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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束追光下， 从恶霸地主黄世仁家逃出
的喜儿，奔进荒山。 跨溪水，俯身喝水；摇树
木，拣拾野果；扔石块，击退野兽。

大跳。 旋转。 疾走。 扎着红头绳的长辫
散开了，红衣绿裤褪色了，衣袖和裤腿破了，

乌黑的头发也变得灰白。

漫天风雪，虎啸狼嚎。 台上的喜儿旋进
假山，出来的是“白毛女”，石钟琴登场了。 耳
边， 响起朱逢博深情的领唱：“风雪漫天，喜
儿在深山。 怀念众乡亲……”

1973年 1 月 26 日晚， 我观看上海市舞
蹈学校演出的芭蕾舞剧《白毛女》。 那天登台
的全是 A 角———茅惠芳饰喜儿，石钟琴饰白
毛女，凌桂明饰王大春，王国俊饰黄世仁，陈
旭东饰穆仁智。

我第一次看影片《白毛女》是在 1970 年
10 月 26 日，日记写着，“我到人民电影院（今
国泰）去看电视实况转播屏幕复制片《白毛
女》。 ”影片是黑白的。

石钟琴说 ， 她第一次扮演白毛女是在
1969 年的广州。 一跳就是 8 年，她的名字与
白毛女相系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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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最好的时候，我跳了白毛女”
———访著名芭蕾舞演员石钟琴 袁念琪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

1949年 5月。 刚迎来解放的上海人，在乍
浦路一剧场， 看到 1945年诞生于延安的歌剧
《白毛女》。 据《第 20军第 3次国内革命战争战
史》记载：“军文工团还组织了歌剧《白毛女》的
对外公演。 给上海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扮演白毛女的陈荣兰， 后转业上海人民沪
剧团任党支部书记，就是她催生了沪剧《芦荡火
种》。她与演大春的朱仁、饰杨白劳的孔丹，都是
从上海建承中学出去参加新四军的学生。 演出
引起轰动并引出一插曲： 著名演员蓝马看后找
到曾同在中国旅行剧团演戏的军文工团副团长
葛鑫要求参军。

也在 1949年，看了歌剧《白毛女》后的上海
人，在 6月 29日听到了评弹新书《白毛女》。 9年
后的 8月 20日，又观京剧《白毛女》。到 1962年 5

月 5日第 3届“上海之春”，听到了交响乐《白毛
女幻想序曲》。此时，芭蕾舞《白毛女》已在孕育中。

1962年的上海舞蹈学校，从教学到排练都
参照苏联模式，芭蕾舞科（简称芭科）用瓦冈诺
娃教学法。 5岁就在俄侨索科尔斯基芭蕾舞学
校学芭蕾的副校长胡蓉蓉， 为探索芭蕾民族化
的教材与教学，提出编排一段《白毛女》加入排
练课。选取奶奶庙里，喜儿遇不共戴天的黄世仁
和狗腿子穆仁智的情节，把原来相遇改成“恨不
得踏平奶奶庙” 的追打。 作曲请来曾在鲁艺学
习、时任儿艺副院长的严金萱。

这段小品被大家看好， 胡蓉蓉和青年教师
傅艾棣把它拓至近 20分钟。后又加戏为二场四
景，成为时长 30分钟的小型芭蕾舞剧。 在奶奶
庙前加白毛女上山， 后添与大春山洞相认等片
段。“这便是上海第一个芭蕾舞剧的诞生。”（《上
海文化艺术志》）

石钟琴那时还是舞校四年级学生， 回忆起
《白毛女》的问世，“1964年提倡‘洋为中用’，创作
自己的芭蕾舞。那时的《白毛女》，还是小型的。 ”

《白毛女》在 1964年第 5届“上海之春”一
亮相即获好评。备受鼓舞的主创人员，把它从小
型舞剧推向中型。 石钟琴说：“1965年，《白毛
女》发展成中型芭蕾舞剧，共有 6场。我跳‘大红
枣’和‘红缨枪’。 ”

1965年 5月 17日，在肇嘉浜路 1111号徐

汇剧场（今美罗城）再露面的《白毛女》，已是
“序幕+七场”的大型芭蕾舞剧，框架基本定
型。由蔡国英、余庆云扮喜儿，顾毓美、徐珏扮
白毛女，凌桂明、史钟麟扮王大春，教员董锡
麟演杨白劳。 编导林泱泱与芭科五六年级学
生跳群舞。

