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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节特稿

今年是鸡年，已搁笔多年的著
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百岁老人宋宝
罗先生又挥动起画笔，绘了一幅《金
鸡报春》的年画，祝贺农历鸡年。

宋宝罗一生传奇，演戏、作画
皆佳，他多次为毛主席、周总理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唱戏，他画的鸡更
因毛主席在现场“一唱雄鸡天下
白”的点题而在画界声名鹊起。

出身梨园世家，他妈是戏
曲界“名妈”

宋宝罗（原名叫保罗）1916年
10月21日出生在北京。宋宝罗的
父亲叫宋永珍，从小学戏，16岁即
搭班演出，后经侯俊山举荐，进京
投奔田际云，搭入“玉成班”，一出
《红梅阁》享誉京城。宋宝罗的母
亲也是戏剧演员，艺名叫“金翠
凤”。她的一出《十八扯》轰动京
华，被誉为“坤伶第一名丑”。许多
青年“坤伶”诸如孟小冬、碧云霞、
孟丽君、张蕴新等都拜在她门下，
称她为干妈，有人还戏称她为戏曲
界的“名妈”。

宋宝罗在他母亲生养的10个
子女中排名第四，他6岁时起每天
晚上或星期日，母亲就带着他和兄
弟姐妹们到北京城南游艺园后台
看演戏，耳濡目染，他对演戏产生
了兴趣，回家后还独自模仿唱戏，
父母便决定让宋宝罗学演戏。

7岁获封“梨园小神童”

宋宝罗先后师从张立英、黄少
山、张春彦、宋继亭、朱殿卿等多位
老师，学了20多出戏。

7岁这一年，宋宝罗首次登台
献艺，演出的地点是北京天桥东歌
舞台剧场。他演出的是老生戏《上
天台》。他上台一亮相，观众就报
以热烈的掌声。一出戏演完后，便
被观众视为“梨园小神童”。

第二天，他又演了老旦戏《滑
油山》、《游六殿》；第三天，再演花
脸戏《探阴山》。

宋宝罗三天的“打炮戏”轰动
京城，倾倒了观众，《益世报》、《群
强报》等大小报纸都报道了他精彩
演出的消息，使他一下成为北京戏
剧界的“小明星”。

学画、创作“谈笑有鸿儒”

9岁那年，宋宝罗和哥哥在父

亲带领下，巡回到各地演出，有一
场花脸戏由于化妆师不慎没用油
彩勾脸，而用了烟锅灰勾脸，使他
右眼中毒而失明，他一时不能上台
演出了，直到十三四岁时，经治疗，
眼睛基本恢复，宋宝罗又可登台正
式演出。然而在15岁那年，他在河
南郑州一连上演了几个月的戏，喉
咙竟发不出声音来，他只好再度暂
别戏台。

这时候，宋宝罗的家刚从北
京施家胡同搬到北京延寿街三眼
井胡同 21 号。这一带住有著名
戏剧演员张君秋、王玉蓉、吴素
秋、李洪春、杨小楼等，而且与北
京琉璃厂相距不远，周围有朵云
轩、荣宝斋等书画古玩店。更有
幸的是，著名书画家马谌汀先生
就租住在他家的南屋。马先生很
喜欢宋宝罗，便教他学画画。在
马先生的画室里，宋宝罗还有幸
结识了齐白石、李苦禅、王青芳、
陈半丁等书画大家。经马先生介
绍，后来宋宝罗又拜于非音为师，
学习工笔花鸟画。受于老师启
发，他又学了篆刻。

北京中山公园内有个水榭林
园，是著名书画社——湖社的活动
场所。湖社天天有笔会，经常办画
展。宋宝罗便常常往水榭林园跑，
因此又结识了徐悲鸿、张大千、徐
燕荪等名家。

1934年的一个春日，几位画家
合作一幅丹青。徐悲鸿勾描几笔，
数只麻雀便灵动纸上，可题款完
了，突然发现自己没带印章，觉得
扫兴。宋宝罗一看，水榭里有石
头、刻刀，他灵机一动，跑角落里现
场刻了一方“悲鸿”的印章来。徐
悲鸿一见大喜，就用这枚印画。后
来徐悲鸿很多画上，用的就是这方
朱砂。

受大师们的影响，宋宝罗不仅
深深爱上了书画艺术，而且学艺上
进步很快。此后他刻过的图章，画
界有张大千，政界有于右任、孔祥
熙，梨园行有周信芳等四大名旦
……他一一收在印谱本上。此谱
后来请张伯苓写跋，徐世昌题“铁
划银钩”，金锡侯写“直追秦汉”。

他每月能刻二三十方印章，月
收入有一二百元，已能靠篆刻养家
了。由于种种原因，有5年时间，他
都没有唱戏。

重回戏曲舞台，与程砚秋
同台飙戏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社会动
荡不安。华北当局为了安定人心，
便大搞娱乐活动。看到荀慧生、谭
富英、马连良、金少山等名角在天
津中国大戏院演出，宋宝罗又重新
点燃了演戏的念头。让他意想不
到的是，停了5年没演戏的他吊了
几天嗓子后，音色竟然比以前还
好，刘（鸿升）派、汪（桂芬）派的戏
都能唱。

