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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辕门外三声炮”昨成绝响，如同雷震！
豫剧大师马金凤仙逝，享年100岁，她曾多次和本报结缘

中原大地，正是“三夏”
时节。曾几何时，二十年前，
以镰割麦的时代，父辈汗流
浃背，嘴巴却不停歇，哼唱着
知名的豫剧片段。

“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
震，天波府里走出来我保国
臣……”《穆桂英挂帅》这个
片段，被反复唱起，抑扬在漫
长、忙碌而又充实的“三夏”
时节。

又是麦熟，斯人已去。5
月29日凌晨，豫剧大师马金
凤去世，享年100岁。她是
国家一级演员，豫剧“五大名
旦”之一，中国戏曲“帅旦”行
当的开先河者，豫剧“马派”
艺术创始人，中国戏曲学院

“荣誉教授”。
马金凤是豫剧马派的创

始人，凭借《穆桂英挂帅》《花
打朝》《花枪缘》为广大戏迷
所熟悉。她是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豫剧的代表性
传承人，曾获“文化部终身艺
术成就奖”“德艺双馨艺术
家”等多项殊荣，被称为国宝
级豫剧大师。

马金凤最知名的作品是
《穆桂英挂帅》。她饰演的穆
桂英，突破传统表演模式限
制，大胆采用青衣、刀马旦和
武生的表演技巧并进行创新
改革，形成适合剧中角色需
要的一种表演方式。这也被
专家和观众普遍接受并确认
为“帅旦”，确立了豫剧的一
个新行当。

她所塑造的穆桂英和常
香玉塑造的花木兰、申凤梅
塑造的诸葛亮一样，早已深
入人心。

豫剧大师从此长逝
百岁“帅旦”引人追思

“2007年 12月，马金凤老
师患病后，就再没带妆上过舞
台。”提起马金凤老师，大河报
资深摄影记者王建立说，他曾
经长期跟拍马金凤参加的各种
戏曲活动，如今还保留着很多
独家的珍贵的图片资料。

其中，以2003年到2007年
这一时间段的图片居多。王建
立说，马金凤长年在洛阳生活，
到郑州市参加活动时，一般他
都会在场。在他的印象里，马
金凤平易随和，可以称得上“桃
李满天下”，在和徒弟们的相处
中，完全没有老师的架子，看起
来更像是无话不谈的朋友。

“马老师曾向我们谈起她

护嗓的办法，就是从来不吃辛
辣的食物。”他说，特别是到了
晚年，为了能上台演出，一天三
顿都要喝面汤。

之所以重病后再没带妆上
过舞台，是因为一身行头有十
几斤，王建立说，这对于八十
多岁的马金凤来说，是非常困
难的。这之后，马金凤参加活
动，一般都是视频连线的方式
了。

2003年3月30日，大河报
和省豫剧二团联合组建的“大
河爱心艺术团”宣告成立，组织
了多次送戏下乡活动。王建立
也多次到一线记录了送戏下乡
的盛况，而马金凤就曾多次投

身其中，为广大基层戏迷和群
众带来耳熟能详的豫剧唱段。

“我是人民的演员，必须到
人民中间去，尽心尽力为他们
唱好戏。”马金凤这样说过，也
是这样做的。2005年 4月 28
日，劳动节前夕，大河爱心艺术
团走进登封煤矿，马金凤作为
其中的一员，为煤矿工人们送
去了慰问演出。当年，她已83
岁高龄，受到了煤炭工人的追
捧和欢迎。

2006年 1月，马金凤参加
由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大河书局
精心策划、发行的《豫剧名旦六
大家画传》丛书的首发仪式。
马派清脆明亮、秀丽华贵的表

演风格，通过图文的形式展现
在广大戏迷面前。

王建立说，2007年7月，马
金凤和京剧表演大师梅葆玖先
生在河南人民会堂共同演绎了
京剧和豫剧版的《穆桂英挂
帅》。而这，也是马金凤老师最
后一次带妆上台演出。

