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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爱在舞台梦未圆
郑州汇演结束回到太康，县文工

团更忙了， 县里各公社都要求去演
《前进路上》， 同时外省外县来邀请
演出的也是应接不暇。

先是邻近的县剧团来取经 ，接
着外省的剧团也来人学习、移植《前
进路上 》：山东剧团的人刚走 ，西北
甘肃和东北黑龙江的剧团也来人

了。 更想不到的是全国各地竟有几
十个“春霞 ”不约而同云集太康 ，她
们亮出介绍信， 一来就提出要见蔡
老师，要向蔡老师学戏。 她们也知道
蔡老师并不老，这些“春霞”的年龄，
有的比蔡老师还大。

人家不远千里而来， 不能不教
啊。

蔡青枝百忙之中接见各地来

者，没日没夜地教，累得几乎瘫倒。
就在蔡青枝忙得连轴转的时

候， 北京的河北省梆子剧团的李导
演带人来太康学戏。 她把 “公社书
记”、“生产队长”和“王春霞”都带来
了，特别是那个北京籍的“春霞”，简
直和蔡青枝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对
于首都来的同行， 全团也都是高看
一眼，蔡青枝、文工团的导演及几位
老演员一起帮教， 编剧韩锦超也到
场指导。 本来早就盼着能进京送戏，
虽不能至 ，心向往之 ，这次 《前进路
上》要由兄弟剧团在北京演出了，怎
能不让人高兴！ 太康人的热情，让李
导演无比感动，除设宴答谢，临别时
还嘱咐蔡青枝和编剧、 导演：“今后
去了北京，可不要住宾馆，我们团里
有地方住，我的办公室也能住！ ”

不久， 李导演致信太康县文工
团的导演周雷：“感谢太康县文工团
的热情帮助，回来后经过紧张排练，
日前在京正式演出， 戏牌挂出场场
爆满，北京人和太康人、河南人一样
喜欢《前进路上》。 我们两个团在戏
剧表演艺术的前进路上结下的革命

情谊，使北京和太康紧紧相连。 ”
全团见了来信就像听到重大喜

讯，人人为之欢欣鼓舞。 《前进路上》
终于唱到北京了， 这圆了太康县文
工团的一个心愿。

1974 年元旦一过， 太康县革命
委员会安排县文工团赴密县煤矿 、
平顶山煤矿慰问演出， 剧组立即出
发。

剧组先到了密县一个矿上演

出，矿井周边的农民一听说《前进路
上》来了 ，蔡青枝来了 ，远远近近都
赶到矿上看戏，露天演出时，树下是
人树上也是人。

在密县各矿井演两天， 又转战
平顶山。 在平顶山最多一天演过九
场。 在这个矿演完， 赶快转移到下
一个矿。 矿上职工看戏都是有组织
的， 当剧组赶到下一个矿上的影剧

院里， 组织好的职工也都入场了 。
蔡青枝等三个演员也不洗脸不换

装， 只要锣鼓家伙儿一响， 上台就
唱。

不论是在密县还是在平顶山 ，
虽说是慰问演出不挣一分钱， 可人
家矿上的接待真是没啥说的， 不仅
矿上领导出面欢迎，而且吃得好，住
得好。 只要唱，职工都鼓掌喝彩。

蔡青枝从来没有像在平顶山唱

戏那样劳累过，因为唱的场次多、密
度大劳累过度， 她的身体出现了状
况。 行内人都知道“饱打饿唱”，演武
戏的演员可以吃饱演武打戏， 吃得
饱才有力气开打， 而说唱演员不宜
吃饱，因为吃饱了影响气息和发声。
蔡青枝多年来每逢演出或重要排练

时都不吃饱，没想到，到平顶山后她
再饿也吃不下东西了，水也喝不下，
时间一长，连饥饿感也没了，身体乏
力渐显，好在她还年轻，强撑着也能
唱下来。

平顶山矿务局办公室的霍主任

了解情况后， 对她说：“这可不行啊，
不吃东西你哪有力气蹦啊？你没力气
蹦咋能唱好啊？ 你唱不好，职工咋能
听到好听的太康道情啊？ ”

于是，霍主任给蔡青枝准备了一
盒点心、一盒奶糖、一袋白砂糖，还用
一个大热水瓶装满热牛奶，蔡青枝演
到哪个矿，他就掂着这些“特供”跟到
哪个矿。他要蔡青枝随时吃奶糖补充
营养，以防出现低血糖，要她把加糖
的牛奶当成茶饮，渴不渴只管喝。 在
他看来，这是矿上领导交给他接待任
务的分内事。蔡青枝很受这个长辈的
鼓舞，吃块奶糖，勉强吃几口点心，再
喝些温热的牛奶，以补充能量增强体
力。

而演公社书记的岳振鼎和蔡青

枝就大不同了， 他是越累越能吃能
喝，好像吃不饱喝不够似的，在舞台
上一直体力充沛。

《前进路上》有几句台词：“大路
上车车粮，高垒如山，交国家送粮库
把革命支援。 ”去两地煤矿慰问演出
时，就改成了“大路上车车煤，高垒如
山，离矿井往东方把太康支援”。太康
的大煤场很快积煤如山，文工团不辱
使命，在他县都缺煤的时候，太康煤
建公司敞开向全县供煤了。 早已“断
粮”的县火力发电厂又开始日夜发电
了。

