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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全力揚國粹
純粹心研藝術

從瀋陽到天津再到北京，回望二十多年戲曲路，「宗張（張君秋派）兼

姜亦珊

梅（梅蘭芳派）」的北京市政協委員、全國青聯委員、北京京劇院國家一

級演員姜亦珊說得最多的就是自己非常幸運，也非常感恩。她在接受香港

文匯報專訪時說，身為一名文藝工作者，最重要的是要有信念，要純粹，

「任憑風吹雨打不動，堅定信念勇往直前。唱好京劇就是我從藝以來唯一

信念」。作為政協委員，她希望可以借助政協平台，為推廣京劇傳統文化

發聲，為發揚國粹盡力，「我特別期待香港校園裡響起悅耳的京劇聲」。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

在話劇《廣陵散》媒體見面會的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見到了姜亦珊忙碌的

身影。身為這部話劇的主演，她說，這是她
從藝以來首次嘗試京劇以外的表演形式，
「雖然表現形式不同，但是我們這部話劇中
的主演大多是戲曲工作者，所以這部話劇與
我的本行還是關係密切的，應該說比表演京
劇要輕鬆些」。

小舞者考入京劇班

聊到如何開始進入梨園行，姜亦珊說了
四個字：「天賦，幸運」。1990 年，十二
歲的姜亦珊在一千多名考生中脫穎而出，以
第五名的成績考入瀋陽藝術學校京劇班，完
成她藝術人生中從舞者到京劇的轉折，而在
這場考試之前，她說自己對京劇一無所知。
當被問到學戲苦不苦時，她輕鬆地說：
「覺得我學戲不是很艱苦，反而挺幸運
的。」她回憶，當年在考戲校時主要目標是
舞蹈專業，戲曲專業是試試看才報的，那時
她的舞蹈功底已經非常好了，「最後考試的
時候，沒想到舞蹈考了三十多名，戲曲卻考
了第五名」。
姜亦珊清楚記得自己與京劇結緣是多麼
的巧合幸運。當年報考京劇班的有一千多
人，她基本是最後一個進入考場。「剛一進
考場老師就問我，你有嗓子嗎？我完全聽不
懂，心裡直嘀咕『嗓子』是啥？老師見我不
懂，又問會唱歌麼。我搖搖頭說，基本沒唱
過歌。老師無奈地說，那就我做個示範，你
模仿我，行就行，不行就出去。」
「我記得很清楚，主考老師就發了個
『咿……』的聲音，那是我第一次聽見有
人這樣發聲音。於是，我就在老師的基礎上
翻了一個八度，我記得自己發出的聲音特別
亮，但是自己都不知道聲音從哪兒發出的，
考場老師們當時就聽愣了。」
「從考場出來的時候，聽到裡面的考官
老師說，這一天總算是沒白忙，那時就覺
得，我被錄取了。」

幸遇伯樂：拜師梅葆玖
在談到與恩師梅葆玖的師生緣時，姜亦

用京劇講好中國故事

劉強東

■京劇大師
京劇大師梅葆玖
梅葆玖（右）生前在家中教姜亦珊
學戲。
受訪者供圖

珊說，真希望師父可以多在世間安享幾年，
這樣自己就有時間創作出更多好作品，以報
答恩師的知遇之恩。
姜亦珊說，當年自己研究生畢業被分配
到北京京劇院，身為「張派」傳承人的她卻
陰差陽錯被分到了梅蘭芳京劇團，這讓她十
分尷尬無助。此時，身為團長的梅葆玖向她
伸出援手，收她為徒，不僅如此，還告訴
她：你拜我為師，我不局限你，但是所有在
梅團與「張派」有關的全歸你。她說，當時
就感覺「幸福來得太突然了」。
於是，2008 年，姜亦珊成為梅葆玖 49 名
學生之一，並且是其中唯一一個唱「張派」
的弟子。「梅先生說我當時收你，一是因為
你的天賦條件很好，不能浪費了，第二是你
非常刻苦，心無旁騖，第三，我想做你藝術
的推手，希望你取得更大的成就。」
憶及恩師，姜亦珊說，梅先生思想開放，
常說師父就是老師，不存在一師教永遠，不
管跟哪個師父學，最後還是要融會貫通形成
自己風格。「梅先生不僅是『名師』，還是
『明師』，將『名』和『明』集於一身，太
難得了」。

