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7年，王冠丽从天津戏曲学

校（今天津市艺术职业学院）毕业

后，开始了评剧艺术生涯，先学刘

（翠霞）派、爱（莲君）派。1987年，

为了弥补天津没有白（玉霜）派的缺

憾，她改唱白派，从此走上了传承和

发展白派艺术的道路。

以白玉霜和筱白玉霜为代表的

白派艺术，是评剧艺术中独具特色、

影响广泛、非常有“人缘”的流派，好

听却难学。抛开技巧不说，它对演

员的先天条件要求极高，中低音不

好的人很难唱好，而中低音区既宽

厚、立音又好的人很少。白派因此

后继乏人、几近失传。

学白派之初，王冠丽对照

录音练唱，有的唱段练了几百

遍，感觉有了一些进步，但和

筱白玉霜的录音相比还是不

像。她很苦恼，请教过很多

人，有人建议她学学京韵大

鼓，因为白玉霜当年就唱过京

韵大鼓。在热心人的帮助下，她

拜在京韵大鼓一代宗师骆玉笙先

生门下。在骆老的精心指导下，她

对中低音、共鸣音的协调、融合运用

有了新领悟，对吐字、发声、归韵、气

息等有了新认识，逐步进入了门径。

那些年，王冠丽满脑子都是白

派唱腔，像着了魔障一般。每次散

场后，看到剧场外等着见她一面的

观众，她心里都有些忐忑；当观众握

住她的手连说唱得好时，她又诚惶

诚恐，生怕辜负了大家的期望。

观众对白派艺术的热爱，时时

激励着、督促着王冠丽。1997年，

王冠丽赴京为“中国京剧音配像”工

程中筱白玉霜的经典剧目配像。几

年间，她同老艺术家合作完成了筱

白玉霜的18出音配像剧目，对白派

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2001年，王

冠丽调入中国评剧院。随后中国评

剧院成立白派剧团，她负责具体工

作，积累了一些经验。

2010年，天津评剧白派剧团成

立，王冠丽奉命回津担任团长。这

是一支体制内与体制外相结合的团

队，因此财政拨款很少，必须靠自己

的力量拼出一片天地。她倍感压

力，却也怀揣着希望，毕竟白派艺术

在天津有了自己的家园。她认为剧

团的任务就是演戏，多演戏、演好戏

是演员和剧团的本分。在她的带领

下，白派剧团闯出了一片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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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南开法学标志性人物高尔森

他以法学研究服务于改革开放

文 李炳通

高尔森1929年出生于安徽省安

庆市，是南开法学的标志性人物，是我

国国际税法学科的奠基人，我国国际

经济法学科的重要开拓领军者。他也

是“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

学识、有仁爱之心”的标杆教师。2020

年7月15日，高尔森先生去世。丹青

不渝，风范长存，他的精神与事业值得

我们永远铭记。

投身南开法学

撰写《英美合同法纲要》

第一次听到“高尔森”的名字，是
从一位南开法学退休前辈的口中。这
位学问做得很好的前辈，说起高尔森
来就像“粉丝”谈论自己的偶像。这让
我格外好奇，于是认真拜读了高尔森
的传记《从北大到南开》，实为先生的
不凡经历和高贵精神所叹服。

1952年，高尔森从北京大学政治
系国际法专业毕业，分配到南开大学
工作。后来他被调到芜湖造船厂，在
业余学校当老师。他辅导过科技人员
学英语，教过高小算术，代过高中语文
课，还当过五六年的初中英语老师。
他利用闲暇时间翻译资料，写历史论
文，编辑过英语谚语小册子。还有一
段时间他被下放到车间，但却不甘寂

寞，成了一名技术能手。
1979年，高尔森回到阔别20年的

南开园。后来有人问他一生中最幸运
的事是什么？他饱含深情地说：“是
1979年调回南开。南开为我提供了
为国效力的平台，回到南开，便不再是
‘心在天山，身老沧洲’了。”这正是体
现了他的豁达与乐观，命运的浮沉并
没有把他击垮，他以自身经历告诫学
子，即使身处逆境，也要保持信念，静
待云开月明。

