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剧大师梅葆玖逝世——

贵妃转身成绝响

梅葆玖，男，1934年3月29日出
生，京剧表演艺术家，祖籍江苏泰州，
国家一级演员，是京剧大师梅兰芳的
第 9 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孩子，
亦为梅派艺术传人，曾任北京京剧院
梅兰芳京剧团团长。

梅葆玖 10 岁开始学艺，启蒙教
师是王瑶卿之侄王幼卿，武功教师是
陶玉芝，昆曲教师是朱传茗，后又师
从朱琴心学习花旦。13岁正式登台
演出《玉堂春》、《四郎探母》等剧，18
岁开始与父亲梅兰芳同台演出，深得

其父教诲和指导，逐渐成为梅派艺术
领军人物。一生致力于梅派艺术的
传承和发展，在京剧界地位举足轻
重。代表作包括《霸王别姬》、《贵妃
醉酒》、《穆桂英挂帅》、《太真外传》、

《洛神》、《西施》等。

梅派艺术领军人物：

梅葆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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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金鼎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37、39、40号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口市
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公司对以下涉案财产进行公开拍卖：标的1、
车牌号为琼A.0LF67的宝马牌WBAFG210小型越野客车壹辆，参考
价：43.035万元，竞买保证金5万元；标的2、位于海口市国兴大道39
号泽丰花园2栋1803房（证号：HK167390号，建筑面积：150.18m2），
参考价：115万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标的3、位于海口市琼山区翔
河西路 12号“龙昆花园”项目 2栋 8D房、8E房〔预售许可证号：
20110043号，建筑面积：133.35m2〕两套房产，参考价：94.5771万元，

竞买保证金20万元。现将第一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
间：2016年5月13日10：00；2、拍卖地点：海口市滨海新村588号海
景湾大厦主楼20层拍卖厅；3、标的展示咨询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
报之日起至2016年5月12日17：00止；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
2016年5月11日17：00前到帐为准；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
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
标的1账号：1009454890000481、标的2账号：1009454890000482、
标的3账号：1009454890000483；6、缴款用途须填明：竞买保证金
（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按现状拍卖，过户的税、费
按 国 家 规 定 各 自 承 担 。 拍 卖 机 构 电 话 ：0898- 36326216
13006080999；法院监督电话：0898-66501619

联合拍卖公告
（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15号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口
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由海南荣丰华拍卖有限公司和海南京友拍卖
有限公司两家公司联合对涉案财产进行公开拍卖。位于海口市蓝天
路北侧、金坡路西侧（原机场西路）面积：3086.23m2的土地使用权[土
地使用证号：海口市国用（2004）第001081]，参考价：2815.26万元，
竞买保证金：300万元。现将第一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
时间：2016年5月12日上午10:00；2、拍卖地点：海口市国贸玉沙路
19号城中城A栋4楼海南荣丰华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大厅；3、标的展
示咨询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6年5月11日17:00
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6年5
月10日17:00前到帐为准；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海
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帐号：
1009454890000352；6、缴款用途须填明：竞买保证金（如代缴须注
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过户的税、费
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该标的物上所建地下室及第1至9层房屋主体
被鉴定为D级危房，不具有处置价值。

主拍机构电话：0898-31355988 13707589398
协拍机构电话：0898-66785809 13637632488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501619

海南元宏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公告
（20160513期）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南
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公司对下列涉案需变现财产进行第
二次公开拍卖：洋浦东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海南省洋
浦经济开发区东部生活服务区“洋浦华泰豪苑”的第二层商铺[建筑
面积为2073.64m2

·（含卫生间）]。参考价：817.84万元，竞买保证金：
160万元。拍卖时间：2016年05月13日上午10时。拍卖地点：海
口市国贸大道海南国际贸易商务大厦C座 703室；电话：0898-
66512838、13086089366；缴纳保证金的时间：2016年05月10日上
午12时前到账为准并于截止日前凭法院确认的保证金收据到我公
司了解详情及办理竞买手续；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账号：2201031229826405990；开户行：工行儋州中
兴支行。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6）海南二中法技委拍字第002号
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
间：见报之日起至2016年05月12日下午17时止；特别说明：1、“洋
浦华泰豪苑”项目未办理竣工验收备案证；2、“洋浦华泰豪苑”项目未
办理房屋初始登记。

法院监督电话：0898-23882950

海口海事法院公告
（2015）琼海法执字第526-1号

本院2015年10月26受理申请执行人黄钢梅与被执行人卢
传安船舶营运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被执行人卢传安未履行义务，
本院决定强制拍卖被执行人卢传安所属的“琼琼海09445”号渔
船。本院现已成立“琼琼海09445”号渔船拍卖委员会，定于2016
年5月10日在海口海事法院对该船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参考
价：人民币90万元。竞买保证金：人民币20万元。