「宗張兼梅」抱得梅花獎
姜亦珊說，梅先生讓我受益匪淺，無比感
恩他把我領進「梅門」。
戲曲非常講究流派，講究師承，梅葆玖
先生和薛亞萍女士都是名師，姜亦珊說自己
很幸運可以拜他們二人為師（她曾於 2000
年拜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張派」藝術領
軍人薛亞萍為師）。無論「梅派」還是「張
派」，雖然流派風格稍有不同，但追求美的
方式是相同的。
新編戲《大漠昭君》就是姜亦珊「宗張
兼梅」的代表作品。該劇中，她大膽融合
「梅派」的身段和步法，「張派」的唱腔，
把梅派貴妃雍容的身段和張派充滿感情的
「蜻蜓點水」唱法運用到王昭君身上，運用
不同嗓音塑造不同年齡階段的王昭君，成功
演繹王昭君從懵懂少女成長為成熟政治家的
人生歷程，這部戲劇不僅票房喜人，還使她
榮獲了戲曲梅花獎。

京劇是中國戲曲三鼎甲「榜
首」，已有 200 多年歷史，享譽海內
外，有「國劇」之稱，分佈地以北京
為中心，遍及全國。
姜亦珊說，十九大報告指出，要
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倡導講品
位、講格調、講責任，加強文藝隊伍
建設，造就一大批德藝雙馨名家大
師，培育一大批高水平創作人才，
「讀完十九大報告，也讓我深深感覺
到祖國的明天必將更加美好。所以自
己更應該努力創作。」
她表示，京劇是中國的代表，就
像武術一樣，在國外有很高的知名
度。「在外國人眼裡，似乎中國人都
會唱京劇」，這是以前外國人對中國
人的看法。現在，中國的國際地位不
斷提高，如何讓沒來過中國的國際友
人更了解中國，京劇就是一張很好的
名片，表演更多更好的作品給國際友

人，介紹中國傳統文化，就成為我們
義不容辭的責任。
她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舉例說，在
國外演出經典劇目《趙氏孤兒》，本
來以為意大利的觀眾聽不懂，但是聽
完三個小時，他們告訴我說，這是中
國版的《王子復仇記》，這就是文化
的魅力！用戲曲方式講好中國故事，
讓國際友人看到中國人如此忠貞講信
用，使他們在看故事的同時，也了解
到中國人的誠信重義。
「我特別喜歡『愛國』這個詞，
一定得愛國，有國才能有家。因為我
出國增多，感覺到隨着中國國際地位
不斷提升，京劇在世界上的『粉絲』
也越來越多，而自己的愛國情懷也越
來越濃厚。」姜亦珊說，「不管什麼
時候，無論走到哪兒，一想起我是中
國傳統文化的傳承人，就會覺得特別
自豪。」

■姜亦珊在《貴妃醉酒
貴妃醉酒》
》中的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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籲出版京劇教材
望國粹進港校園
姜亦珊說，自從 2012 年成為北京市政
協委員，五年的履職經歷讓自己收穫良
多。「政協平台給了我很好的發言機會，
並讓我的建議可以很快得到反饋落實。」
身為政協委員，姜亦珊一直不忘推動京
劇藝術傳承發揚，她在 2013 年提出京劇進
校園，2014 年提出京劇進課堂，2015 年又
呼籲京劇進校園統一教材。她表示，北京
的京劇進校園活動開展至今，成績優異，
很大程度提高了中小學生對京劇等傳統文
化的了解，提高了中小學生的品德素養。
她指出，隨着近幾年京劇進校園活動的
成功開展，其中一些問題也逐漸顯現，現
階段京劇進校園項目的教學工作基本依靠
京劇老師自定學習內容，導致教學內容不
夠準確和統一。因此她建議，盡快編寫並
出版發行中小學京劇教學統一教材，使教
育青少年學習掌握中國傳統文化京劇有切
實可依的參考標準。
由於經常去港澳台進行表演交流，姜亦

珊對港澳台的文化交流有很深的體會。姜
亦珊說：「我已經去過十一次台灣，到台
灣必唱《四郎探母》，這齣戲最受台灣觀
眾歡迎。最初去的時候是台上演員哭，台
下觀眾也跟着哭，濃濃的思鄉之情讓很多
台灣觀眾在謝幕後都久久不願離去，見到
我們還會忍不住相擁而泣。但是隨着兩岸
開通直飛，兩岸交流增多，現在已經沒有
當初那種情況了。比如台灣的戲校，現在
跟中國戲曲學院已經是兄弟單位，可以共
享師資，大陸老師經常去台灣上課。」
「香港有很多票友，但是專業的京劇學
校據我所知還沒有，我覺得香港可以向內
地學習，比如跟深圳語言相通比較便利，
可讓深圳或者珠海的老師到港澳去授課，
甚至在香港發掘一些戲曲人才。我相信在
未來，香港肯定會有專業的戲曲培訓班，
或者傳統戲曲進校園。」姜亦珊說，她也
會繼續關注推動傳統戲曲到香港，走進香
港的學校。