1981年，高尔森被派到香港研修
一年。他所在的律师行交给他一份十
余万字的合同译本，请他帮助校对。
译文是由毕业于伦敦大学、香港大学
等名校的青年律师完成的，高尔森仔
细校阅后，提出了译错与不准确之处，
对方深感佩服。他一直有种“干”的精
神，不管做什么都很认真，都要发挥自
己的能量。在香港期间，他想尽办法
搜集资料，光是自费买书就花了2500
元港币，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笔巨款。
他在香港大学复印了重达35公斤的
图书资料，邮寄回天津，赠送给法律系
资料室。
他在香港时决定将合同法作为今

后的研究方向，考虑到美国在世界经
济领域的影响力以及英美同一法系的
特点，遂将英美两国的合同法放在一
起撰写。1983年年底，《英美合同法
纲要》出版，首印5000册上市不久便

售罄。直到1997年又出版了修订版，
也很快销售一空。后来有人向高尔森
索书，因为他手里也没有多余的样书，
又无法拒绝对方，只好扫描复印赠
送。法学书籍推陈出新，更新极快，但
他的这本书在学界着实具有不俗的影
响力。

培训沿海开放城市干部

主讲国际经济法

1985年，国务院交给南开大学一
项任务——设立培训班，培训沿海开
放城市的领导干部。校方派高尔森主
讲国际经济法，具体内容包括国际投
资法、国际技术转让的法律问题、国际
税法、西方国家合同法和西方国家公
司法。高尔森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
务，同时他还承担着有17名研究生的
国际经济法专业研究生班的教学和指
导，工作特别繁忙。
那时国际投资法和国际技术转让

是新学科，找资料很困难，他去北京找
到一些资料，但用来写讲稿仍不够充
分。他又在南开经济研究所资料室发
现“世界经济动态”这类资料也涉及法
律规定，而且，由于订阅多年，资料非
常丰富，于是决定在浩如烟海的经济
资料里寻找法律规定。这项工作大约
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他一页一页地
看，一条一条地找，大海捞针一般，零

零碎碎地找到了几十条法律规定，内
容主要是国际经济交往中需要遵守的
法律规定和用于解决国际经济纠纷的
法律规定。今天听来好像无法理解，
但在上世纪80年代，这是查找资料的
重要方法。当时高尔森已经年逾五
旬，其决心、恒心和毅力都可见一斑。

第一期培训班开学后，高尔森经
常加班到深夜，后半夜有时也会起床
继续备课、改讲稿。有一次他昏睡了
两天两夜不醒，送到医院做CT，医生
说：“他太累了，幸好大脑自动罢工，否
则会出大问题。”高尔森也因此得了个
“拼命三郎”的绰号，他说：“即使拼掉
性命，也在所不惜。”还有一次，他在路
上被自行车撞倒，导致右脚骨折。卧
床养伤期间，他抓紧时间校对了即将
出版的《国际税法浅论》，拄着拐到培
训班授课。卧床刚满80天，他又受中
国人民大学邀请，到讲习班讲了国际
税法。

那段时期，高尔森以深邃开阔的
学术视野，瞄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
战略需求，将国际经济法确定为自己
的学术研究方向，全身心投入到国家
对外开放急需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
基础工作中，为我国国际税法乃至国
际经济法学科的整体发展作出了开创
性贡献。

1995年，高尔森所在的国际经济法
学科获得香港胡宝星律师的100万港币
捐款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南开国
际经济法专业师生所发表的论文中选出
若干篇译成英文，结集出版。他亲自逐
篇挑选文章、校定英文译稿，花费了很多
精力。
1997年4月，论文集出版后，有学生

