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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平讲述陈强最后时刻

与病魔抗争多次病危

中国广播艺术团党委书记

兼常务副团长江平得知老人去

世的消息后! 第一时间赶到病

房" 江平说! 陈强在住院期间

曾多次病危! 这次还是没有躲

过病魔"

江平介绍! 自己与陈佩斯

私交很好! 与陈强老师也是忘

年交 "

#

月
"#

日晚 ! 他接到

了陈强女婿 # 演员张山的电

话! 然后就马不停蹄地赶到了

安贞医院! 但是赶到医院的时

候 ! 陈强已经离开了人世 "

$我当时正好在北影洗印厂 !

到了医院之后! 得知刚刚到了

太平间"% 江平说! 陈强老师

的家人为他准备了深色的衣

服# 白衬衫# 藏青色的领带!

当医生把人放进冰柜的时候!

陈强的老伴李玉洁显得很坚

强! 只是在说! $再也回不来

了"%

据了解! 陈强在
!01

天前

因为器官衰竭住进了医院! 这

期间医院曾经下了好几次病危

通知书 ! 但老爷子都挺过来

了" 而张丕民# 童钢# 韩三平

等广电总局# 中影集团的领导

也多次前往医院看望" 据江平

透露! 韩三平是在
"#

日晚上

!!

点半才知道陈强去世消息

的 !

"2

日上午才确定治丧委

员会名单" 江平还说! 陈强老

人家一辈子节俭# 一辈子不爱

浪费! 他们家属也是要求葬礼

不要铺张" 而医院的护士也都

表示! 陈佩斯是难得的孝子!

他和哥哥陈布达# 以及陈强的

女儿# 女婿每天都为父亲端屎

端尿! 老爷子病情时好时坏!

他也一直守着"

!喜儿" 田华#

一个半月前攥着我的手笑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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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 ! 记者连

线了曾与陈强共同出演过 &白

毛女' 的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

田华女士! 陈强的离世令田华

的情绪有些激动! 谈到与陈强

的关系! 田华表示自己与陈家

是 $几代人的知己%! 对于他

的离去感到非常的难过" 田华

透露说! 一个半月前到医院看

望陈强时! 他的眼睛可以动#

会攥着她的手对她笑! $没想

到这么快就走了"%

田华回忆道( $我参加八

路军的时候
!"

岁 ! 陈强
""

岁 ! 可以说我是他看着长大

的" 我从小在业务上潜移默化

的受到他的影响 " 有空的时

候! 他就带着我们去看他们排

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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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时候 ! 我和他

一起演了 &白毛女'! 他演黄

世仁! 我演喜儿" 角色上我们

一正一反! 是对立的" 但在电

影之外 ! 他是我的老师 # 长

辈 # 同行 ! 我受他的影响很

大" 而陈强的儿子佩斯! 又可

以说是我看着他长大的" 当年

文化大革命时! 佩斯没人要!

我就把他弄到八一团! 现在他

已经成长为中年人中的喜剧大

师了" 可以说我和陈强家是几

代人的友谊! 几代人的知己"%

在陈强生病入院后! 身患

带状疱疹的田华曾到医院看望

陈强 ! 她说道 ( $一个半月

前! 他还能听到我的话! 虽然

眼睛睁不开! 但眼球还能动"

当时是佩斯的妻子燕玲在值

班! 燕玲说( )田华阿姨看您

来啦! 您要听见就动动眼睛"*

他就动了动眼睛! 我就拉着他

的手说( )小天花来看您了!

您听到就攥攥我的手"* 我的

小名叫天花! 陈强也从来都叫

我天花" 他就用力攥我的手!

然后我就鼓励他! 祝他早日康

复! 他听到我的话还笑了笑"

这之后我在一个画册上面写了

一个对联送给他! 这时他又笑

了! 又攥了攥我的手" 这时燕

玲说! 他已经好久不笑了! 我

想在陈强的心里面! 他一直把

我当十二岁" 我当时以为他很

快会好起来! 没想到这么快就

走了"%

田华说到这里! 情绪激动

起来!言语几近哽咽!在一番安

慰后! 田华继续说($人总有这

一天的! 但现在文艺界像陈强

这样德艺双馨的老前辈! 表演

水平高#人品好#热衷培养下一

代的艺术家没有几个了! 现在

他也走了!我很难过" %最后!田

华深情地说道($生活上# 业务

上都受到过陈老先生照顾的小

天花祝他一路走好! 我们全家

问候他" %

朱时茂#

他就像是老父亲一样

当日 ! 记者连线了陈强

之子陈佩斯的老搭档朱时茂"

朱时茂刚刚从陈强家中回来!

声音沙哑 # 语气凝重 ! 他坦

言现在的心情还不是很平静"

回忆起与陈强老师之间发生

的故事 ! 朱时茂表示 ! $

"1

多年前 ! 我和陈佩斯参加一

次活动 ! 住在一个房间 " 陈

强见到我们说 ! 我们俩的合

作不容易 ! 小品路子很好 !

需要坚持下去 " 另外他还对

我说 ! 两个人在性格上要互

相谦让" 陈佩斯性格有点倔!

合作的时候互相忍让" 我说!

