4台剧即将进京展演

《《萧萧城城太太后后》》唱唱到到梅梅兰兰芳芳大大剧剧院院

9月28日至10月28日，包括聊城市山东梆子剧院在内的四台山东梆子将在北京巡演，集中展示山东梆子和
山东地方戏发展的最新成果。聊城著名表演艺术家章兰将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再次展示她独特的艺术魅力。

本报记者 凌文秀 通讯员 李伟

把戏曲艺术当生命，每年率团送戏下乡三百场

山东梆子时隔54年后再次
大规模进京演出。四台剧目包
括聊城市豫剧院创排的大型
豫剧《萧城太后》。这台剧目的
创排离不开章兰，而剧目主角
萧太后也是由章兰担纲主演。

章兰是国家一级演员，中
国戏剧家协会理事，山东省剧
协副主席，现任聊城市豫剧院
院长、党支部书记。今日中国

豫剧十大名旦，中国戏剧二度
梅花奖、文华表演奖获得者。
四岁随团学艺，十六岁挑梁唱
戏。五十年来登台演出一万四
千余场，年届耳顺，仍保持着
每年率团送戏下乡三百场的
演出记录。被农村观众誉为

“庄户院里的兰香草”、“够得
着的大明星”。

章兰出生于梨园世家，父

亲章兆麟是山东梆子著名花
脸演员，被观众誉为“黄河两
岸一声雷”。他传授给章兰的
不仅是唱、念、做、舞、手、眼、
身、法、步。更重要是“学艺先
做人”的道理。从艺五十多年，
章兰的思想艺术境界不断升
华，但始终坚守着前辈的朴素
理念：“舞台是咱艺人的地，观
众是咱艺人的衣食父母”。

跪唱1个多小时，散戏后由人搀起背下台

1994年，她患了严重的类
风湿。后面的台口恰恰定了

《陈三两》这码戏。业内人都知
道这出戏需要跪功，劝她不必
每场亲自登台。章兰却坚持说

“只要挂了我的牌，不管什么
条件都要登台，不能糊弄观
众”。两个小时的戏，她严格按
剧情要求，跪唱1个多小时，每
次散戏后都是由人搀起背下
台。

“哪里群众爱听戏，我就
把戏送上门”。山区、厂矿、农
村、军营，章兰率团走进了晋、
冀、鲁、豫、陕、甘、藏。住破屋，
睡地铺，高原反应，地窖水等
等常人难以适应的困难丝毫
影响不了她演出的激情与艺
术水准。一次在河南农村，飞
沙走石把帆布舞台掀起来，观
众不走章兰就重搭舞台接着
唱，张口一嘴沙却盖不住以情

带声的戏韵；那年刚立春，在
山西潞安矿，气温零下6度，舞
台漏着雨章兰坚持演完；在西
藏高原，她为五名援藏干部演
出《冰山雪莲花》台上台下泪
雨交融……

章兰首次获“梅花奖”后，
有人高价拉她走穴，章兰婉转
地说“唱戏唱给老百姓，他们
喜欢听大戏，要请就请俺团的
大戏，我个人决不唱堂会！”

百百大大金金鼎鼎十十一一盛盛宴宴演演绎绎巅巅峰峰时时刻刻
——— 向祖国献礼 全力造盛世 感恩在此时

令人激动的百大金鼎十一盛
宴开始啦！十一巅峰时刻，各类活
动蓄势待发，震撼升级。令人激动
的各类超值实在的回馈活动，就要
让消费者们惊喜连连了。

巅峰盛宴，礼献全城
9月30-10月7日日金鼎十一盛

宴将演绎巅峰时刻，百货、黄金、日
化三大品类联诀出击，另有多项精
彩活动等您来。大返券：金鼎商厦
满200返230/210/160… 激情满
减：金鼎购物中心满100减70/60/50
/40/30…。狂欢大抽奖：金鼎两店