问他：“这本书的第一篇为什么不是您自
己的论文？”高尔森回答：“按照顺序，先
有公司法，后有证券法，所以论文的排序
理应如此。”按照学术的认识标准来谋篇
布局，在高尔森看来是理所应当的事。
学生说：“我明白了，您不太注重个人名
位。”高尔森又说：“对个人名位，我一般
不斤斤计较，但如果对我不公平或不公
正，我也会有所反应。”

他是一位引路人

改变了学生的人生轨迹

高尔森常对学生强调：“每部法律都
是枝节，必须在国家的大背景下看这些
法律，必须与国情相联系。”他对自己论
文选题定下的基本原则是——必须为改
革开放的需求服务。他撰写的著作《国
际税法》概念明晰，体系完善，用语流畅，
学术功力和治学精神可见一斑。他刻苦
钻研，不惮辛劳，发表了一系列颇有见地
的高水平学术论文，出版了《国际税收浅
论》《国际经济法》等在国内具有重要影
响的著作。他主编的《Symposium On
Chinese Economic Law》（中国经济法研
讨会）由法律出版社在海外发行，堪称中
国法学走向世界舞台的代表之作。
高素质教师队伍是由一个一个好老

师组成的，也是由一个一个好老师带出
来的。高尔森要求年轻教师要把学术研
究放在重要位置，他指导年轻教师写论
文，带他们选论文题目，对论文提出修改

意见，帮他们改稿，甚至动手改写一部
分，但他从来不署自己的名字。年轻教
师们很快学会了方法，迅速成长起来。
他认为：只有将科研成果用到教学中，才
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假如不加强科
研，教学工作也难提高质量。

高尔森做事光明磊落，待人真诚友
善，处理问题和矛盾时从来没有私心。
他是一位引路人，改变了众多学生的人
生轨迹。在他的带动下，南开国际经济
法专业人才辈出，活跃在各个领域，他们
不仅从老师这里学到了南开大学“允公
允能”校训里的“能”，还遗传了“公”。
2009年，曾师从高尔森攻读硕士学位的
深圳同创伟业投资公司总裁郑伟鹤捐款
人民币100万元，设立“高尔森奖学金和
学术创新基金”，用以奖励品学兼优的南
开学子。郑伟鹤说，他敬佩高先生奉献
社会、严谨治学、勤奋敬业的精神。

有趣的是，高尔森还具有深厚的人
文修养，尤其对京剧艺术颇有研究。
2008年至2011年，他每年都在《中国京
剧》杂志发表一篇文章。他说：“京剧不
仅唱腔优美，而且里面有历史，有道德
观，欣赏京剧、研究京剧，可以对法学教
育有更深刻的理解。”

2019年，我有幸参与了中国教育电
视台关于高尔森先生专题节目的录制，
进一步加深了对高先生的认识。那一年
他回校时，我与他有过一面之缘，眼前的
他精神矍铄、思路清晰，依然关心着南开
法学事业的发展，他说：“深深感到法学
院有了非常大的进步，大家一起努力，南
开法学一定会越办越好。”
2020年，高尔森先生去世，听着追

思会上的种种追忆，不禁感慨万千。沐
霜雨、历艰辛、成大道，高尔森先生实现
了人生追求，他是中国对外开放事业的
奋斗者，是中国法学教育事业的奉献者，
是“四有”好老师内涵的杰出诠释者。

讲述

印 象

观众对白派的热爱
给了她最大的激励

王冠丽 尽心竭力传承白派艺术
文 韩红

挖掘抢救

旧剧目再现光彩

2010年，天津评剧白派剧团建团初期，没有
团址，没有排练场，暂居在中国大戏院五层阁楼
里。那是个铁皮车厢一样的阁楼，冬天似冰窟，夏
天像火炉。全团连乐队人员算在一起有二十几个
人，有人用“来自四面八方，基本老弱病残”来形容
她们这个团。没有服装、没有道具，演出时到处去
借。日子虽然艰苦，却也令人难忘，评剧白派剧团
就在这间阁楼里孵化、孕育、成长。