不久，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程
砚秋率团来津公演，演出的《阳平
关》、《锁麟囊》剧目一公布，戏票很
快就卖完了。可在演出前一天，有
位二牌老生演员突发高烧不能来
津参演，程砚秋急得如火烧眉毛。
此时，宋宝罗的画界忘年交姜妙香
先生便向程砚秋推荐，请程砚秋让
宋宝罗来演《阳平关》中的黄忠一
角。结果宋宝罗与程砚秋同台演
出，后来又与郑冰如、宋玉茹合作
演出，都非常成功。

随后，宋宝罗到东北、上海、江
浙等地巡演。

毛主席为他点题：一唱雄
鸡天下白

1949年4月，上海解放后，宋
宝罗在上海复兴公园举办了一场
扇面义卖画展，义卖所得全部捐献
给上海市政府用来慰问解放军。
接着，他又积极参与梅兰芳、周信
芳等举办的慰问解放军义演活动。

1953 年到 1957 年“反右”以

前，是戏剧的黄金期。宋宝罗分
别在上海、江苏、江西等地演出。
但“反右”开始后，文艺界的一批
名家被打成“右派”，他也受到了
冲击。1958年，杭州京剧团邀请
他加盟，从此，他与浙江结缘。他
经常在浙江城乡演戏，浙江省和
杭州市领导也多次去看他演出。
1958年到1964年间，他连续被评
为杭州市先进工作者。

让宋宝罗难忘的是，1958年9
月的一天晚上，宋宝罗正在杭州新
中国剧院主演《碰碑》等剧，演出结
束后他听前台看门的工作人员来
说，周总理刚才站在后面看戏。几
天后的一天晚上，浙江省公安厅警
卫处的同志用小车把他接到西泠
饭店，他便见到了周总理。他为总
理唱了《碰碑》中反二黄唱段。周
总理听后一边鼓掌一边说“好极
了，好极了！”不久，周总理把这件
事向毛泽东作了介绍。此后，宋宝
罗便多次为毛泽东献艺。

1958年秋的一天晚上，公安厅
警卫处的小车把宋宝罗从东坡剧
院接到杭州饭店，说有重要任务。
他走进三楼的大厅，便遇到了周总
理和浙江省委书记江华。打过招
呼再往里走，他便看到了毛泽东、
刘少奇和王光美，还有陈老总和班
禅大师，原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
来等中央领导是陪金日成等朝鲜
劳动党代表团来杭访问的。

这时，有位工作人员走过来对
宋宝罗说：“请您给毛主席等中央
首长和朝鲜贵宾唱一段戏吧。”他
唱完后，大厅里便响起了热烈的掌

声。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刘少奇、
周恩来、金日成、陈毅、崔庸健、班
禅等中朝领导人，还与宋宝罗等演
职员合影留念。

1962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
的七十寿辰。宋宝罗又应邀为毛
主席演出。由于他潜心修习过书
画，所以这次他和一般的京剧演员
就有了不同。他这次为毛泽东演
出了看家私房戏《朱耷卖画》，一边
唱戏，一边画画。当宋宝罗边唱二
黄原板边画的时候，毛泽东从沙发
上站起，轻轻走到宋的身边。“我正
在握着大笔画鸡身的时候，无意中
碰到了毛主席的身体，才知道主席
背着手在仔细看我的画稿。我激
动极了，原来要唱6句或者8句才
能将公鸡画好，这次有如神助一
般，唱了4句便画好了。”宋宝罗说。

毛泽东的评价是：“戏唱得好，
画也不错，用笔很准。”宋宝罗用小
楷笔题款：“敬献给毛主席”。毛泽
东很高兴，“你可以写上一句‘一唱
雄鸡天下白’嘛！”

从1958年春到1963年春的6
年时间里，宋宝罗先后40多次为毛
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叶剑
英、陈云、李先念、陈毅等中央领导
演唱，得到了他们的高度评价。

满目青山夕照明

1966年夏天“文革”开始后，
杭州京剧团被造反派称为“浙江省
最大的放毒剧团”，宋宝罗也被称
为“最大的反动权威和牛鬼蛇
神”。更糟糕的是，1967年春夏之
交，造反派在南京图书馆发现了一

张1945年10月的老报纸，头版头
条便是蒋介石在舞台上和宋宝罗
握手的照片，旁边还有宋美龄、何
应钦、陈诚和美国将军马歇尔。那
是庆祝抗战胜利的一场表演。因
为这个“罪证”，他被造反派打成了