排大型舞剧时， 上海人艺院长黄佐临任
艺术指导。石钟琴记得，黄导将杨白劳喝盐卤
自尽改为与逼债的黄世仁、 穆仁智拼死反抗
被打死，突出了农民反抗性形象，更加出彩的
一笔是从喜儿到白毛女的发色之变。

“整部舞剧的白毛女由四位女演员共同
完成，分别扮演喜儿、黑毛女、灰毛女和白毛
女。 喜儿逃入深山，经历春夏秋冬，黑发变灰
发，最后在漫天大雪中，全部变成了白发。”石
钟琴说：“大家都觉得非常好， 带有一种革命
的浪漫主义色彩。 ”

《白毛女》由此轰动全国。《上海文化艺术
志》 评论：“该剧是将芭蕾艺术与中国人民革
命斗争生活相结合的尝试。 ”“并从京剧和中
国民间舞中吸取动作与芭蕾舞技、 技巧相糅
合。 舞剧不仅用广为传唱的歌剧音乐作为音
乐主题， 还把人声伴唱引进芭蕾表演而使歌
舞结合，使芭蕾有浓郁的民族风格，是创作上
的重大突破。 ”

1966年，《白毛女》 走出上海，4月 30日
在北京公演。翌年，“4月 24日中共中央主席
毛泽东在北京看了市舞校《白》剧的演出，说：

‘《白毛女》好! ’”（?上海文化艺术志》）

石门一路333号，梦开始的地方

我们前去石钟琴家采访时， 她客气地让
我们坐沙发，她自己端过一把木椅，椅有半圆
形靠背，她说腰不好，要坐硬的，顺手拿过靠
垫，垫在腰后。

1960年，15岁的她读高一。 家住石门一
路 279号，到新闸路五四中学上学，来回路过
石门一路 333号。 她发现这里热闹， 进出人
多，感到好奇，里面正是上海沪剧院和上海合
唱团。

一天，石钟琴见 333号门口贴通告：舞蹈
学校招生。她本就欢喜跳舞唱歌，那时跳的多
是革命舞。她一个人走进了 333号，一片青青

的草地，几棵绽放的白玉兰，她在一幢洋房的底
楼等候考试。

“考试就是拉韧带， 量腿的长度与身体比
例，手的长度与身体比例。还要手指并拢，弹跳，

做些动作，看看肌肉。 ”石钟琴比画着，继续回
忆：“经过初试、复试，回去还是照样读书。 发通
知到学校教务处。我被录取在芭蕾舞科。高一只
读了一会儿。 ”

石钟琴在家排老三，上有哥姐。家里不知她
去报考，石钟琴说：“只要自己欢喜，父母没有意
见。 ”她笑着补了句：“家里孩子多。 ”

1960年 3月 18日， 上海市舞蹈学校在石
门一路333号成立，“上海舞蹈人才的培养实现正
规化、专业化”（《上海通志》）。 学校设芭科和民族
舞科专业，60届首届共 3个班， 每班 10到 12名
学生。春季班 3月开学，秋季又招 2个班，到 1966

年一起毕业。 石钟琴同跳喜儿的茅惠芳为第一
届同学。 在延安当过西北文工团党支部书记的
李慕琳任校长，胡蓉蓉为副校长兼芭科主任。

石钟琴说，“那时，芭蕾舞少见，没接触过。 学
生年龄偏大。 ”当时，入学年龄 14至 17岁，凌桂
明入学已 17岁。一直到 20世纪 80年代，入学年
龄才提前至男生 10到 11岁，女生 9至 10岁。

入学时说学制三年，后改六年。 那时，学校
在虹桥路造校舍， 石钟琴和同学们常从石门一
路走到虹桥路参加劳动。在石门路上课两年后，

1962年学校搬至虹桥路 1674号。

上海是西方芭蕾进入中国的第一站。 1926

年 3月， 莫斯科国家剧院舞剧团在卡尔登大戏
院（今长江剧场）演出《吉赛儿》《葛蓓利娅》等。

10年后，俄侨索科尔斯基办校教芭蕾。1940年，

俄侨成立芭蕾舞团公演 《天鹅湖》《鱼美人》和
《胡桃夹子》等，使芭蕾在上海生根开花。

学芭蕾舞艰苦单调。老师有胡蓉蓉、北京舞蹈
学校毕业生等。石钟琴不会忘记，“上课压腿、拉韧
带、练毯子功。低年级基本训练，每天两节课。还开
排练课。 学芭蕾的，还要学习外国民间舞。 ”