百台海尔全自动洗衣机、美菱冷
柜。10万必胜客、肯德基礼券。6000
桶洗衣液激情抽不停！美丽送：金
鼎购物中心满300元送50元高丝礼
券。各种超值活动，充足的货源、优
质的服务让所有消费者来百大金
鼎尽情体验十一的消费乐趣。

黄金巨献 日化惊艳
活动期间，金鼎两店黄金9 .30

日晚6:00-9:00 3小时限时抢，想不
到的价格，各大品牌轮番激情让
利！金鼎购物中心中厅翡翠文化
节—千万精品极限优惠 。另外，

黄铂金让利20--100元。镶嵌满1000
减现金100-500元，国产表3折起，
进口表7 .5折起，激情无限！日化满
200减30-50元，惊世盛典 绝无仅
有佰草集、梦妆、美宝莲、ZA、玉兰
油10 .1特供指定产品低至6折
仅限8天，一定要抓住机会哦。

十一特供 惊喜连连
10 .1期间，百大金鼎还将推出

一系列的特供活动，金鼎购物中心
电玩城10送5。金鼎购物中心3楼马
克华菲、GXG十一特供专场1-3折、
4折！金鼎商厦中厅水星家纺4件套

仅需238元+1元送枕芯！金鼎商厦6
楼美食广场十一开始运行。

金鼎商厦手机大卖场十一激
情6重礼！超低价+抽现金+送好礼+
千元智能机狂欢送！凭军官/士官
证送VIP金卡。金鼎商厦3楼儿童乐
园：持宣传单免费体验10元项目。
工作日办会员卡享套餐+30枚币。
小朋友办会员卡免费多项体验+10
枚币。

温暖重阳贺十一
十一期间百大金鼎商厦4楼羽

绒服惊喜优惠。波司登羽绒服预存

399元免费送轻薄羽绒服一件+399
元现金券一张。雪中飞200减100，
康博全场199元封顶。暖频道新款
上市6折。雅鹿8 .5折。七只羊棉裤
全场全场8折，部分买一送一，特价
99、139、168元。坦博尔新品8折，特
价99、159、199元。

另外，为方便顾客购物，金鼎
两店10月1-7日营业时间将延长至
22:00。十一大庆，向祖国献礼，全城
共狂欢的狂潮盛宴绝对震撼，更多
惊喜就在9月30-10月7日百大金鼎
十一盛宴。 (常秀慧)

很多人都有五彩斑斓的梦想，
很多人都渴望生活激情无限！然
而，很多人的终究只是梦想！国庆
感恩情，聊城荣盛给你一个看得见
的未来，让生活犹如梦想般绚烂。
“荣盛国庆七天乐，购房加送

iphone6 plus”，2014年10月1日—
2014年10月7日期间，凡购买荣盛旗
下除地下车位、车库及地下室之外

的已批复价格并取得预售许可证
的所有产品均可以参与活动。
活动细则：

(1)国庆期间参与微信众筹购
房活动，均可到售楼处领取随手礼
品一份，并有机会赢取10元特价房
一套。

(2)参与微信活动，并在10.1—
10 .7日期间认购的客户，认购三日

内换签赠送iphone6 plus 手机一
部

(3)活动期间认购的新客户，10
月8日更有“幸运抽奖”活动：一等
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
幸运奖十二名。

目前，荣盛·水岸花语房源分
为两部分，一部分为指定85折房
源，此类房源可参与抽奖但不能

领取 iPhone6 Plus。其余房源在
购房优惠基础上可抽奖并领取
手机，国庆期间购房优惠为：购
买两室房源一成首付和首付30%
享91折优惠，全款可享9折优惠；
三室房源一成首付和首付30%享
94折优惠，全款可享93折优惠；多
层房源首付10%每平米优惠50元
再打99折，首付30%每平米优惠

