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咱两个在学校整整三年"相处之中

无话不谈# 我难忘你叫我看$董存瑞%"你

记得我叫你看$刘胡兰%&&'著名戏剧

家杨兰春创作的经典豫剧 $朝阳沟%"诞

生
!"

多年来唱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演

出场次之多早已无法估算#

虽然他的经典之作不止一部 $朝阳

沟%"但仅仅是$朝阳沟%"已使杨兰春成

为豫剧史上的一座高峰#

有人说"没有!$朝阳沟%之父'杨兰春"

就没有河南豫剧现代戏在全国的影响#

杨兰春这个名字"早已与豫剧的发展

连在了一起"与豫剧的变革求新连在了一

起"与豫剧现代戏的诞生连在了一起#

唱不尽的!朝阳沟"

#$!%

年
&

月
'"

日"$朝阳沟%由河南

省豫剧院三团在河南剧院首演" 在全国

引起强烈反响" 曾三次进京演出#

($)*

年"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国家领导人

观看了演出"并亲切接见全体演员#

($%'

年"杨兰春创作的$朝阳沟内传%又大获

成功"进京演出
'+

余场"场场爆满"同年

荣获曹禺戏剧文学奖#

$朝阳沟%全剧共
%

场"讲述高中毕

业生银环到未婚夫拴保的家乡朝阳沟扎

根农村的故事) 银环刚参加农业生产时

遇到了一连串困难"思想上发生动摇# 在

村支书和群众的帮助下" 再加上在劳动

中培养起来的对农民和土地庄稼的深

情" 使她逐渐认识到农村是知识青年贡

献力量的广阔天地" 最终在农村扎下根

来#

$朝阳沟%在运用传统戏曲形式表现

现代生活上"作出了很大成绩# 剧作除主

人公银环外"还刻画了拴保(拴保娘(拴

保爹(二大娘(老支书等多位朴实(忠厚(

风趣的农民形象# 浓郁的生活气息(生动

欢快的唱词(极具个性的人物"使得这部

戏很有感染力#

($)&

年"$朝阳沟%被摄制

成戏曲艺术片# 京剧(评剧(吕剧(眉剧(

滑稽戏等都移植演出过该剧# 作为时代

与传统艺术结合( 城市与乡村结合的产

物"$朝阳沟% 是中国戏曲现代戏探索道

路中出现的经典作品" 至今仍在全国具

有很大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对于$朝阳沟%的创作"杨兰春生前

曾多次真诚而谦虚地表示)!$朝阳沟%是

集体劳动的成果&&'他曾在$豫剧*朝

阳沟+诞生记%中这样写道)!当初"如果

不是省文化事业管理局副局长冯纪汉提

出叫我写$朝阳沟%"就不会有这出戏的

出现# '

($!%

年
&

月初" 冯纪汉请时任河南

省豫剧院三团团长的杨兰春为全省召开

的局长会写个戏" 创作时间只有一个星

期# 接到任务后"杨兰春思前想后"两天

两夜睡不着觉# 当年正值成千上万的城

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看到这热烈的场

景"结合多年的生活积累"杨兰春决定以

($!,

年在登封县曹村 ,即现在的朝阳沟

村- 抗旱浇麦时朝夕相处的男女社员为

素材写戏#

创作$朝阳沟%时"因时间太紧"杨兰

春这边写着唱词"那边音乐设计王基笑(

姜宏轩就开始配曲"演员马上学唱# 开始

时" 杨兰春还用录音机把编的唱词录下

来"后来录音也来不及了"就随手写在纸

烟盒或头疼粉袋上" 想出两句就写出来

发给演员学# 最后一场"杨兰春干脆就在

排练场直接口述" 叫演员当场记# 就这

样"大家七天七夜编排出了$朝阳沟%#

$朝阳沟% 首演时还有一个趣闻"那

就是在开幕前才定下剧名#

($!%

年
&

月

'"