1、拍卖标的：“琼琼海09445”号渔船，船籍港：琼海，船舶类
型：捕捞渔船，作业方式：刺网，船长：33米，总吨位：200吨，主机总
功率（不超过）：335.6千瓦，船体材质：木质。

2、拍卖时间：2016年5月10日下午3:00。
3、拍卖地点：海南省海口市人民大道74号海口海事法院第一

审判庭。
4、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2016年5月9日。看船地

点：海南省琼海市潭门港。
5、凡愿参加竞买者，可于2016年5月9日17:00前，向拍卖委

员会提交书面申请进行登记并交纳竞买保证金。（该委员会所在地
址：海南省海口市人民大道74号海口海事法院，联系电话：0898-
66160121）

6、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6年5月9日17:00前到账为准。
7、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口海事法院，开户行：农行海

口龙昆南支行，帐户：21104001040007570。
8、本次拍卖采取净价拍卖的方式，所有交易、过户税费均由买

受人承担。
9、瑕疵说明：该船《渔业船舶船名核准书》、《渔业船网工具指标

批准书》的有效期为2015年7月24日；该船相关证书均未办理。
特此公告

海口海事法院
二O一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海南亿能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48、49、50号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口市

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公司依法公开拍卖：

1、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红星管区迈仍村 219.89 m2土地使用权

【证号：海口市国用（2009）第009950号】及该土地上的附属物，参考

价132.4941万元，保证金：20万元；

2、海口市和平大道 26 号加州阳光 19 楼 1904 房（证号：

HK161203号，建筑面积：143.63 m2），参考价70.1058万元，保证金：

10万元；

3、海南省三亚市河东区海罗村兰海水都（山屿湖）小区2#-2-803
号、2#-2-805号房，面积为134.66 m2（现为2栋2单元0801房），参

考价273.2117万元，保证金：50万元。现将拍卖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6年5月12日15：30；
2、拍卖地点：海口市玉沙路5号国贸中心21楼C；
3、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6年5月11

日17: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

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2016年5月10日17：00前到账为准；

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

行 ：海 口 市 农 村 信 用 合 作 联 社 营 业 部 ；标 的 1 账 号 ：

1009454890000475；标的2账号：1009454890000476；标的3账号：

1009454890000477；
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48、49、50号（如代

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7、特别说明：上述1、2号标的按现状拍卖，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

定各自承担；3号标的按现状净价拍卖，所有费用由买受人承担。

拍卖机构电话：0898-68559156 13322095777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21690

中韩合作《我们的法则》
本报讯 安徽卫视大型野外生存挑战类节目

《我们的法则》于4月21日在瓦努阿图顺利杀青了
第二阶段的录制，中韩合作拍摄让节目新颖脱俗。

在日前举行的“丛林家族”集体凯旋新闻发布
会上，吴奇隆、李亚鹏、小沈阳、黄子韬、孙艺洲、邢
傲伟、熊黛林、童菲等成员不加修饰，身着户外运
动装，风尘仆仆但兴致高昂地参加。

据悉，《我们的法则》制作团队由安徽卫视和
韩国SBS原班制作团队联合组建，历经两个月全
方位、无死角、24小时丛林拍摄，顺利完成了马达
加斯加和瓦努阿图两阶段的录制，节目已进入紧
张的后期制作阶段。 （欣欣）

《透鲜滴星期天》首播
本报讯 湖南卫视明星爆笑美食综艺节目

《透鲜滴星期天》日前首播，作为湖南卫视开辟周
日档全新推出的首个自制综艺，该节目一播出便
赢得好评，收视口碑双丰收。

据央视索福瑞提供的数据，《透鲜滴星期天》
首播节目便拿下了全国网同时段第四的好成绩。
在竞争激烈的周末晚上，棚内美食综艺《透鲜滴星
期天》能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中宛若一股清新之风
吹来，在看惯大制作、大投入的真人秀节目之余，
给观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受。 （欣欣）

赵薇再当导演拍新片
本报讯 赵薇第二部导演作品《没有别的爱》

自公布开机消息以来引起影迷极大关注，4月25
日，赵薇亲自发布“眼技派”版宣传图，首度曝光了
片中8位主演阵容。

据介绍，赵薇此次公布的《没有别的爱》的8
位主演包括戴立忍、袁泉、陈冲、宁静、俞飞鸿、齐
溪、水原希子、韩红。赵薇还亲自透露：“作为第二
部导演作品，希望能呈现更有质感的电影。”