剧团从家喻户晓的白派剧目《秦香莲》入手，
获得成功后，又紧锣密鼓一出接一出地排下去。
头一年排演了7出大戏，演出70多场，轰动津门。
第二年，剧团应北京国粹传承促进会之邀，在北京
梅兰芳大剧院、国家大剧院、长安戏院等剧场演
出，24场几乎场场爆满。此后，剧团的足迹遍及
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省，演出一票难求。更有
热心戏迷追着剧团走，白派剧团去哪儿演，他们就
追到哪儿。

随着演出场次的增加，王冠丽开始不满足于
已有的几出戏，认为应该把白派艺术完整的、可以
公演的剧目全部搬上舞台，让更多的人了解白派、
喜欢白派、学白派、演白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
是对白派艺术最好的弘扬，是最积极的抢救。

在筱白玉霜音配像保存剧目中，真正完整的
大戏只有十余出，如《秦香莲》《杜十娘》《朱痕记》
《闹严府》《金沙江畔》《小女婿》等。其他剧目或残

缺不全，或有瑕疵，早已停演，最典型的是《珍珠
衫》。这出戏只保存了两个片段，共二十几分钟，
其中有两段唱流传很久，许多戏迷都会唱，堪称白
派经典，丢了实在可惜。白派剧团广泛收集资料，
多方听取意见，反复修改剧本，去粗取精，深化主
题，重新塑造了主人公王三巧这一艺术形象，最终
把《珍珠衫》搬上舞台，被誉为“传统戏改编的典
范”。这出戏演了上百场，票房收入达350万元。
另一个例子是《包公三勘蝴蝶梦》。此戏虽然

也是白派的戏，但影响不大，筱白玉霜也很少演。
剧团重新改编剧本，吸取其他流派之长，演出后反
响很好，央视多次播放，后来还拍成了电影。还有
《桃花庵》，因有许多不雅、不宜的内容，已不能公
演，但有几段唱腔称得上是白派经典。剧团狠下
了一番功夫，重新改编剧本，去掉不雅、不宜之处，
加重白派的分量，使其成为一出崭新的白派剧目。

为了让剧本更精准，更符合时下观众的欣赏
需求，王冠丽带领剧团花了很多心思推敲剧目的
细节。比如《秦香莲》，它是白派经典中的经典，但
在经过深入研究的演出版本里，也做了不少修改
和调整。原戏中包公铡陈世美一段，给人留下的
总是包公为秦香莲所迫，无奈之下才将陈世美处
死的印象，有损包公形象。为此他们在包公下决
心之前加了一段：“香莲的冤屈深似海，陈世美罪
恶大如天，我包拯为官不畏权势，清正廉明，执法
如山。这天理，这人情，这国法，这民心。这，这，
这，罢！拼出这乌纱我不戴，天大的祸事由我担！”
这些改动把包公的内心矛盾鲜明而又生动地揭示
出来，演出后产生了良好效果。还有一些改动，比
如把原来的“未去朝天子，先理这冤屈”改为“未去
朝天子，先来理民情”，意义大不相同。

古为今用

白派评剧锦上添花

筱白玉霜保留下来比较完整的大戏共有10
出，但其中有些剧目已经不适宜公演。王冠丽花
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搜集、挑选剧目，请业界专家、
剧作者协助编改，完成了《韩玉娘》《庚娘》《孔雀东
南飞》《马昭仪》《海棠红》等大戏。俗话说，“书听
生，戏看熟”，但这几出“新戏”一上演就受到了观
众的欢迎，究其原因，王冠丽说：“虽然这几出戏都
是筱白玉霜没有的，但因为剧情合乎常理，而且弘
扬了正道，蕴含着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和传
统美德，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过用心挖
掘、巧妙安排，使其自然流露、顺理成章，因此观众
才会认可。”
戏曲是综合艺术，演员需要音乐、舞美、音响、