日"$朝阳沟% 在河南剧院进行首场演

出" 参加全省文化局长会议的同志都来

看这出戏# 开演前"冯纪汉副局长介绍了

剧情和编排经过后 " 问杨兰春 )!开幕

吧. '杨兰春答)!戏还没有名字哩
-

'冯纪

汉只得在幕前说)!大家再等一等" 戏还

没有名字哩
-

'台下一阵笑声#剧名怎样定

呢. 杨兰春灵机一动)曹村的山坡上有个

朝阳寺" 那一带的地理环境都是丘陵山

沟"干脆就叫$朝阳沟%吧/ 就这样"这部

首演时布景(道具总共没花多少钱的戏"

后来经过千锤百炼" 成为豫剧史上一座

难以逾越的高峰#

$朝阳沟%的诞生看起来好像极具戏

剧性" 但谁又能说这不是杨兰春多年的

生活积累和艺术积累的必然迸发呢. 短

短七天时间"他的才情(他对豫剧心无旁

骛的挚爱"他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全

部浓缩在了$朝阳沟%里#

#生活有多深$水平有多高%

杨兰春对生活的要求很低" 非常淳

朴(低调# 但他对艺术的要求却很高"一

生不断地创新"绝不重复自己"更不重复

别人# 他的每出戏都有鲜明的特色"都打

上了杨派艺术的烙印#

杨兰春编导的以$朝阳沟%($小二黑

结婚%($刘胡兰%($冬去春来%($好队长%

等为代表的现代戏" 有许多唱段至今仍

在群众中口头流传" 已形成人民群众喜

爱的豫剧新流派#

有人说" 杨兰春编导的戏曲之所以

深受大家喜欢" 是因为他的创作总能追

随时代(贴近生活(贴近民众(贴近中原

父老# 所以"长久以来"农民称他的戏是

!农民戏'"中原人称他的戏是!乡土戏'"

理论家称他的戏是!生活戏'# 而他却说)

!生活有多深"水平有多高# 我天生血管

里流淌的是农民的血" 胸膛里跳动的是

农民的心# 我用农民的语言写戏"就是希

望农民喜欢看"听得美"哼着唱# '

的确" 杨兰春的创作全都来源于生

活"来源于群众# 林县红旗渠工地(方城(

洛宁(栾川(新安&&中州大地上"许多

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到处都有他结

交的朋友# 杨兰春下乡时"特别重视和群

众交朋友(谈心里话# 他说感情用钱是买

不来的"还说"打动心弦的东西不用笔记

也忘不了"所以他从不记笔记# 因为经常

下乡"杨兰春为了不给群众添麻烦"总喜

欢提着他的!小灶'家具000小煤油炉子

和锅碗瓢勺"饿了就自己下面条吃#

杨兰春视戏剧艺术为自己的生命 #

为了发展戏剧事业"他恨不得献出一切"

戏剧界同行称他为!敢死队队长'"著名

戏剧家郭汉城赞誉他是!改戏的功臣"现

代戏的闯将'#

即便年近八旬" 杨兰春仍然放不下

挚爱一生的戏剧"又相继创作了$家里家

外%($山上山下%两个现代戏"改编了$秦

雪梅训子%($苗郎审爹%两个传统戏# 熟

悉杨兰春的人都知道" 他晚年一直念念

不忘修改他的剧本$家里家外%"就连回

故乡河北武安"也随身带着剧本#

杨兰春的女儿说"父亲晚年曾多次说

他没有生活了"写出来的东西没有以前活

泼了"提出要回去深入生活#!他已做好了

吃苦的准备"但遗憾的是身体已不允许他

长期深入生活了# 即便是在病房里"他还

在想着他的剧本"经常长时间地望着天花

板# 有一次"病重的他手里拿着一个小本

本高兴地对我说) 最后一场写出来了"快

请王基笑作曲"一定会有效果# 其实他那

个本子上什么也没有"他也不知道老伙伴

王基笑已经先他而去了&&'

今年
)

月
'

日" 杨兰春永远离开了

他挚爱的戏剧艺术# 但他的名字"会被中

原父老永远记住"也会被历史记住#

吴行!爱向无人行处行
!