此外，还要观摩话剧、京剧等。石钟琴说，能
出去看戏非常高兴， 有利于提高艺术感悟和表
达， 尤其是看同行演出， 如斯图加特的 《奥涅
金》。 他们看国外舞团演出坐第一二排，因还有
献花任务。

1966年，石钟琴毕业了。芭科汇报演出《天
鹅湖》第 2幕，学生演白天鹅，老师演王子托举；

或老师演白天鹅，学生演王子。芭蕾舞裙照书上
样子做，料子到香港买。

1969年，她成了第三个白毛女

1969年，《白毛女》在“广交会”演出，当时很
多外事活动都需要文艺演出作为接待方式。 外
宾听不懂其他戏曲，看芭蕾舞是一目了然。

舞蹈演员按资质、水平定为跳群舞、领舞和
独舞，而当时很看重家庭成分。 石钟琴家是开药
房的，非工农兵，只能跳群舞。 到《白毛女》成大型
舞，从黑发变到白发由四人跳展现，她才跳上独
舞，演“灰毛女”，时长 1分钟多一点。不管怎样，她
心里开心。

后来终于跳上了“白毛女”。 那一年，她 24

岁了。这年纪在今天面临转业，而那时对她是事
业和人生一个来之不易的开始。

为演好戏，剧组下乡体验生活。 石钟琴说，

“趴在地上摘棉花，与农民一起劳动生活，对塑
造人物有帮助。还去了纱厂和部队。看田华演的
电影《白毛女》，到 90年代才见到田华、王昆。演
人物要有表演技巧，请上戏老师上表演课。 ”

长在红旗下的石钟琴，慢慢融入角色，渐渐
找到了感觉。天天排练，自己要掌握好体力。此
外， 苦练高难度动作： 第 6场从奶奶庙神台跳
下，旋转，单脚上下 32次。 第 7场山洞里遇大
春，跳高难度的“格拉芙”带小转。

舞鞋是学校师傅从北京学回来做的。皮底，

鞋头是一层布涂一层胶而成。鞋小又硬，不像现
在那种柔软有弹性，穿着脚疼，勒出了鞋痕。 石
钟琴说，“随身带棉花、纱布、胶布。贴好脚指头，

破了涂紫药水。 ”

跳舞消耗大，发巧克力加营养。 演群舞的，

一场可拿 6块巧克力，而石钟琴独舞跳主角，只
有 2块。 就这样，石钟琴跳了几百场，二十几个
“白毛女”曾跟她学。

美丽的芭蕾外交

1972年，对石钟琴而言是不平凡的一年。

元旦，由桑弧导演、沈西林摄影的 11本彩
色舞剧电影《白毛女》收官，春节全国公映。影片
制作 13个月， 为样板戏电影中拍摄时间最长
的。 拍第八场花了 8个月，改 3次，其中之一改

片中的“太阳”。石钟琴记得，那是因为说升起的
太阳红得不透。她家客厅的大幅照片，就是第八
场杨各庄庆翻身解放，那轮红日，红得好像个咸
鸭蛋黄。

石钟琴说：“电影传播广。 放几百场影响力
大。”很多粉丝想看演员，她那时住团，粉丝见不
着，消息灵通的，看不到“白毛女”就跑到南京西
路吴江路口的春江百货商店，看“白毛女”的姆
妈，她妈妈在那里上班。

那年另一大事是出访尚未邦交正常化的日
本 36天，被称为“芭蕾外交”。说着，石钟琴找了
本书来，翻一篇文章给我看，写日本人对《白毛
女》的喜爱。

7月 9日 22点， 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前门饭
店接见第二天赴日的中国上海舞剧团。他说：你
们还是按民间外交方式做。通过演出访问，进一
步加强中日两国人民和文艺界友谊， 促进中日
友好。早日恢复中日邦交是两国人民共同愿望，

对日本人民要广泛接触， 争取人民外交的新胜
利。 他没透露两个月后日本首相将破冰来华。

到东京第二天， 舞剧团到松山芭蕾舞团练
功。 该团是第一个把《白毛女》改成芭蕾舞的，

1955 年 2 月 12 日便在东京日比谷公会堂上
演。 为了接待中国团队，从团长到主要演员，热
情送茶送毛巾。有许多志愿者来做保卫工作，有
的甚至放弃工作来当志愿者。 新大谷饭店送来
208只自己做的粽子，因为舞剧团有 208人。也
碰到日本右翼分子捣乱， 大喇叭宣传车半夜到
宾馆门口骚扰。 石钟琴说，“松山芭蕾舞团的演
员化好妆，时刻准备替身上场。 ”

