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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华”无疑是特殊华侨团体，他们不幸
被卷入了国际性事件，遭遇了战火摧残，也承
受了来自韩国政治高层的压制和迫害。在经
济财富被掠夺的同时，他们也承受着文化和
心理方面的“失据”“无根”和“寻根”的煎熬。
在世界大格局的拨弄之下，他们在寻求自立
的过程中，出于对乡土的天然依恋，齐鲁文
化、儒家文化成为联系他们的天然纽带。这
是在海外历经数代的颠沛流离之后，“韩华”
群体依旧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原因所在。

“韩华”群体具有一种强烈的政治意识，
他们关键处重义轻利，必要时甚至可以舍生
取义，有民族担当。“韩华”的四次“保产运
动”，就是对他们道义精神最好的诠释。

中国驻韩大使馆位于首尔市中心的黄金
地段，地址是首尔明洞二街27号，是当地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交通方便，公交、地铁四
通八达，整个地产约七千六百坪（约相当于中
国的四十亩），除了大使馆办公区域，还有一
处图书馆和一所学校。《韩国总统的中国御
医》的作者张雅文曾这样描述这座院落：“坐
落于汉城繁华区域的中国大使馆，确实是一
块无价之地。它闹中取静，是难得的一块清
静之地。庭院左侧是一座青松掩映亭阁的小
花园。庭院中间有花形水池。宽敞的庭院
里，除了两条行车的柏油路外，到处是葱郁的
草坪。一座雄伟壮观颇具中国风格的六层
楼，就坐落于庭院的最里端。”据说韩国早就
想把明洞区建成日本银座，但中间有中国大
使馆，难以如愿。

大使馆馆舍的购买，可追溯至前清海军
提督吴长庚和其下属袁世凯时期。其间历经
晚清、袁世凯政府、北洋政府、民国政府、台湾
当局以及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几番改旗
易帜，先后都将使馆设于此处。几十年中，为
了保住这块祖宗的基业，几代华侨付出了血
泪代价，有的为此失去生命，有的身陷囹圄，
巨富丧失家产，学生失去学业……

第一次“保产”发生在汪精卫日伪时期。
当时的驻韩公使范汉生妄图中饱私囊，把整
个使馆馆舍卖掉。韩国中华商会会长王公温
带领全体“韩华”进行阻止，百般推手，使范汉生无法得逞。范汉
生便设计让日本警察抓捕王公温。所幸日本巡捕房一位有正义
感的警察，在行动前十分钟通知王公温赶紧逃走。王公温放下
电话，领着儿子王明耀夺门而出，万贯家产置之不顾，经仁川逃
回上海。正当范汉生铲除了障碍，再次联络出卖馆舍的时候，汪
伪政权垮台了，自身难保的范汉生也狼狈回国，并因汉奸罪沦为
阶下囚，使馆得以被保全，但王公温却从此家财散尽，妻离子散，
命运悲惨。

第二次“保产”发生在1963年-1965年之间，当时的台湾
当局驻韩“大使”梁序昭秘密卖掉了一千多坪馆产。这一千坪
是整个馆舍的“龙头地段”。当年梁序昭出卖馆舍并没有公开
招标，而是私自议价出手，被“韩华”称为“秘密卖地”。当年卖
地的价格为每坪1200美元（此数字来自刘学武先生的公开信，
还有一说来自《韩国总统的中国御医》，称当时得金500万美
元，台湾当局“国库”入库250万美元，其余250万不知去向），
按照1991年的保守估价，每坪应在20万以上。当年消息一
出，“韩华”们群情激愤，纷纷到使馆门前示威，与梁序昭发生
肢体冲突，后者流血受伤。韩国出动一千多名警察抓捕了几
十名“韩华”群众，其中王公温的儿子王明耀和宋振武被引渡
到台湾。虽然经过审判，最后被判无罪，但是，心灰意冷的宋
振武在台湾上吊自杀。现生活在洛杉矶的“韩华”史桂臣曾被
刑警通缉。现居于阿肯色州的“韩华”孙文东先生当时是汉城
一中学生，他见同学被押上警车，决定舍生取义，主动被捕。
后来梁序昭被罢黜。但是这一切，都无法更改使馆财产被卖
的事实。这一千坪“龙头”地段被一个旅日韩侨丁某购得，建
成考斯毛斯大商场，每日坐收斗金。每每见此，“韩华”们都为
没能保全“祖产”而深深愧疚，伤心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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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9月至1966年10月，父亲作为教
育战线的优秀分子，被选调到中共烟台地委乳
山“四清”工作团工作，分配在海阳所公社“四
清”工作队西邹格村工作组，主要负责文书工
作。在这期间，父亲住在农民家里，借助农民家
的炕桌和煤油灯伏案工作，写了大量的调查材
料、证明材料、发言材料、事迹材料、经验材料、
总结材料以及广播稿等，并以工作简报的形式
上报工作团。