大河报记者 王守国 张体义

!

本报记者 史晓琪

杨兰春!为戏而生

杨兰春!

!"#$%#$$"

"是
#$

世纪我国戏曲艺术界具
有影响的艺术家之一#中国戏曲现代戏的奠基人#豫剧现
代戏的开拓者$

杨兰春既能创作又能导演#除了豫剧%朝阳沟&这部经
典之作#他编'导的豫剧还有%李双双&'%小二黑结婚&'%唐
知县审诰命&'%刘胡兰&'%花打朝&'%好队长&等$ 杨兰春曾
任河南省歌剧团副团长'河南省豫剧院三团团长#出席过
全国群英会#是中共十一大'十二大代表和第四届全国人
大代表$

!

"" ""

""

吴行
&"'#

年生于河南渑池# 字砚之# 后更号复生
子$ 河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行书专业委员会主任#河
南省书画院专业书法家#河南省人大书画研究院顾问$

作品先后入选全国第三'四'五'六'七'八届全国书
展#全国第二'三'四'五'六'七'八届中青年书展#先后获
第二届中青展优秀奖'第四届全国展全国奖'第五届中青
展一等奖'第六届中青展三等奖'第五届楹联展一等奖#第
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大奖第一名#

#$$(

荣膺 (兰亭七子)称
号$ 作品论文散见于诸多专业刊物$

!

!河南最具影响力人物暨英模榜"

在金庸武侠小说和网络武侠游戏

中"经常有般若堂的名字"其首座通常由

掌法和内功最高者担任#般若堂专研的功

夫很多"其中般若神掌有!少林第一掌'之

称#河南书法界"也有斋号!般若堂'者"堂

主名吴行"号复生子"江湖人称!兰亭状

元'# 吴行的书法功夫!诸体皆能'"而小

楷(行书尤精"其典雅韵致在以朴茂雄强

见长的!中原书风'中仿佛美女簪花"自得

风流# 解读吴行
.

可从!三士'着墨#

奇士&矿工翩然中状元

!""#

年
$!

月
$#

日" 第二届中国书

法!兰亭奖'颁奖仪式在安徽合肥隆重举

行# 随着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镜头和主

持人朱军的现场采访" 一位面容清癯的

中年汉子"令全国观众为之刮目# 他就是

夺得此次大奖的!书法状元'(河南青年

书法家吴行#

东晋永和九年"王羲之等
%!

位名士

在绍兴兰亭雅集"吟诗挥毫"留下千古绝

唱#

'++,

年
$

月"!首届中国兰亭雅集
%!

人展'在绍兴举行"参展者恰与
$#&&

年

前暮春的那次著名聚会人数相同# 在这

场国家最高水平的书法较量中" 入围者

都是中国书坛的佼佼者# 主办单位还别

出心裁"要从
*'

人中评选出
,

人"贺号

带花!兰亭七子'# !兰亭七子'不仅要求

书法造诣高深" 同时还要具备较好的书

学修养# 吴行再次榜上有名#

连战连捷" 中国书坛迅速刮起了一

股!吴行'旋风#

!河南书法界又杀出了一匹黑马/ '

有人惊呼#

其实"书法圈内的老人都知道"这匹

黑马不!黑'"不过是吴行!重出江湖'演

绎的再度辉煌而已#

上世纪
%+

年代"中原书法开始在全

国崛起" 吴行这个名字也渐为人知000

当年" 他的作品曾连续在全国一系列重

大书法比赛或展览活动中获奖" 被誉为

河南书坛!获奖专业户'# 后来因为特殊

原因"这个名字淡出了书坛#

十年不鸣"一鸣惊人#

'+

世纪
$+

年

代" 书法界告别笔墨投身商海或转行另

辟天地者大有人在# 然而面对潮流日新(

人才济济的书坛" 经过数年乃至十数年

沉寂后" 能够再度回归并站稳脚跟者寥

寥无几# 吴行能够成功复出并且更上一

层楼"为中国书坛书写了一段传奇#

吴行的另外一段传奇是在他告别书

坛那段时间创造的#

#$)'