赵薇发布该组宣传图后，众主演也纷纷转发，
以示对电影的热切期待。对于赵薇再次执导电影
新片，众网友纷纷表示“赵薇导演这次打了一手演
技好牌呀”。 （欣欣）

《大唐玄奘》全球首映
本报讯 史诗传奇巨制《大唐玄奘》将于4月

29日亮相全国大银幕。4月24日，导演霍建起携
主演黄晓明、蒲巴甲、汤镇业、连凯、谭凯、锦荣、车
晓、楼佳悦参加了该片全球首映发布会。

据介绍，《大唐玄奘》还原了历史上玄奘经历
19载的求学之路，不戏说，不传奇，只用光影将
1300年前这段关于“一念执着”而成就的伟大旅
程呈现在观众面前。 （欣欣）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记者王培
琳）今晚8时，省歌舞剧院广场霓虹闪
烁、歌舞激昂，“群艺大舞台·文化进万
家·感恩社会·助梦启航——海南省感
恩残疾人艺术团首场汇报演出”在这里
举行，24名残疾人演员给社会各界带
来了一场精彩的文艺演出。

在《鼓舞海南》的欢乐舞曲和《相亲
相爱》四重唱演出中，晚会拉开序幕，现

场气氛也顿时火热起来。晚会共分序
曲、三个主篇章和尾声三部分，共17个
节目。其中第一篇章为《和谐欢歌》，第
二篇章《爱洒琼州》，第三篇章《助梦启
航》，尾声《希望之春》。残疾人演员演
唱的《阳光路上》高亢激昂，振奋人心；
器乐联奏《春之韵》优美动听，回味无
穷；琼剧、快板、二重唱、机械舞等节目
精彩上演；此外还有美籍华人、美国百

老汇歌舞剧演员王来为晚会助兴。
晚会上，海南省残疾人基金会给予

残疾人艺术团10万元资金支持，并资
助艺术团演员、乐东残疾女青年罗才秀
5万元。

据了解，海南省感恩残疾人艺术团
于2015年12月25日正式批复成立，由
海南省残疾人联合会作为业务主管单位，
唐世江任团长，现有残疾人演员24名。

本报文城4月25日电（记者刘笑
非 通讯员潘高）记者今天从文昌市华
侨中学获悉，在本月举行的第五届全国
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上，文昌华侨中
学舞蹈团凭借原创舞蹈《琼崖岁月》斩
获一等奖和优秀创作奖。

据了解，全国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每3
年举办一次，本届活动由教育部和青岛
市政府共同主办，是目前全国规格最高、
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中小学生艺术盛
会。来自全国633所学校的7000余名

中小学师生齐聚青岛，通过9场艺术表演
类节目演出，献上了一场艺术盛宴。

文昌华侨中学舞蹈团在强手如林
的初赛中脱颖而出，与来自全国31个
省、区、市的66支中小学校代表队同
台竞技。小演员们在《琼崖岁月》中化
身浴血奋战、英勇抗敌的革命先烈，以
动人的舞姿征服了观众和评委，一举
夺得一等奖和优秀创作奖荣誉，指导
老师也被授予“优秀编导”及“优秀指
导老师”称号。

本报嘉积 4月 25日电 （记者蔡
倩）记者今天从琼海有关部门获悉，在
本月举行的第五届全国中小学生艺术
展演中，琼海市嘉积中学男子舞蹈团表
演的原创舞蹈《甲午海魂》从来自全国
633支学校代表队中脱颖而出，斩获比
赛一等奖第一名、优秀创作奖和优秀指
导教师奖。

据了解，嘉积中学已连续五届荣
获该活动比赛一等奖，其中《士兵与
枪》、《甲午海魂》节目两次荣获全国一
等奖第一名。来自全国31个省、区、

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香港、澳
门特别行政区师生共7000余人参加
了此次展演。

此外，嘉积二中的合唱《捡螺歌》
《Come to the music》荣获声乐专
场一等奖；琼海市第一小学的舞蹈《麦
田童话》荣获一等奖；琼海市实验小学
的舞蹈《少年中国梦》荣获二等奖；嘉积
中学的朗诵《一代人的歌》获三等奖；琼
海市第一小学的合唱《欢乐的那达慕》
《编花篮小景》获三等奖；琼海市教育局
获优秀组织奖。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记者卫小
林）好莱坞经典影片《我最好朋友的婚
礼》有中国版了，记者今天从片方中国电
影股份公司获悉，由中美合拍的中国版已
杀青，今天宣布定档8月5日全国公映。