就在海阳所“四清”社教工作期间，父亲与来
自北京医学院的钟南山同志相识，两人结下了深
厚的友情，并且同一批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那时，钟南山除了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外，
还在业余时间或下雨阴天的时间给村民义务看
病，许多村民对他的医疗技术由衷佩服。

在父亲的记忆中，钟南山为人热情、豪爽、
直白。他会中医针灸，曾手把手教父亲学扎针，
传授针法，还送给父亲一套针灸针。这套针灸
针，还真派上了用场。有一次我病了，高烧不
退，父亲就用这套针灸针给我扎穴治疗。父亲
说，“四清”结束，工作组成员各自回到原来的工
作岗位，钟南山就回北京了，至此，他们就再也
没有见过。

父亲说，钟南山很能吃苦，干工作很认真，
吃饭不挑剔，干活争上游。自己生病了照样出
工干活，不喊苦不叫累，任劳任怨。有一次，他
的右脚踝被跳蚤咬了，瘙痒难忍，挠破后开始化
脓、浮肿，肿起的大包像一个球，穿棉鞋根本系
不上鞋带，每天出工时一瘸一拐。到了年底，脚
肿得实在不行了，才在家人的陪同下到广东中
山的医院治疗。当时这家医院的黄承达教授
说：“你的脚再不治疗，很快就会发展为骨髓炎，
那时脚都保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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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少波（1918年—2009年），原名马志
远，笔名苏扬、红石等，曾任中国戏曲学会副
会长、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副会长、文化部振
兴京剧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京剧院副院
长。他是中国杰出的文艺理论家、中国戏曲
改革早期开创者。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时期，他在胶东地区发起和领导的京剧改革，
为我国京剧的创新与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初期阶段
（1938年—1942年）

1918年3月，马少波出生于掖县（今莱
州）朱由村一个富有革命传统的贫苦渔民家
庭。他自幼喜爱京剧，三四岁时就常钻到草
戏台子下领略京剧传统剧目的演出。梅兰
芳、杨小楼等名角儿的演出使他大开眼界，
他由不懂到渐懂，后来也粗知了生旦净丑的
一些基本唱做方法。他13岁时即成为进步
刊物《天外》的主编，后来虽因家庭困境不能
继续就学，却自修完了大学课程。1937年，
马少波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开始了他“上马
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革命军人生涯。

1938年9月9日，在胶东军区党委的支
持下，胶东文化界救国协会（简称“胶东文
协”）在掖县成立，林一山任会长，马少波、罗
竹风等为常务委员。成立胶东文协的主要
目的之一，就是响应抗日需要，在胶东地区
建立统一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战线，从文化教
育和意识形态层面配合军队的对敌斗争。
胶东文协成立后不久，就在其内部成立了由
马少波任会长的文学研究会，后来还专门成
立了研究戏剧艺术创新的戏剧委员会以及
重在进行戏剧表演的胜利剧团。

胶东文协成立后，胶东文艺工作者就开
始采用农村喜闻乐见、群众基础深厚的话
剧、京剧、小调剧、秧歌剧、锣鼓剧、歌剧、活
报剧、大鼓、快书、莲花落等艺术形式，参与
到抗战中。这些艺术形式基本上囊括了当
时根据地存有的所有戏剧类型，其中传播最
广的戏剧当属胶东民众最熟悉的传统京
剧。不过，战时胶东战争环境的需要，决定
了无论是普通观众还是文化阵线的领导者，
都既不满意那些具有封建意识的旧戏剧本，
也不满意不符合民族审美习惯的西洋剧
种。而当时的现实情况是，这两类剧本数量
最大，各根据地普遍缺少面向战时为民众演
出的红色剧本，出现了“剧本荒”的情况。现
实的迫切要求极大地激发了根据地文艺工
作者的创新精神与创作热情，其中以京剧为
代表的旧戏改革重任，就历史而又必然地落
到了马少波的肩上。