年出生于义马一个煤矿工人家

庭的吴行" 中学毕业后便成为义马矿务

局的一名测量工" 后来在工会做摄影工

作" 工作之余研习书法并有小成#

#$$,

年" 正在煤矿系统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

吴行突得大病" 仅仅靠呼吸机延续着生

命的最后一息# 当时"有着多年医学临床

经验的著名书法家王澄到义马煤矿医院

看他"第一感觉就是吴行不行了# 然而老

天怜才" 吴行在阎王爷那儿转了一圈又

回来了# 几年前"吴行再次病危"依然是

大难不死# 时至今日"给他会诊的专家还

常常重复着两个字)奇迹#

两次病危将死未死" 一路鲜活地活

了下来#这是何等奇妙的人生境遇.活过

来的吴行更原号!砚之'为!复生子'#

大病不死虽是万幸" 但欠下的债不

能不还# 吴行拖着羸弱的身躯开始去挣

钱"广告公司(装修公司(饭店(茶楼(画

廊换了不少行当#

吴行经商有道" 从举债投身商海到

还清全部债务"买房买车"只用了八个月

时间1 到郑州发展后很快在黄金地段开

起了清雅足以傲视中原的整层茶社1而

后开始痴迷古字画收藏# 吴行的生意越

换越接近原本的兴趣"越做品位越高"身

上的文人气息越发浓厚" 创造了商海又

一段传奇#

隐士&更深黎明写心经

吴行小学时代经常在千唐志斋里嬉

戏玩耍"书法受碑(志的影响很大# 后来"

他感触到了帖的灵动和韵致"开始钟情于

!二王'书法#

书论家言"南帖北碑"地域审美和表

现形态使帖和碑不能兼容# 但吴行爱向

无人行处行"对二者都痴迷"欲鱼与熊掌

兼得"开始摸索一条!妥协'之路# 对唐人

的小楷"吴行更是偏爱有加"认为它的结

构紧凑(法度严谨(行笔劲健"可谓前无

古人"后无来者#

吴行参加兰亭奖评选的作品" 就是

一本小楷册页"该作品浑古入化"宛然唐

风"虽然稍有瑕疵"但微尘不掩珠玉"依

然高居榜首# 在!兰亭七子'的评选中"吴

行拿出的是!二王'行书"但在其中融铸

了北碑和明清人行书" 透着一种朴茂和

儒雅# 兰亭夺魁之后"七子连捷"书家至

高荣誉"一时无两#

行草(小楷常用"易写而难精# 古人生

活节奏闲适"能安心地将手卷(册页一气呵

成# 但在急功近利(浮躁异常的当下书坛"

有多少人能耐得住寂寞" 板凳坐得十年冷

呢. 吴行无疑是其中的一位# 一场大病"使

吴行悟透了生死"多了超然和淡泊# 养疴期

间"又开始信佛"尊奉着百余尊鎏金铜佛"

斋号!般若堂'# 般若堂中学无为"明心见性

是指归# 吴行像古代经生一样暮对黄卷"晨

浴青灯"开始经营他的楷(行书风了#

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张海曾说 "寂

寞难耐" 真正修炼到在精神上耐得住寂

寞更是高境界# 耐得住寂寞的功夫越深"

取得成就的可能性就越大" 寂寞中孕育

着未来的辉煌# 吴行曾两次走上奈何桥"

依照常情" 大难不死" 他会尽量享受人

生# 而吴行身体稍稍恢复"即一门心思用

于书法创作"黎明即起"至午不辍"如疯

似魔" 在一般人认为已经走到极致的楷

书上"锐意创新"硬是于无路处辟出了一

条属于他自己的新路#

著名书法家"也是吴行恩师的王澄先

生评价说"吴行楷行风格已立"不让古贤#

吴行写小楷作品"多在更深黎明"开

灯展纸"神清气静(一气呵成# 所书内容

也涉及广泛
.