“演出期间，梅葆玖和马金
凤相互比‘老’，一起排练，一起
演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王建立说。

到了2007年12月，马金凤
患病，在北京住院期间，王建立
随同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李树
建，一起赴北京探望，也留下了
珍贵的画面。

大河爱心艺术团送戏下乡 八十多岁高龄的马金凤多次参与演出

2011年9月28日，第二届
中国豫剧节上，马金凤、张岫云
两位艺术大师被授予第二届中
国豫剧节“豫剧艺术终身成就
奖”。为马金凤所写的颁奖词
是，“昵称剧坛寿星，美誉洛阳
牡丹……马派艺术溪成河，河
成江，江成海，她仍然在挂帅，
她演绎着九十登台的梨园神
话”。

马金凤不仅为豫剧事业作
出了巨大贡献，晚年还致力于
青年豫剧人才的培养，于耄耋
之年执教中国戏曲最高学府，
担任中国戏曲学院的荣誉教
授，经常辅导学生和研究生，给
豫剧班授课，为培养人才付出
了大量心血。

马金凤的弟子、国家一级
演员柏青说：“老师一生视戏如

命，如今年纪大了，有时候见人
可能认不清，但是无论什么时
候让她唱，戏词不会忘，聊天聊
几句总能聊到戏上。在传承
上，老师也始终想着尽可能地
多提携一些好苗子。我最感激
老师的就是，上世纪90年代我
曾去学校教学，正是老师的劝
说让我重回舞台，她说，你还年
轻，过早离开舞台太遗憾了。”

马金凤一生收徒很多，但
对弟子的要求很高，先看人品，
还要有一定基础，对豫剧和马
派真心热爱，而一旦收下，教戏
便毫无保留。马金凤大师在全
国各地都有徒弟，年纪大的甚
至已经退休了，当弟子们登门
看望老师，马金凤也会让他们
现场唱一段，品一品，抠一抠，
挑挑毛病，叮嘱改进。

执教中国戏曲最高学府 桃李满天下

马老师没有走，她又一次披挂出征了

马金凤，1922年出生在山
东曹县，幼年随父学河北梆子，
因刻苦好学，聪慧过人，与父同
台演出了《三义记》《刘二姐赶
会》，崭露头角，被誉为“七岁
红”。1930年乞讨到河南开封
拜豫剧名演员马双枝为师，改
唱豫剧。1939年到密县太乙新
班演戏，曾向燕长庚、翟彦身学
唱豫西调。14岁正式登台演
出，经常上演的剧目有《老征
东》《罗焕跪楼》《三娘教子》《对
花枪》等。1950年在安徽省界
首成立中原豫剧团，后转为河

南省商丘专区人民豫剧团。
1954年并入商丘专区实验豫剧
一团(现洛阳市豫剧团前身)。

新中国成立后，马金凤与
剧作家宋词合作，对梆子戏的
传统剧本《老征东》进行整理，
易名为《穆桂英挂帅》。1953年
到上海演出时，曾得到梅兰芳
的具体指教，并被梅兰芳收为
弟子，梅兰芳送马金凤一顶凤
冠。1956年进京演出《穆桂英
挂帅》轰动了首都剧坛，被誉为

“真国色”的“洛阳牡丹”。1959
年3月，梅兰芳先生将豫剧《穆

桂英挂帅》改编成京剧，成为新
中国成立十周年的献礼剧目。
1963年，老舍先生在《观豫剧
〈花打朝〉》中这样评价马金凤：
“大众喜开颜，洛阳金凤来。打
朝潮笑谑，挂帅奋风雷。歌舞
全能手，悲欢百炼材。长安春
日夜，鼓板绽红梅。”

在近一个世纪的演出实践
中，她平均每年演出200多场，
演出剧目有500多本。先后12
次进京，5次进中南海怀仁堂，
为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
领导人演出，获得了高度评价