在马少波等人的大力推动下，胶东文协
在初期阶段就开始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支持
京剧的发展。据参与当时京剧改革活动的
戏剧家高洁回忆，1938年他们把独幕话剧
《张家店》《唐官屯》加上了几组唱段，再调整
一下场次，有念有唱，又有乐队伴奏，一经演
出，很受欢迎。这种在话剧中添加一些京剧
唱段的表演方式，可以说是胶东京剧改革最
早的尝试。

同为胶东戏剧家的左平也在国防剧团
进行京剧改革。成立于1938年秋的八路
军山东纵队五支队国防剧团在胶东有较大
影响，他们不仅能演出一些外地传来的剧
本，而且还能演出自己创作的反映当地人
民斗争生活的作品。如左平编导的《血战
雷神庙》，生动地反映了胶东人民英勇抗日
的英雄事迹。这些新编戏取得了较为成功
的表演效果，受到胶东广大民众和军队官
兵的欢迎。

1941年，马少波等参与组织的1941年
秋季海阳联合公演，有13个剧团400多演
职员参加了演出，对胶东戏剧运动起到了较
大的推进作用。

在1940年至1941年期间，活跃在胶东
地区的国防剧团还采用京剧形式表现新的
内容，将话剧道白和京剧唱腔、表演程式加
以改造，创造出一种新的形式——大众剧，
老百姓称之为“锣鼓戏”。他们用这种形式
编演了许多现实题材的剧目，如以动员参军
为内容的《刘金福从军记》、揭露敌伪压迫中
国人民的《半升米》、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反共
反人民罪行的《人间地狱》和《望江南》等。
这些剧目取材于现实斗争，政治性强，战斗
气息浓，通俗、生动、新鲜、活泼，具有强烈的
时代感，深受群众欢迎。这类锣鼓戏当时也
被称为“时装锣鼓戏”或“文明戏”。不过它
与话剧早期阶段的“文明戏”不同，这是战时
胶东军民自己创造的一种京剧表演形式。
与胶东地区的新编历史京剧相比，胶东的

“文明戏”在题材上更广泛和更灵活，是一种
能够及时反映当时人民社会生活和斗争生
活的京剧新品种。

马少波在写于1945年的文章《平剧必
须改造》中称：“文明戏，可以打破格式，较
亲切地反映现实。新的历史剧，才能对现
实发生指导的作用。写历史剧比较难，因
为这必须熟悉历史，而且要有一定的政治
修养，才能掌握正确的观点方法，写得恰
当。而文明戏则可以把城市和农村的许多
生动故事装进去，如群众翻身故事、社会家
庭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好题材，这些题材
也是俯拾即是的。”在题材上，可以说“文明
戏”是对胶东新编历史京剧的一种补充。
从内容主题和表演特点来看，胶东的“文明
戏”非常接近于后来的京剧样板戏,从某种
意义上说，它是京剧样板戏的雏形。

中期阶段
（1943年—1945年）

与同时代胶东剧作家多是运用歌剧、
歌舞剧和话剧等形式进行创作不同，马少
波在抗日战争期间写得最多、影响力最大
的则是新编历史剧作品。他1943年创作
的《木兰从军》即属于新编历史京剧的范
畴，该作品也开始体现出“马少波”式剧作
的艺术范式。

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最
后时期，中日两国的财力、毅力比拼已达极
限，号召广大民众积极参军抗日也成为胶
东区党政军机关的当务之急。正是在此背
景下，马少波创作了十六场京剧《木兰从
军》。该剧在广大民众都熟悉的南北朝民
歌《木兰辞》的基础上加以改编，以花木兰
替父参军十二年、打败突厥军队后荣归故
里的历史故事，突出中国女性在战争中的
重要作用。这部作品对当时胶东妇女参与
抗日战争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甚至有
很多年轻女性也学习花木兰踊跃参军。《木
兰从军》以革命文化为精神指向，重点突出
花木兰从军爱国的壮举，激发了民众反日
御侮的革命精神，对胶东区妇女解放运动
也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944年，马少波创作了最能充分展现
其京剧创作才华与精神个性的代表作品
《闯王进京》。该剧也是胶东区传播最广、
影响最大的现代京剧作品。