■姜亦珊帶領北京史家小學小梨園京劇社的同學們赴澳洲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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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兒子不忘本 電商扶貧更精準
中共十九大對打贏脫貧攻堅戰提出了新部署新要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動員全黨全國全社會力量，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
貧，確保到 2020 年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網絡信息技術全面融入人們的生產生活，也為消除貧困提供了新的方
法。上海市政協委員、京東集團董事局主席兼首席執行官劉強東出生於江蘇農村，對農村和農民有着難以割捨的感情，他在第四
屆世界互聯網大會上表示，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通過電商精準扶貧，才能幫扶貧困人群走上「可持續」的脫貧致富之路。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俞晝 浙江報道

在第四屆世界互聯網大會「共享紅利：
互聯網精準扶貧」論壇上，劉強東坦

言，2003 年京東成立時，只有 38 名員工，
在還要為生存掙扎的時候，就去了全國倒
數第二窮的貧困縣資助了 38 位孤兒。「當
時我說，希望以後京東有多少名員工，就
資助多少位孤兒，但是現在京東的員工太
多了，所以我們的工作重心就轉向精準脫
貧上來。」
「貧困地區的貧困根源是物流，因為貧
困導致物流去不了偏遠的地區，優質的農
產品出不了村，即使賣到北京上海，價格
也非常高。」他說，我們投入大量資金研
發物流技術，無人機就是用來解決農村最
後一公里的。「在四川，我們要建 185 個無
人機機場，建成後可以在 24 小時內把山溝
裡的優質產品送到全中國，把農村的物流
成本降低50%到70%，實現質的飛躍。」

在農產品生產銷售方面，他也提供了新
思路，推出「京東跑步雞」。「現在人們
吃的雞肉大多是工廠養殖，雞從生到死 30
天，甚至已喪失了行走能力。」2016 年
起，京東金融每年向國家級貧困戶提供貸
款，發放約 100 隻雞苗，要求必須放養，並
在雞身上安裝計步器，行走到一百萬步以
上的雞，京東承諾以當地三倍價格回購。
「我們回購的『跑步雞』，則會在京東
生鮮上賣 160 元左右，消費者在吃到安全健
康的農產品的同時，還能為國家貧困事業
盡一分力，因此這些『跑步雞』往往一上
線就被搶購一空。」

讓貧困地區學會自我造血
「小時候因為貧窮帶來的傷痛終生難
忘，盡力幫助最底層的人成為了內心深處
的一種情結。」劉強東認為，扶貧不能僅

靠輸血，要必須讓他們學會自我造血。
2016 年 以 來 ， 京 東 集 團 在 832 個 國 家
級貧困縣展開電商扶貧，吸納了 6,000 多
家合作商，上線了 200 多萬種富有地方特
色的農產品，幫助貧困地區人口實現脫
貧增收。
「京東做扶貧，我更重視產業帶動脫貧
致富，這樣可以幫助貧困地區建立起有地
方特色的產業和經濟發展的生態，形成脫
貧致富的長效機制，『授人以漁』。」
劉強東說，京東扶貧一直在努力做好三
件事：一是幫助農產品走出去，二是幫助
貧困戶掌握技能，三是幫助貧困地區建立
產業和創出品牌。
早在 2016 年 1 月，京東就與國務院扶貧
辦簽訂並積極履行《電商精準扶貧戰略合
作協議》，在產業、金融、創業、就業等
領域帶頭落實國家扶貧戰略。

獲全國脫貧攻堅獎
在 2017 年國家「扶貧日」脫貧攻堅先進
事跡報告會上，劉強東獲頒全國脫貧攻堅
獎奉獻獎，而京東也獲得了國家精準扶貧
的榮譽企業。
「三十年前我們說好要讓一部分人先
富起來，然後幫沒有富起來的人。現在
我們已經富起來了，中國富到了什麼程
度？富到了有人說賺一個億是一個小目
標了，富到了全世界買買買，在這麼富
有的時候，在我國還有幾千萬人口生活
在極端貧困的狀態。這是我們這些富人
的恥辱。」他說，作為企業家，我們可以
用自己的資源幫助那些貧困的農村地區，
這樣中國的扶貧攻堅戰在 2020 年一定可以
實現，不僅是脫貧，還能讓全體的鄉村農
民變得更加富有。

■ 劉強東在世界互聯
劉強東在世界互聯網大會作主題演講
網大會作主題演講。
。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