和鼓励。
数十年来，马金凤演出了多

部经典剧目。她在《花打朝》中
饰演的程七奶奶泼辣勇敢，《花
枪缘》中的姜桂枝深明大义，《穆
桂英挂帅》中的穆桂英气宇轩
昂，角色性格迥异却同样精彩，
各种表演风格转换自如，为中国
豫剧的人物画廊增添了一个又
一个经典的艺术形象。她的表
演风格可以浓缩为6个字：唱腔
特色“脆”、唱腔运用“巧”、人物
塑造“博”、刻画典型“雅”、人物
形象“美”、特技表演“绝”。

《穆桂英挂帅》轰动全国，被誉为“真国色”的“洛阳牡丹”

众人追忆马金凤

5月29日清晨，一代戏曲大师马金凤病逝。马金凤大师的圈内好友、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文联
副主席、河南省曲艺家协会主席范军先生在接受大河报·豫视频采访时对马金凤大师表达了沉痛的哀悼。

洛阳豫剧院院长关美
利从马老师三女儿处得知
马老师28日晚上身体不适，
被家人送往医院救治，救治
过程中病情加重，中间还被
下了病危通知书，经过一夜
抢救在青岛离世。

“马老师走得很安详，
没有经历病痛折磨。”关美
利说，在此之前，马老师身
体并无大碍。

她回忆，自己最后一次
见到马老师是在去年12月
11日，马老师的百岁生日宴
上，当天在场的都是马老师
的家人和徒弟，大家一起做
饭、唱戏，陪马老师打麻将。

最近两三年马老师一
直在青岛的儿子家中，原
来她在河南的时候大家经
常去看望她。

马金凤先生的徒弟谢
彦巧听闻老师去世的消息
时，很难过也很着急，大河
报·豫视频记者联系到她
时，她正在做核酸检测，已
经买了前往青岛的车票去
送老师最后一程。

在谢彦巧的朋友圈中，
至今还保留着去年12月份
她为老师马金凤庆生时的生
日合影，并配文：“期颐之年，
望您安康舒心，岁岁长乐。”

百岁老人，安详离世

5月 29日下午2时许，
马金凤大师的小女儿马殿
申告诉大河报·豫视频记
者，她正在从郑州开往青岛
的火车上。马金凤这些年
一直保持着夏天在青岛过、
冬天在郑州过的习惯，不过
2020年以来，因为疫情等原
因，她一直住在青岛儿子马
建新家里。

“昨天晚上家人通电
话，说妈妈身体情况不太
好，去医院，医生要求住院，
我们在外地的子女感觉，不
管是什么情况得赶紧来，立
刻就订票去青岛，不过票很
不好订。”马殿申说，母亲这
些年精神和身体状况一直
很好，也不糊涂，只是记忆
力稍微差一些，生活也能自
理。

马殿申表示，马金凤一
直很看得开，什么都看得很
淡。对于后事，家人们考虑
到疫情防控时期，不准备搞
大的缅怀活动，“不想让大
家跑到青岛来回折腾，尽量
不叨扰太多的朋友。”

她什么都看得很淡
不准备大声势缅怀

我专门给马金凤老师的
儿子、在青岛的大哥打了个
电话，表明我希望去马老师
的灵堂祭拜。

但是被告知，马老师生
前有要求，她一辈子简朴，不
让声张，只希望家人之间小
范围地祭奠一下。听到这个
消息后，我心里很难过。我
跟大哥说，等马老师的骨灰
回故乡的时候，给军儿说一
声，我得去给马老师磕个头。

我跟马老师很亲很亲
的。在我二十出头第一次参
加牡丹花会的时候，我之前
是说相声，最后一个节目就
是和马金凤大师俺俩一块唱
的《穆桂英挂帅》。马老师很
喜欢我，很疼爱我，说我学她
学得像。跟我说，你一定要
记住，当年你老娘跟你一块

儿唱过《穆桂英挂帅》。
马老师，她就是咱的黄河

水浇灌的、怒放的洛阳牡丹，
国色天香。但她又极其接地
气，始终视人民为父母，视观
众为爹娘。我们都能看到观
众对马老师的爱戴，还有观众
给马老师带吃的，不管是大人
小孩，一说到马金凤大师，每
个人对马老师亲得很，因为她
接地气。她给我讲很多故事，
讲与梅兰芳大师的师徒故事，
讲梅兰芳大师是怎样将豫剧
的《穆桂英挂帅》改编成京剧。