1944年是抗日战争反攻的开始，也恰
是李自成领导明末农民起义运动失败300
周年。为了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警示
现实，郭沫若曾专门撰写《甲申三百年祭》。
他以一个历史学家的审慎与严肃态度，理性
揭示出以李自成为首的明末农民起义军失
败的原因：“拶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
人。纷纷然，昏昏然。”300年前李自成的失
败，也引发了马少波的深刻反思。因此，揭
示农民起义军被胜利冲昏头脑而导致全军
覆没的命运、总结义军失败的历史必然性，
就成马少波创作《闯王进京》的主旨。在剧
中，他将义军在思想上骄纵、耽于酒色享乐、
自我放纵的小农意识，以及对内屠杀有功之
臣的“内乱”、对外战略部署上昏聩轻敌等导
致起义失败的因素，与当时抗战中诸种相类
情形进行暗暗比对，从而发出了黄钟大吕般
的警示之声。

该剧共36场，上部为《闯王起义》，11
场；下部为《闯王遗恨》，25场。每场都以故
事串联全剧，非常适合胶东民众固有的传统
审美习惯。如上部11场，重点描述了在明
末官逼民反的社会背景下，官绅勾结横征暴
敛、农民百姓流离失所的悲惨境况，以及农
民起义军进行英勇反抗的革命斗争精神。
每场都能以故事的完整性和结构的有机性，
紧紧抓住观众思绪，避免了传统京剧偏于写
意、抒情而影响统一性、感染力等问题。下
部25场，自始至终都强调人物、故事、结构
的一体化，整体上虽把李自成的“遗恨”作为
重点表现的情感，但情感与故事很好地融为
了一体。如第十九场、第二十一场、第二十
五场，较为详尽地描述出李自成听信牛金星
挑拨而使后者在他默许下杀害李岩，以及他
后来后悔莫及的情节。这种处理方式，既突
出了闯王的“遗恨”，丰富了人物形象，又处
处融情入事、因情写人，未让情感无处着落，
实现了艺术实践上的一次重要尝试。

除了在写活人物方面的重要创新之外，
马少波在剧本创作中还进行了多方面的现
代性尝试，为胶东区的旧戏改革指明了方
向。《闯王进京》剧本吸收、借鉴“五四”运动
以来中国现代话剧的诸多特点，在剧本体
制、舞台调度、人物服装和化装上都做出基
本性的变化。它不再以京剧独白形式介绍
人物的姓名、职业、籍贯、身份等特征，而是
安排人物一上场就念“引子”，并尽量在人物
对话、故事演进过程中展示和塑造人物形
象。在唱词上也加以创新改革，把传统京剧

中主要角色在戏台上独自干唱半天的单调
形式，改为多个人物都参与演唱，而且唱词
也均匀地分配给每个人物。这样，使得故事
情节的发展成为多线模式，故事更加有表现
力、更加紧凑生动。为了塑造出血肉丰满的
人物形象，他还特意要求演员转变演唱技
巧，使表演手段与剧情发展互相契合和完整
统一。除此之外，全剧的语言在追求文学性
的基础上追求诗意、凝练、简洁，去掉了以往
京剧剧本中的套话、虚词以及一些与剧情无
关的插科打诨，各场之间剧情衔接自然，
在紧张精炼的历史故事中展开激烈的
矛盾冲突，动人心弦，从而形成了高
度成熟的“马少波式”艺术范式。

《闯王进京》创作完成后，自
1945 年元旦开始，胜利剧团在
党、政、军机关以及部队、农村、
党校、抗日军政大学巡回演出
六十多场，反应热烈。此剧于
1945 年由新华书店胶东分
店出版单行本，流传甚
广。《闯王进京》
不仅在胶东
地区不断进