据介绍，美国版《我最好朋友的婚
礼》由好莱坞大公司哥伦比亚影业公司
于1997年出品，当年曾以黑马姿态闯
入市场，成本仅为3800万美元的这部
电影，在全球居然疯狂收获近3亿美元

票房，在那个年代创造了奇迹。
记者了解到，根据此片改编拍摄的

同名中国版电影，由中国电影股份有限
公司与哥伦比亚影业公司联合出品，主
演阵容包括舒淇、冯绍峰、宋茜、叶青、
凤小岳等。虽然影片翻拍自好莱坞同
名经典电影，但中国版绝不仅仅停留在
原有故事情节设计上，而是加入了当代
青年人对爱情、友情的看法，更符合现
代年轻观众的欣赏要求。

海南安徽两地文化部门携手

歌舞剧《江山美人》
下周来琼惠民演出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记者卫小林）经过海
南和安徽两地文化部门携手努力，由安徽省演出
总公司创作的大型多媒体歌舞剧《三国志·江山美
人》（简称《江山美人》）将于5月3日、4日来琼，在
海口人大会堂连续举行两场惠民文艺演出，为海
南观众和游客送上“五一”文化大礼，这是记者今
天从省委宣传部获悉的。

据介绍，《江山美人》以三国时期的历史文化
为背景，讲述吴国都督周瑜在桃花源中邂逅世宦
之女小乔，由此展开一段乱世爱情故事。全剧通
过《相恋桃花源》、《小乔出嫁》、《雄姿英发》、《火烧
赤壁》4个篇章，集中展现了历史悠久的江东文
化、多姿多彩的江南风光、生离死别的凄美爱情和
保家卫国的抗敌精神，将为观众打开一幅声势浩
大的历史画卷，让人梦回三国。

记者了解到，该剧由安徽省演出总公司投巨
资打造，集合舞蹈、音乐、3D呈现等多媒体手段，对
传统舞剧表现手法进行了大胆革新，在舞台上营造
出了大片般的演出格局。全剧音乐气势磅礴，舞蹈
酷炫华丽，舞美精致考究，3D全息影像技术丰富立
体，将为海南观众带来一台全新的视听盛宴。

据悉，该剧此次来琼演出活动由海南省委宣
传部指导，海南徽商文化传播公司和海南梦演艺
戏剧工作坊承办，实行惠民演出。

第五届全国中小学生艺术展演落幕

嘉积中学舞蹈斩获一等奖

文昌华侨中学舞蹈获大奖

感恩社会 助梦启航

省残疾人艺术团首场演出举行

19年前的好莱坞经典片改拍中国版

《我最好朋友的婚礼》杀青

■ 新华社记者 张漫子 梁天韵 钟雅

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25日 11
时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生命中的最后光阴，梅葆玖把他的
最后一点精力留给了京剧传承。

最后的心愿被他写进提案——“让
传统文化活起来，让京剧艺术后继有人”，
这是他一生心心念念的事。身为全国政
协委员的他，生前多个提案都与此有关。

他最后一个生日与爱好京剧的年
轻人一起度过。明媚的春光里，北京第
二外国语学院的学生们兴奋地迎来了
梅先生和他与京剧的传奇经历。大学
生们说，“那天，他精神很好，吐字却有
些吃力。”次日，在外用餐的他，因突发
疾病被送进医院。

他的最后一次登台，依旧与69年
前的首次登台并无二致，日渐消瘦的他
首先给在座的观众认真作了一个揖。

“传承梅派艺术，先生尽了孝道。”
曾与梅葆玖生前共事的晚辈松雷说。

“最放不下的是京剧传承”

他生命中的70年，都奉献给京剧
文化的传承。多年来，传统戏种的没
落，一直令梅葆玖心头隐隐作痛。

11年前，初学京剧、16岁的魏丽清
见到了71岁的梅葆玖。身为高中生的
他告诉梅先生，学校开设了一门选修
课，叫《京剧艺术》，先生听后很是兴
奋。可当听到“大部分同学都去选修英
美文学、艺术鉴赏了，京剧课的修习者
仅有十名”时，先生默默地垂下眼睛，眼
神黯淡了许多，“是啊，孩子们都喜欢外
来的东西，听不进京剧了……”