50元再打98折，全款每平米优惠
50元再打96折。荣盛?阳光逸墅剩
余房源国庆期间购房优惠为：一
成首付可享85折，首付30%可享
84折，全款可打82折。国庆期间购
买阿尔卡迪亚小区内商铺享受
返租 3年的优惠，购买电大路和
商业街商铺单价优惠1000元/平
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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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兰接任院长时，面对剧团
被推向市场，众人陷入迷茫，居
无定所，工资欠发，人心涣散，
行当不齐，后继无力……面对这
种状况，章兰广泛谈心，确立了

“天上不会掉馅饼，要吃馍头自
己蒸”、“不找市长找市场，打铁
须得自身硬”的积极发展观。

为拓宽演出市场，她带领
院团先后和聊城双力集团、农
村信用社、土地局、公安局、检
察院等多家单位联姻，排演不
同形式的专题文艺节目—《双
力情缘》、《环保卫士》、《水城最
可爱的人》、《喜从天降》、《信用
社就是讲信用》、《人助天意迎
丰年》、《长青街》等，形成了要
戏 有 戏 ，要 歌 舞 有 歌 舞 ，要 小
品有小品……适用多种文化需
求的文化超市。其中，《双力情
缘》演出 150余场，《长青街》由

市委下文做为“预防职务犯罪
的 教 材 ”，为 全市副 科 以 上 党
员 干 部 连 演 五 场 ，在 全 市 巡
演，后又参加了第九届山东艺
术节。《人助天意迎丰年》2012
年全国两会期间应邀到CCT V
- 7 套 随 聊 城市两 会 代 表 参 加
有关水利节目的访谈助演。实
现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收
获的效果。她说：“艺术当随时
代，政治与艺术的完美结合是
永不过时的美学观念。”

如 今的 豫 剧院 容 纳 800观
众的多功能厅剧场早已落成使
用。办公加接待的小楼倚厅而
建，大道至简，大方优雅。更可
喜的是一支65人的团队行当齐
全 ，生 机 勃 勃 ，拥 有 高 级 职 称
17人，中级职称 22人。虽然，重
大立项剧目仍会特邀名家，那
是为了提升带动自身的团队。

章兰在《萧城太后》中饰演萧太后。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自己找市场 带出活力团队

创排《萧城太后》等十余台原创目

自 1984年以来，她领衔创
排了大型豫剧《两娶亲》、《路边
店》、《冰山雪莲花》、《火车轮子
毛驴腿》、《福从天降》、《双力情
缘》、《长青街》、《大明贤后》、

《萧城太后》等十余台原创目。
大修大改复排了《陈三两》、《三
拂 袖 》、《 苗 郎 审 爹 》等 传 统 剧
目。这些剧目几乎全部入选山
东省精品工程，或获艺术节大
奖。投放的精力和财力可想而
知。殊不知这些剧目的生产过
程除了演员乐队，其他的主创
人员都是特邀的名家。特别没
获文华奖之前的十余台戏，所
经历的困难令人望而却步。多
少 次 ，章 兰 贷 款 集 资 ，四 处 化
缘，全团勒紧腰带立新戏。执着
与气魄，担当与拼搏着实可敬
可歌。

《陈三两爬堂》先后 6次修

改，1992年章兰凭借它和现代戏
《路边店》进京演出，首获梅花
奖。《大明贤后》前前后后打磨
了六年，2007年在十届中国戏剧
节上囊括了优秀编剧、优秀演
员、优秀剧目三项大奖。2009年
章兰凭借此剧的出色表演获二
度梅花奖。2010年章兰又凭该剧
荣膺第十三届文华表演奖。

面对接踵而来的荣誉，章
兰淡定而又淡然。她说“精品总
是需要千锤百炼，艺术家也需
要在实践中成长，基层为我的
艺术创作提供了不竭的源泉。
如果没有和基层百姓面对面的
交流，不会有今天的成绩。所以
不管获奖多少，我坚守一个信
念，戏曲艺术是自己的生命，放
弃戏曲舞台就是放弃生命。人
民在舞台上养育了我，我要把
毕生献给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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