从平顶山回到太康，蔡青枝疲惫
不堪，嗓子因劳累也不如从前，真想
睡上几天。 可是马不停蹄，《前进路
上》 又应各地之邀由近而远走出太
康，冲出河南，到各地巡演。

剧组在杞县演出期间， 一天，蔡
青枝正在街上走着， 有人指着她说：
“那个就是蔡青枝 ， 就是她演的春
霞。”有一个老大爷赶上来，问她是不
是太康的蔡青枝。 蔡青枝说：“大爷，
你不认识我。 我是蔡青枝，来咱杞县

唱戏了。 ”老大爷打量了一下她，满
意而去。 蔡青枝有时也不理解，自己
本是一个普通演员， 只是会唱几出
戏，也没啥本事，人们见了她为什么
这样好奇啊！

剧组离了杞县又去了商丘，而后
又到了禹县。 蔡青枝参观了神篨钧
瓷场， 还买了一把精致的钧瓷小酒
壶，想回去送给爹。 文工团又去了南
阳，他们参观了南阳玉场，蔡青枝选
了一块精致玲珑的小玉坠儿，打算送
给娘。

接着出省演出，先到安徽的临泉
县，临泉县城，这是她多年前经过的
地方，没想到又故地重游了。 离临泉
到界首，再下东南，演遍淮南、淮北两
市。

太康道情《前进路上》成了上世
纪七十年代太康县最闪光的名片，上
级领导、外地贵客只要来到太康，看
《前进路上》成了接待的标配，而蔡青
枝也成了 《前进路上》 的标志性符
号———蔡青枝就代表 《前进路上》，
《前进路上》就代表了太康道情。

外地剧团演春霞圆脸而年轻的

演员不多， 观众看移植的 《前进路
上》，对长脸的、方脸的、身材高挑的
“春霞”都不认可，因为太康的“正版
春霞”是圆胖脸，个子不低也不算高。
有时候，观众就是这样“不可理喻”，
你说谁有啥办法！ 在人们的想象中，
春霞就是个城里来的中学生，朴实，
不能靠脸蛋出彩。 要是让刘晓庆演
春霞，如果观众认不出来，她唱得再
好也不卖座，观众会说她不是高了，
就是脸长了，再不然就是嫌她长得太
漂亮了。 一言以蔽之， 还是太康的
“春霞”好。

一次在邻县演出，蔡青枝病了，
持久高烧，不得不换人。 没想到，当
“春霞 ” 上场第一句 “火红的太阳

当———”这“当”还没唱完，台下就喝
起了倒彩，并喊“我们要真春霞”，弄
得团长不得不出来解释，安抚观众。

1976 年 10 月 ，粉碎 “四人帮 ”。
到了 1977 年的元旦， 省里调蔡青枝
赴省参加元旦晚会，蔡青枝就带了主
弦同赴郑州。 到郑州后，她花不到十
元钱，买了一双半高跟儿的漆黑明亮
的皮鞋，穿上心里美滋滋的。 在省体
育场，豫剧大师常香玉放声高歌“大
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
文痞，狗头军师张……”这是为郭沫
若写的《水调歌头》一词谱的豫剧唱
腔。 常香玉唱得激昂有气势，被郭沫
若赞为“使拙作生辉”。接着是蔡青枝
登场， 她的一曲 《华主席穿上绿军
装》， 利用太康道情演唱中的当句重
复的唱法，表达了粉碎“四人帮”后人
们的喜悦之情，唱得情深意切，观众
报以热烈的掌声。

在后场，常香玉拉着蔡青枝的手
说：“来，乖乖，咱俩坐这边！ ”连夸青
枝“嗓子真好，唱得更好”，还夸太康
道情“好听”。

越调名演毛爱莲也去了，她上场
前找到蔡青枝说：“妞妞，你的鞋让我
穿穿吧，唱了再换过来。”蔡青枝为之
一惊，她这才注意到，毛老师的鞋可
真该换了，毛老师穿的衣服也该换了
啊。 她急忙答应，换上了毛老师的那
双布鞋。 毛爱莲“暂凭此鞋长精神”，
意气风发地登台了。 后来，蔡青枝听
说毛爱莲老师在“文革”中的遭遇苦
得很哪。

自从蔡青枝等人唱响 《前进路
上》， 全国观众给蔡青枝写信的可真
是不少，但蔡青枝都没看到。 终于有
一天，剧团的领导提着两大捆信交给
她，说：“青枝，这都是你的信，你一次
收完吧。 反正都是外地的信，都是不
认识的人，拆不拆都好。先说一下啊，
你可别告我。”蔡青枝一阵激动，这些
信本来是没迟到的，想不到都“迟到”
了。 领导没有多说，但她完全理解领
导的良苦用心，怕在那个时候这些信
干扰她演戏，给她带来不必要的思想
上、工作上的负担———每天如果读信

回信， 那要占用多少时间和精力啊，
这对领导来说也是应该考虑的。看着
这些信， 她又感到领导也是多虑了，
拆开几封读了，基本上都是给她鼓励
的，表示想向她学戏的，也有些信里
表示想请她去教戏。 拆了几封后，她
不想再拆了，但她从内心深处感谢这
些给她来信的人， 他们都是爱戏的
人，是支持鼓励她的人。

1976 年， 省文化厅为蔡青枝颁
发了中专文凭，转为国家干部，又涨
了工资。

1977 年，作为一个大龄青年，蔡
青枝完成了一生中的个人大事———
出闺成大礼，丈夫是一名军人，也是
太康县人。

（未完待续）

1978 年蔡青枝在上海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