自从扛起梅家的百年大旗，如何让
年轻人接受古老又传统的戏曲，成为他
每日必思的问题。他经常问自己：如何
能让京剧活起来？

他慢条斯理地在意着这件令他有

点“着急”的事。不少戏曲艺术家劝他：
这些基础的推广的事，让小字辈去做就
行了，还劳德高望重的您做什么？

他却坚持自己做。他说，“得给孩
子一个爱上京剧的机会”。京剧传承得
从娃娃抓起，因为孩子对京剧的喜欢是
更加天然的、发自内心的。他还建议，
小学最好也开京剧课。

2014年是梅兰芳先生诞辰120周
年。自那时起，一直从容不迫的梅葆玖
明显加紧了工作的步伐。

“我们现在要培养的不是演员，而
是观众。”也许是觉察到自己身体不甚
乐观，他开始在各地奔波，组织梅派艺
术研习班，为全球纪念梅兰芳巡演活动
而操劳，不曾停歇一天。他说：“这是弘
扬民族艺术、发展民族京剧的大好机
会，不能错过。”

那段日子虽然操劳，梅葆玖却越发
精神矍铄。他信心满满地说：“我们的
京剧定会越走越好！”

“玖爷为京剧事业的发展，尽了自
己最大的努力。”梅兰芳基金会副秘书
长、梅葆玖生前秘书叶金援说。

“一生只为一事来”

嗓音甜美圆润，唱念字真韵美，表
演端庄大方……梅葆玖的扮相、演唱、
神韵都像极了父亲梅兰芳。

生在上海思南路57号“梅宅”的
他，是梅兰芳第九个孩子。纹丝不乱的
头发，白皙的面容、眼角深厚的轮廓、挺
直的鼻梁、微薄的“梅家嘴”，让见过他
的人感叹：很像梅兰芳，真像！

“梅家”的标签成为梅葆玖最重要
的人生切面。10岁学艺，13岁登台，18
岁与父亲梅兰芳同台演出。从此，梅葆
玖的一生再没离开京剧。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梅葆玖接过了父
亲的大旗。面对命运的安排，这位梨园大
师的幼子不得不收起心，一门心思继承父

亲的技艺。十岁起，梅葆玖一边读书上
学，一边拼命学戏。在父亲耳提面命下，
他规规矩矩学老戏，一点都不敢改动。

传承“梅派”，原汁原味尤其重要：
尖团字，五工四法，一个都不能错。京
剧本体的东西，一点都不动。诸多程
式，必须规规矩矩去完成。“只有传承做
到位，才有可能去创新。”梅葆玖曾说。

终于，旦角的神韵刻在了他的血液
里。苦练多年，梅葆玖终于继承了父亲
的衣钵。

实践让梅葆玖形成了成熟的戏剧
理论。他将人类戏剧观概括为两种，写
实的戏剧观与写意的戏剧观。写意是
中国民族戏曲的实质，生活写意、动作
写意、语言写意、舞美写意，都在这里。

理论也拔高着他的造诣。梅葆玖
虔诚地对待每一次演出，将其视作宝贵
的“文化标本”，当作是中国传统的永恒
经典来诠释。

“别叫我大师”

“别叫我‘大师’。一叫大师，咱们
距离就远了。”梅葆玖生前说。

干面胡同28号与梅葆玖家只有一
墙之隔。老邻居安女士的胳膊摔伤了，
梅先生得知后亲自前来探望。过节时
候，还有京剧演出的票不时送来。邻里
眼中，“梅先生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

在后辈们看来，脱下行头的他，是
一副谦谦君子面孔。谢幕时，西装翩
翩、盈盈下拜的模样，有种难以形容的
优雅；而台下的他更为绅士，不急不
躁。“这样温润如玉的性格令晚辈们不
由自主想亲近他，正因这样的德行，才
有了艺术上高深的成就。”魏丽清说。

他人生中有好多乐趣。他喜欢听席
琳·迪翁和迈克尔·杰克逊的唱片，也痴迷
于摩托车、汽车，甚至改造过收音机。

梅葆玖自己也说，父亲也是如此：
诗词、音乐、绘画，他样样都通，并将这

些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尝试，当作磨炼
艺术修养的途径和办法……对其他艺
术门类的探索，经过时间的锤炼，最终
都融入梅葆玖的京剧表演中。

然而，对艺术的爱，对生活的爱、对
京剧的眷恋，都没有留住这位老人。无
论是上世纪60年代的“挂帅”“西施”，

还是80年代的“玉堂春”“生死恨”，都
在曲终人散时，随风而去。

一生只为一事来。他的坚持，让中
国传统戏曲具有穿越时空的力量。抱
着永恒的心愿走。在完成生命中最后
几次演出的他，对京剧的明天满怀希
望。 （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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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绍峰舒淇在《我最好朋友的婚礼》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