化妆、服装等各部门协同配合，形成“一棵菜”之
势。表演要像模像样，唱的板式腔调要合理，唱得
要够味够劲，反调、大悲调、小悲调等白派主要特
点都要充分展现，才能让观众听了过瘾，才能算作
高质量的表演。同时，一出戏的时长也很重要，白
派剧团新编和改编的戏都在两个小时左右，比之
前的要短、要精练，这样既能让观众过足戏瘾，又
不觉得累。
这十几年，白派剧团排演了不同流派、不同题

材的剧目50余出，王冠丽主演的剧目有20余出。
斐然的成绩得到业内外人士一致认可，作为地方
戏像音像录制试点单位，有19出剧目被列入“中
国像音像集萃”，在央视戏曲频道反复播出，备受
观众喜爱。

几年前，在著名电影导演李前宽、肖桂云的建
议下，剧团把白派经典剧目《韩玉娘》拍成了电
影。这部电影在2019年获得第32届中国电影金
鸡奖最佳戏曲片提名。《海棠红》是上世纪30年代
白玉霜主演的一部电影，遗憾的是影片没有留存
下来。白派剧团决心重新编排这出戏。虽然没有
可借鉴的资料，但关于这出戏的民间传说很多，王
冠丽就把这些零零碎碎的信息集中在一起，加以
分析整理，经过反复讨论，最终搬上舞台，也搬上
了银幕。有人说这出戏继承了白派，也有人说应
该算新编戏，因为所有的台词唱段都是新写的。

承前启后

年轻演员薪火相传

白派剧团能有今天欣欣向荣、朝气蓬勃的局
面，与热爱评剧、热爱剧团的所有同事的共同努力
分不开。剧团就像一个团结互爱的大家庭，有事
大家一起商量。用对人、用好人，充分调动工作者
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尊重大家的劳动和付出，成
为剧团保持凝聚力、向心力，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所在。

白派剧团有一个良好的用人机制，那就是固
定人员与临聘人员相结合。建团初期在编人员只
有20人，现在也只有35人，人员不够用时，根据剧
目需要临时选聘，受聘人员均出于自愿，因此格外
珍惜，演戏也格外认真。剧团减轻了负担，避免了
机构臃肿。

白派衰微的原因之一是后继无人，尽快培养
新人、推出新人迫在眉睫。为此，剧团从成立之初
就与天津戏校合办了一个“白派班”。他们认真总
结了戏班师父口传心授和戏校老师培养学生的优
缺点，采取戏校与剧团相结合、上课与上台相联系
的教学方法，即基本常识、基础教育、基本功的训
练在戏校完成，同时剧团最近上演什么戏，授课时
就尽量教什么戏，帮学生尽早熟悉舞台。

初入学的新生到剧场观摩演出；慢慢开始跟
着跑龙套、扮侍女；再大一些就安排他们演配角，
从演无关紧要的小角色到演重要一点的配角。这
种教学方法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课堂上讲的在
舞台上找答案，舞台上没搞懂的回到课堂上问老
师。学生们进步很快，有的学生十五六岁就扮演
了重要配角，有些优秀学生还没毕业就唱了主角，
演了大戏。

王冠丽提出：把舞台让给学生，让学生演专
场。这样一来，学生们不仅提高了舞台实践水平，
按规定还能得到演出补贴，钱虽不多，但对他们来
说很新鲜，积极性更高了。对剧团来说，由于有了
新生力量，许多角色也不必再外聘演员，可以说一
举多得。

白派班其实并不局限于白派，每个流派都有
其特点和优长，培养其他流派的新人同等重要。
比如评剧四大流派之一的爱派，现在很少有人唱
了，剧团安排几个学生专门学爱派，王冠丽还聘请
爱派传人来传艺。现在他们已公演了好几出爱派
大戏，都有不错的反响。