我有时候也有点倔 ! 以后会

互相注意"%

陈强住院的时候! 朱时茂

也去医院看望过! $老爷子不

认识别人! 就认识我! 那种感

觉还是非常亲切的! 就像是自

己的老父亲一样" 毕竟我和陈

佩斯的关系不太一样! 在他的

心目当中更亲近一点" 现在他

走了! 我还很想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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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儿俩开餐厅%

$爷儿俩开歌厅%

$二子开店%

$父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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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著名老一辈电影表演艺术家&喜剧巨星陈佩斯之父

陈强'因病医治无效去世后'各界人士深情追忆这位德艺双

馨的老艺术家(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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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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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陈强同志治丧小组发

表讣告'称将按照陈强遗愿'丧事从简处理) 据悉'陈强同志

追思会的举办时间将另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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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这几年采访陈佩

斯!每次都会和他聊聊老爷子的状况!

而陈佩斯的情绪状态! 也成了陈强身

体情况的$晴雨表%"老爷子身体不错!

他就高兴#放松!话也多了+但当老爷

子生病了!住院了!他的情绪就显得低

落! 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语速都慢

了"

陈佩斯的孝顺在圈中是出了名

的! 他不仅继承了父亲陈强的表演事

业!而且为了方便照顾老人!陈佩斯特

意把自己和父母的房子安排在了一

起!就住楼上楼下!生活起居全都由他

和妻子精心照料" 无论是陪老爷子吃

饭# 散步# 晒太阳! 还是给老爷子洗

澡# 按摩# 擦身子! 平日里他都亲自

负责" 几年前! 陈强忽然脑中风! 让

陈佩斯非常紧张! 幸亏抢救及时! 但

记忆力却严重衰退" 不过令陈佩斯欣

慰的是! 父亲的部分记忆消失! 但忘

记的多是不开心的事儿! 只记得快乐

的经历($童年# 抗日战争的故事他还

记得!)文革*#拍戏#平时训我那些事!

他都忘了"而且现在只说好话!从不挑

刺" 他以前是直肠子!有啥说啥!很多

人不习惯他的为人" %

对于陈佩斯来说! 父亲不仅是他

情感和精神上的支柱! 也是他艺术事

业上的榜样和引领" 在陈佩斯创办的

大道文化公司里! 到处可见陈佩斯和

父亲陈强的剧照" 在陈佩斯的影视作

品中! 很多大受欢迎的作品都是和父

亲一起合作的"多年来!陈佩斯对父亲

的敬爱与孝顺! 就连公司的员工们也

都深有所感"大家都习惯管陈强叫$爷

爷%!而且一个个都感叹!$真没见过像

陈佩斯这么孝顺的, 他对老爷子的感

情太深了!照顾老爷子也是无微不至#

精心至极!让我们都特别敬佩, %

几个孩子当中! 老爷子最喜欢的

也是陈佩斯!只要见不到陈佩斯!就会

一个劲儿念叨! 让人赶紧打电话找儿

子! 甚至还会像小孩一样耍点儿小脾

气" 老爷子还一直特别关心陈佩斯的

事业!

$"

岁高龄之时! 老爷子提出自

己生日的愿望是想到剧院看看儿子演

出" 之前一直担心父亲身体状况而不

敢让父亲到剧场的陈佩斯! 答应满足

老人的愿望!为此!老爷子特意约上葛

存壮#于洋#凌元等一群每年都会聚在

一起为自己过生日的老朋友! 吃完饭

后共同到世纪剧院观看陈佩斯演出的

喜剧&雷人晚餐'" 虽然老爷子当时身

体状况还不错! 但毕竟行动已经不太

方便!而且听不清楚演员的台词!但老

爷子不仅坚持坐在观众席当中看完整

场演出!而且还对记者说($还想演戏!

一直演到老" %

最近半年! 老爷子身体状况不稳

定! 陈佩斯几乎推掉一切商演和外地

活动! 除了大道喜剧院的教学培训工

作之外! 一直全心全意陪伴在父亲身

旁!精心伺候老爷子"两个月前的一天

中午!和陈佩斯聚餐!得知陈强老爷子

住院了"见到陈佩斯时!他刚从医院赶

来!虽然整宿都在医院陪着父亲!几乎

没有休息! 但陈佩斯的精神状态看上

去却十分不错"一打听!果然是陈强老

爷子那两天情况很稳定! 让陈佩斯放

心不少"

但也有几次! 看到陈佩斯心事重

重" 包括上个星期听他在刚刚创办的

大道喜剧院表演培训班上为学生们上

课!虽然讲的是喜剧!但陈佩斯的表情

却有些凝重" 和陈佩斯的妻子私下聊

天得知! 果然是因为陈强老爷子最近

多次被医院报病危! 这让天天陪在父

亲身旁的陈佩斯心情也很沉重" 尤其

是老爷子一直到最后神志都很清醒!

能够感受到自己正在经受病痛和生命

垂危的折磨!这点也让陈佩斯很揪心"

所以他更是无微不至地精心伺候着父

亲!每隔一天都要到医院陪住!希望父

亲的最后一程路走得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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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佩斯和父亲陈强的漫画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