舞剧团展开民间外交，用足尖说话。 他们与
松山芭团、齿轮座剧团联欢，并走进关西地区等。

到三井化工厂、日立造船厂，下农村到山梨县等。

演出空隙，演员为保卫人员送画册饮料，还特意
把侧门拉开一道缝，让他们能一窥究竟。

石钟琴说团长孙平化是个日本通：“会见朋
友，举办酒会，财相、政要都来。虽还没建交，但都来
看演出。这个艺术团体，与到其他国家不一样。 ”

通产大臣中曾根虽没参加 7月 12日欢迎
酒会，却出现在当地报纸和新华社报道里。北京
来电问随团上海电视台记者怎么没拍他镜头。

原来，他参加其他活动没来，又感到缺席不好，

要报社加了他的名字。 其实，这是个信号。

8月 15日上午，田中首相在帝国饭店接见
孙平化。 会见的房间不大，来了 200多记者。 8

月 16日，1000多人在羽田机场欢送，给一个文
艺团体国宾待遇。 这是前一天晚上在欢送酒会
上定的，国务相三木武夫打电话让机场落实。

石钟琴说：“去是从上海坐火车到广州，再到
香港坐飞机去日本。回来直飞。日航包机首航，虹
桥机场几千人欢迎。 ”按原计划，访日后经港回
沪。 日方提出：不要再绕道香港，日本包机直接送
上海。建议得到中方响应。8月 16日，两架日本包
机降临上海虹桥机场，开中日航线破冰之先。

就在石钟琴和《白毛女》剧组回沪一个多月
后的 9月 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 27日
晚，毛泽东会见田中角荣。 29日，中日签署《联合
声明》宣布：1972年 9月 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1978年，石钟琴当选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翌年，以上海市舞蹈学校原《白毛女》剧组
组成上海芭蕾舞团。

“之前很少跳古典芭蕾， 到三十六七岁才
跳，体重由 120斤减到 100斤。 ”石钟琴后来还
演了《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雷雨》等。

1994年，芭蕾舞剧《白毛女》获“中华民族
20世纪经典作品”。 1997年，石钟琴退休，到远
东芭蕾舞艺术学校任教 10年。她合上记录她芭
蕾生涯一张张照片的影集， 心满意足地说：“人
生最好的时候，我跳了白毛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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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暗花明又一村

钟南山对学习到了如饥似渴的地
步。每天下午开批判大会，他找技术员借
了钥匙，躲进心电图室、X光室，拉上窗
帘，看一张张心电图，琢磨 X光片，如着
了魔一样。

钟南山的医术水平一路飞升， 他在急
诊室干得不错了。他又想着去内科病房。内
科病房只能进一个医生，钟南山要进去，就
得把另一个业务骨干换出来， 那个业务骨
干叫郭南山，主任坚决不同意，他跟别人说
“此南山非彼南山”， 就是说钟南山技不如
人。这件事又一次刺激了钟南山。他不怪别
人小看自己，只怪自己没本事。

钟南山消瘦了， 足足瘦了 20斤。原
来他天庭饱满，脸颊圆润，双目有神，笑
容常挂在脸上；现在变成了高颧深目，表
情肃穆，走路都在沉思似的。他刚穿上白
大褂时衣服还是绷紧的， 现在白大褂宽
松飘逸，颇有些仙风道骨了。

这一年， 中央关注到慢性支气管炎
疾病，这种病还没有有效的治疗办法，国
家领导人号召全国医疗系统开展慢性支
气管炎的群防群治工作。 广州市第四人
民医院也要求开展这项工作。“治咳不治
喘，治喘不露脸”，医生普遍不愿意专门
从事这项疾病治疗， 一是这种病难以治
愈，病轻了患者不愿意来看医生，病重了
错过早期治疗，又难以根治。二是专业上
也不会有什么建树，没有多大出息。但是
革委会响应上级号召， 要求第四人民医
院成立一个专门的科室。 医院便成立了
一个慢性支气管炎防治小组。