行巡回演出，更在全国范围内流传开来，在
中国现代戏剧史中无疑是新编现代戏剧的
经典之作。

后期阶段
（1945年—1948年）

1948年，解放战争胜利前夕，我军在决
战战场上势如破竹，干部群众中开始滋生了
一些轻敌思想。马少波敏锐地捕捉到这一
苗头，有针对性地创作了著名京剧作品《关
羽之死》。他在该剧出版的《初版后记》中曾
经详细解释了创作缘起，指出，关羽“居功自
傲，自以为是，不遵将令，不通政略，终于导
致了惨重的失败。这一历史教训，是值得借
鉴的”。正是出于这样的动机，《关羽之死》
基于现实之需，将历史真实融入其中，全面
展现了三国名将关羽因居功自傲、目空一切
而败走麦城、兵败身亡的历史悲剧，告诫人
民军队要戒骄戒躁、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
脑，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在这部作品中，马少波既注意突出人物
性格的鲜明性塑造，更注意人物性格的丰富
性、复杂性刻画。在作品中，马少波一方面
通过关羽自己的话语、诸葛亮对他的苦心劝
告，以及曹操、司马懿等人对他性格的分析
和东吴诸葛瑾等人的评价等方式，来突出关
羽自负自满的性格特征；另一方面，又没有
把关羽的形象简单化、模式化，而是通过诸
多戏剧细节凸显出关羽性格的复杂性，在某
种程度上把他塑造成了一个悲剧英雄。如
在第二场中，关羽面对诸葛亮的劝告表面遵
从，而面对儿子关平的劝告就暴露出他的骄
傲自负和固执己见：“小孩儿家懂得什么！
为父当年诛文丑斩颜良、过五关斩六将，横
截华容道，杀得曹兵望风而逃。漫说荆州兵
精马壮，单凭俺胯下赤兔马、手中偃月刀，足
可以百战百胜，无敌于天下也！”这个细节显
然能够充分体现出关羽居功自傲、刚愎自用
的性格特点，不过关羽并不是一个被骄傲自
负所控制的草包。为了刻画出关羽复杂的
内心情绪，马少波在第十一场和第二十三场
特意安排了关羽对青龙偃月刀慨叹的细
节。在第十一场中，关羽对于庞德的英勇非
常担心，清楚地知道自己无法战胜他：“（念）
收了刀兵战鼓息，各自鸣金两相知。强中自
有强中手，庞德刀法世间稀！（唱[吹腔]）恨
庞德英勇无敌……（战场锣）刀哇！想你过
关斩将，何等威风！今日小小庞德战他不
过，尔好不欺人也！（接唱）纵有这青龙刀要
尔何用！（抛刀）大骂庞德，尔好威风，好杀
气，阵前逞能，轻视俺关某，（看马，叹息，接
唱）辜负这赤兔马逐日追风！”从这里可以看
出，关羽并没有一味沉湎在自己的骄傲中，
而是对敌人的力量有较为清醒的认识。由
此也可以看出关羽内心隐藏的一些恐惧，对
后辈人才可能会取代他“天下无敌英雄”称
号的焦虑，对自己可能会失败的恐惧。作为
刘备手下的著名大将，笼罩在关羽头上的光
环太多。他大概比其他任何人都害怕失败，
所以始终用骄傲自负的外表来掩盖内心的
空虚和恐惧。关羽的这种情绪在第二十三
场中得到彻底抒发，中计逃到麦城的关羽此
时非常后悔没有听从诸葛亮“联吴拒曹”的
计策，再次面对青龙郾月刀感叹自己的惨
败：“你、你、你也是亲眼得见的了！愧煞俺
丧师辱命，愧煞俺丧师辱命。刀啊！空负你
昼啸夜鸣，空负你昼啸夜鸣。有朝见到某大
哥和军师啊！前后事替俺奉闻，前后事替俺
奉闻！”这一段唱词，既表现出关羽英雄末路
的悲愤感慨之情，更充分展示出马少波的创
作才华：借景抒情、以物喻人，把关羽的失败
命运推到高潮，使观众在对关羽失荆州的错
误进行谴责的同时，也对他产生了惋惜和同
情，丰富了人物形象。总之，在剧作中，马少
波特别突出了关羽败走麦城及父子最终被
擒、充满英雄迟暮与英雄末路的悲剧感，也
使关羽的悲剧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命运悲剧、
性格悲剧，因此关羽也成为承担这种悲剧命
运的无奈英雄。这种复杂性与丰富性，真正
写“活”了关羽，也成为《关羽之死》取得重要

艺术成就的根本性保障。
战时胶东区的京剧改

革创新活动，赋予京剧
这一传统戏剧艺术融
入革命的时代大潮
中，也为传统京剧找
到一条在新时代得
以继续发展的道路，
为新中国成立后的

“现代革命京剧”的
一系列运动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2017年，《闯王进京》由马少波之子马泉来
改编、烟台市京剧院排演，再度搬上舞台。

2017

年
《
闯
王
进
京
》
剧
照
。

征稿启事
为进一步凝炼城市特色，挖掘文化内涵，打造城市名片，提

升城市竞争力，“仙境海岸 鲜美烟台”将成为我市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的城市形象宣传用语。围绕这一主题，本报开设“烟台故
事”专栏，欢迎广大读者提供您所知道的相关文化故事，要求稿
件内容真实、准确、严谨，可读性强、故事性强，且有据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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