既有古典诗词
.

也有前人论

诗论书论文论画的经典语录
.

更有古刹名

寺的纪事和得道高僧的禅语
.

精深博雅"

内容与形式相得益彰#

这样的场景在他作品的落款中屡屡

碰到# !丁亥大年将至"般若堂岁余闲静"

自饮难得乘兴而书之" 东方既白意犹未

尽# '!丙戌之冬日"俗务之余暮归书斋"

于灯下读东坡集" 检自制之泥金捉笔书

之# 兴趣盎然"常至东方欲晓之时而不知

倦意# 作小字须避开纷扰"平心静气"提

按之间"点画精微# '

字里行间"怡然自得# 正合清人周星

莲所说)作书能养气"亦能助气"静坐作

楷法"便觉矜躁俱平#

学士&八方风雨融一炉

吴行不是科班出身"也非世家子弟"仅

仅中学毕业"而且上学时正赶上!文化大革

命'"几乎没正经上过课# 但朋友相聚"他却

能经史诗赋( 稗官野史侃侃而谈" 语惊四

座#

!百二关山严凤阙 " 五千道德跨龙

门'# !谁非过客"花是主人'# 吴行的书法

作品中像这样来自于!千唐志斋'的联语

很多#!千唐志斋'中那几千方镶嵌在墙上

的!唐书'不仅使吴行的小楷从此发轫"也

在潜移默化中对他进行了国学的启蒙#

吴行好读书"文史(诗词(笔记杂文(

书画语录等涉猎广泛"而且有着超乎常人

的记忆力"凡到用时"便能信手拈来#

吴行好买书"文史类丛书(古文字类

图书(工具书"各类画册丛帖"随笔传记"

不问贵贱"见了就买# 有朋友开玩笑说)

该买的不该买的全买了#

吴行好收藏"收藏的机缘使他与许多

前贤朝夕相处"得见像董其昌(张瑞图(赵

之谦(何绍基(吴昌硕等大家的原作"知道

了前贤用笔(用墨的讲究"经常刻意追摹"

用心领会"自然受益匪浅# 吴行的收藏不

只限于古代书画"像汉代刑徒墓砖(唐代

墓志种种拓片便不计其数"这些都在无声

中浸润滋养着他#吴行收藏的另一大项是

明清鎏金铜佛"因为收藏"他细读佛经"研

究佛学"不知不觉中走进了另一个精神世

界"佛性进入了他的书法"佛心在他的书

法作品中放出了光芒#

十年经商"阅人无数"商海风波"从容

应对# 吹尽狂沙始到金"历尽繁华得真淳#

凡此种种"!八方风雨' 铸就了吴行

的字外功夫#

吴行曾说"作为一个书家"字外功是

多方面的"文字(诗词(文学(艺论(绘画等

门类"缺一不可# 字外功夫的修炼"费时费

工"效果不能立现"但可潜移默化"这就是

修养# 书法进入一定境界"就是拼修养"修

养引领境界(眼界"是成就大家的基础#

频频获奖" 吴行从一个寂寂无闻的

!隐者'"变成了新闻人物"繁花著锦"名

利双收# 但吴行对这种生活状态似乎并

不满意"他想摒除诱惑"把更多的时间用

在学问上"要写诗填词"要著文立说&&

苏东坡$送江公著知吉州%一诗中含

有吴行的名字" 摘录于此与吴行和热爱

关心吴行的读者共享 )!三吴行尽千山

水"犹道桐庐更清美# 岂惟浊世隐狂奴"

时平亦出佳公子'#

现代豫剧!朝阳沟"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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