国家教育主管部门、中国戏曲学院都非常重
视白派剧团的这种教学方式，相关领导和专家专
门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观看了学生们的演出，中
国戏曲学院更破例以这个班为试点，对学生们进
行远程教学。学生们的努力得到了认可，王冠丽
很高兴，同时更看到了评剧艺术的希望。

走下舞台

评剧艺术深入百姓

作为党培养起来的新一代评剧演员，王冠丽
以最好的艺术奉献时代、奉献社会、奉献人民，这
是她的初心与使命。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为表达文艺工作者对党的赤子之心，剧
团上演了筱白玉霜的革命题材代表作《金沙江
畔》，并完成了以杨开慧烈士革命事迹为题材的评
剧《骄杨》的排演。
《骄杨》给了王冠丽一次全新体验，对于白派

剧团也是一次新的尝试。剧本是新的，唱腔设计
是新的，表演方式是新的，舞台设计也是新的。在
党史专家的辅助和知名导演的指导下，经过几次
预演，发现问题、修改剧本，最终顺利完成了任务。

那段时间，王冠丽沉浸在杨开慧的世界里。
这位外柔内刚、不爱讲话却坚定果敢的女性，用温
柔支持丈夫、教育孩子，用赤诚护佑乡里，最后为
了理想和信仰献出了生命。王冠丽从毛泽东的
《蝶恋花·答李淑一》里感受到毛主席对妻子的深
情，在角色演绎时表现出杨开慧作为妻子的温存、
作为母亲的慈爱、作为女儿的孝顺。但坚定的共
产主义信念与理想是超越亲情的大爱，唯其如此，
才能在面对屠刀时表现出英雄般的勇敢。《骄杨》
第一次公演，获得了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以戏
曲传承民族精神、以戏曲弘扬真善美，王冠丽欣慰
地对团员们说：“我们做到了。”

评剧艺术曾在中国北方家喻户晓，白派更是
深入人心。再优秀的艺术也不能关起门来孤芳自
赏，评剧应该走出剧场、走下舞台，主动亲近群众、
展示风采。
其实白派艺术有大量“铁杆粉丝”。王冠丽在

天津的每一次演出，都有很多观众专程从外地赶
来看戏；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演出时，竟有观众从
国外坐飞机赶来看戏；曾有戏迷对她说，自己出国
看儿子时也要带上白派演出的光盘。这让王冠丽
深受感动，更感知到评剧艺术是有观众根基的。

舞台演出之外，白派剧团在王冠丽的带领下
经常到基层演出，与评剧爱好者近距离交流。有
一次在武清区演出，一位观众提出请求，说他们有
很多“白迷”，别希望能与王冠丽一起清唱一段“见
皇姑”。王冠丽欣然答应。两位村民分唱包公、皇
姑，她唱秦香莲。一曲唱罢，现场沸腾了，很多人
激动得眼含泪花。让评剧艺术进校园也是王冠丽
一直在坚持的事。他们把8出白派经典剧目编成
一套精美的“戏曲故事连环画”，让学子们感受传
统戏曲的魅力。白派剧团还自筹资金，把电影版
《海棠红》《韩玉娘》《包公三勘蝴蝶梦》陆续带到
30所学校播放，可谓寓教于乐。

白派剧团成立十几年，截止到2020年 12月
31日，演出上千场，票房收入达3690多万元，取得
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重视票房并不只
是因为钱，更因为这是观众对剧目的认可，对演出
质量、演员水平的认可。王冠丽说：“观众的评价
是最有价值的评价，也是最公平、最具权威的评
价，是对她最大的鼓励，让她有信心以实际行动继
续传承发展白派艺术。”

高尔森在南开大学

王冠丽
天津人，评剧旦角。天

津市评剧白派剧团团长、国
家级非遗传承人。常演剧目
有《秦香莲》《杜十娘》《朱痕
记》《海棠红》《珍珠衫》《包
公三勘蝴蝶梦》《金沙江

畔》等。
王冠丽主演《海棠红》剧照

王冠丽在后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