慢性支气管炎患者一直是由一位姓
侯的老教授在看， 革委会主任要求再多
派一个人去。 但派到谁， 谁都找借口推
掉，于是指定钟南山去。因为他既没有专

长，也没有专业。

钟南山的梦想是进内科病房， 他也不
愿意去。 医院最后只得以他是一名共产党
员、必须服从安排为理由，派他前去。

他从此一头扎进了呼吸系统疾病领
域，直到成为全国科技十大英才、中国工程
院院士、中华医学会会长、亚太呼吸年会学
术委员会主席……

刚开始，钟南山的工作只是三天两头为
患者检查一下身体。那时，南方淡白的阳光
下，晒太阳的慢性支气管炎患者们，不时地
咳嗽吐出一口口痰，心绪不宁的钟南山在他
们身边走来走去……这一幕成为医院一景。

有一天， 钟南山突然注意到了患者吐
痰，他盯着病人吐在地上的痰，发现司空见
惯的痰在阳光下色彩十分丰富。 他走近观
察， 又找了一根树棍来拨弄， 一蹲就是半
天。别人以为他丢了东西。

时间一长， 钟南山发现每个人吐出的
痰并不一样， 就是同一个人吐的痰也会有
差别。门诊的时候，医生会问是否咳嗽，有
没有痰， 但无人再深究病人的痰是什么样
的。也许这痰里面就大有文章。他开始掌握
一些患者咳痰的规律。他把自己的观察报告

交给慢性支气管炎防治小组，于是，小组正
式开始制定研究方案和实验计划，一个呼吸
系统疾病防治与研究的突破口找到了。

有一次下乡调研， 从农村收集到农民
的痰，他骑单车，同事坐在单车后面，他不
忘叮嘱同事，千万别丢。这些是他做研究的
标本，他当宝贝一样。

他在北医学过一段时间生物物理，做
过生化实验， 他把病人咯出的痰进行生物
化学分解。 病人吐出的痰各不相同， 有绿
的、黄的、灰的，有泡沫状的、黏稠的、块状
的，他通过实验，找出不同的成分。根据不
同的情况再寻找相应的治疗办法。 这种慢
性病需要用到中医治疗方案， 他就去学中
医五脏六腑综合调理的办法。 在学习中医
的过程中， 他又熟悉了中医对呼吸系统治
疗的方法。

他从中西医结合上开展攻关。 他分析
寒热虚实、脏腑，慢性支气管炎主要牵涉到
肺、脾、肾三个脏器，他找出肺、脾、肾虚亏
的三种不同表现和不同类型， 相应采取不
一样的治疗方法。 钟南山用中医治疗和西
医局部性状治疗相结合的办法，发明了“紫
花杜鹃”草药配合治病，疗效明显。所谓“紫

花杜鹃” 就是用紫花杜鹃再加人胚的经络
注射法。

钟南山很早就认识到， 仅仅局限于慢
性支气管炎研究面太窄了，要把肺气肿、呼
吸衰竭、肺心病纳入研究范围。他构思了一
个宏大计划：一、慢性支气管炎研究实现一
条龙计划，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
一条龙；二、动物实验研究与临床研究一条
龙；三、实验室、病房、门诊和一个定点市郊
的慢性支气管炎医疗基地一条龙。

小组除了研究痰样， 还拿小白鼠做试
验。研究肺、脾、肾，钟南山要寻找与人内脏
相似的动物，他发现猪内脏最接近人类。

于是，他自己掏了一部分钱，单位给了
一部分，买了一头大猪。他们在天台上临时
搭了一个实验室，空间不大，办公桌都搬到
了外面，把里面的空间让给了猪。

钟南山有时早晨 6点进实验室， 一直
干到半夜 1点才出来。更多的时候，小组成
员白天看病，晚上值班，谁逮着空就去做实
验。他们先把猪麻醉了，再插管，研究猪的
肺心病的生理变化，研究缺氧后组织胺、前
列腺素等介质的变化，摸清病理。

这俨然就是一个研究所了。 研究猪取
得了丰硕的成果，4年后，在全国呼吸疾病
会议上， 小组所获成果得到了专家们的高
度评价， 多篇研究论文发表在国家级专业
刊物上。

1978年，第一届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
召开， 钟南山作为广东省代表出席了这一
盛会。他和侯恕合写的论文《中西医结合分
型诊断和治疗慢性气管炎》 被评为国家科
委全国科学大会成果一等奖。

1979年，终于迎来了广州市呼吸疾病
研究所成立的日子。

这一年，钟南山通过考试，获得了出国
进修的资格。命运突然给了他巨大的机会。

（十九） 连 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