今天早上问大哥，大哥
说老太太走得很安详，毕竟
是100岁了。我觉得马老师
没有走，她又一次披挂出征
了，她的穆桂英百岁披挂出
征，又唱响了她辕门外的三
声炮。

马老师极其接地气，始终视人民为父母，视观众为爹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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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马金凤先生病逝的
消息，马金凤嫡传弟子、南阳
豫剧名家柏青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非常突然，心里
特别不舒服……”

柏青告诉记者，她是在
上午时分得知这一噩耗的，
最近一次见到马老先生，是
在去年的 12 月份，她到青
岛为马老过寿。

“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

震……”柏青回忆道，当时马
金凤年届百岁，仍精神矍铄，
和学生们一起唱了她的代表
作《穆桂英挂帅》，“当时老师
精神头不错，和我们一块唱
了她所有的曲子。”

柏青告诉记者，目前
她已和马金凤先生的家属
沟通，待稍后会遵从家人
的安排再行计划是否前往
青岛。

“非常突然，心里特别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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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9日上午，河南豫
剧院院长、河南省剧协主席
李树建表达了对马金凤的哀
思，“马金凤先生一生为人低
调、平易近人，艺德高超。”李
树建说，“马先生不仅创立了
一个豫剧流派，她对戏曲事
业的追求是后辈永久的财
富，听到马先生辞世的消息，
我们内心万分沉痛。”李树建
回忆，马金凤对戏曲后辈非
常好，都称呼他们“孩子”，

“有一次马先生还跟我说，有
时间咱俩合演你的《清风

亭》，也合作一次。”
李树建对马金凤敬佩有

加，她为河南的豫剧艺术，乃
至全国的戏曲艺术都做出了
不可磨灭的贡献，“马先生为
外树河南豫剧形象，内强河
南精神做出了巨大贡献。”

河南省戏剧家协会驻会
副主席、秘书长蒋愈红告诉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河南省
剧协对马金凤先生去世表示
沉痛哀悼，第一时间整理资
料制作小视频表达哀思，后
续工作还在进行中。

她为河南的豫剧艺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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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亳州老白干”评论说：“一个河南人的豫剧启蒙，就来自马金
凤老师的《穆桂英挂帅》…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
水长，马老师一路走好。”

热情的冰淇淋H：名副其实的艺术家，马老的一生，是为河南
豫剧发扬光大奋斗一生，德艺双馨，为人谦虚，从不张扬，是艺术
家的榜样。

小景受拍照：大师不朽，挂帅不息，马老师走了，天波府的穆
桂英，花打朝的程七奶奶，花枪缘的姜桂芝永远地留在了舞台上，
留在戏迷的心中！

网友缅怀豫剧大师马金凤：一路走好，谢谢您留下美好回忆

马金凤的经典代表作《穆桂英挂帅》剧照

2003年底，马金凤正在指导威风凛凛的
“小穆桂英”排练。

2005年4月，马金凤参
加由大河报组织的大河爱心

艺术团赴登封慰问煤矿工人的演出。

2007年7月，在河南人民会堂梅葆玖和
马金凤一起排练。

2006年1月，马金凤参加由河南日报报
业集团大河书局精心策划、发行的《豫剧
名旦六大家画传》丛书的首发仪式。

豫剧又
失马金凤，从此再无五

名旦。5月29日凌晨，豫剧大
师马金凤去世，享年100岁。
音容依然在，其名长久存。马金凤，

是豫剧“五大名旦”之一，中国戏曲“帅
旦”行当的开先河者，豫剧“马派”艺术创
始人。

作为豫剧泰斗级艺术家，马金凤和
大河报有不少交集。大河报资深摄
影记者王建立，曾长期关注和跟

拍马金凤，并记录下很多
珍贵的瞬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