“历史反革命分子”，“永世不得翻
身”，妻子竟也被迫跟他离了婚，宋
宝罗差点自杀。

1970年冬天，毛泽东来到杭
州视察，在一次晚会上，毛泽东问
时任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
任陈励耘：“那位会唱京戏、会画
大公鸡的宋宝罗怎么没有来？”陈
励耘慌忙回答：“他的问题还没搞
清楚。”毛泽东不快地问：“他有什
么问题？”陈励耘结巴地回答：“听
说他给蒋介石唱过戏。”毛泽东生
气地说：“演戏是演员的工作，蒋
介石叫他唱戏他敢不唱？解放后
我和总理多次请他来为我们唱
戏，他不是一叫就来嘛。你们真
是乱弹琴！”陈励耘是林彪的死
党，他对毛泽东阳奉阴违，只是有
毛泽东的保护，造反派不敢像以
前那样迫害宋宝罗了，但还没有
给他平反。

1978年冬天，中共中央副主席
叶剑英元帅来浙江视察，在一次晚
会上，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叶帅
对在场的浙江省、杭州市及相关部
门的领导说：“宋宝罗在‘文革’中
被造反派打成所谓的‘反革命’，这
是错误的。他是我们的好演员、好
同志，我在这里为他平反了！”叶帅
洪亮的声音刚落，雷鸣般的掌声再
起，宋宝罗感动的泪水夺眶而出
……

这天也是叶帅八十华诞，宋宝
罗以满腔热情演唱了叶帅的诗作
《八十抒怀》，当他唱到“满目青山
夕照明”时，全场掌声雷动，叶帅也
站起来鼓掌。

鹤发童颜的他成为“杭州宝贝”

有道是：“大难不死，必有后
福”，宋宝罗退休后，晚年的生活过
得充实、幸福。戏剧是宋宝罗的最
爱，他时不时就会出现在舞台上；
绘画、篆刻是宋宝罗业余爱好，他
喜欢画大公鸡，画出来的公鸡栩栩
如生、光彩照人；他的篆刻也是宝
刀不老，尤其他刻的“百寿印”，100
个寿字错落有致，各显神通。

除了读书、看报，宋宝罗也学
会了上网，而且还在网上开了博
客，写一些回忆文章、配一些老照
片在网上刊发，别有一番情趣。

宋宝罗家庭有长寿的基因，他
的母亲活到90多岁，而他今年已
101岁高龄，却依旧肤色红润，腰背
笔挺，鹤发童颜。他曾被评为“杭
州市十佳健康老人”“浙江省十佳
健康老人”“中国百佳健康老人”，
亦因此，他被媒体誉为“杭州宝
贝”。

■刘凯

状元是中国科举制度的产
物。中国的科举制始于隋、止于
清，1282年间，共选拔出有姓名
记载的文武状元839名，这其中
仅有一名女状元，她便是太平天
国时期的女科状元傅善祥。

傅善祥出生于南京一书香人
家，在塾师父亲的影响下，傅善祥
饱读诗书，成为远近闻名的才
女。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洪秀
全颁布诏书，开甲取士，并打破常
规，增加“女科”。当时，男科的主
考官是东王杨秀清，女科的主考
官是洪秀全的妹妹、西王肖朝贵

的妻子洪宣娇。傅善祥不顾世俗
的反对和家人的阻拦，毅然报名
参加女科考试。考试时，洪宣娇
亲自命题：《唯女子与小人难养
也》。在300多名应试女子中,傅
善祥脱颖而出，她的答卷引古论
今，列举了历代巾帼英雄的丰功
伟绩,对“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这一谬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见
解独特，驳斥有力，赢得了主考官

洪宣娇的赞许。后来经过评议，
一致推举傅善祥为女科榜首，于
是，傅善祥就成为太平天国、也是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状元。

女子当状元，这在当时轰动全
国，有首民谣如此唱道：“青青柳，
蓝蓝天，走过秦淮看两岸，大红灯
笼挂满天，祥妹子做状元。”点为状
元后，太平天国破天荒为这位有史
以来第一位女状元举行了隆重的

“夸官”仪式：“饰以花冠锦服，鼓吹
游街三日，官民争睹，闾阎群呼为
女状元。”（《清稗类钞》）

傅善祥当上状元不久，即因
博古通今而受召入府，先后在天
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府里担任

“女侍史”“簿书”“恩赏丞相”等
职，掌管内外政事文书。当时太
平天国有“文有傅善祥，武有洪宣
娇”之说。《金陵癸甲纪事略》第二

辑中记载：“有傅善祥者，金陵人，
二十余岁，自恃其才。东贼闻之，
选入伪府，凡贼文书，皆归批判，
颇当贼意。”一句“颇当贼意”，从
另一侧面对傅善祥的才识和能力
给予了高度评价。

傅善祥不单单从事文秘一类
的案牍工作，还经常胸怀大义，行
使“谏官”的职责。在傅善祥的建
议下，太平天国对“独尊教约”的

文化政策加以修正；废除“女馆”，
准许青年女子婚配；建造博物馆，
收藏战乱中的文物；制定女权政
策，提出“男女平等”口号等。总
之，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
状元，傅善祥为太平天国治国、治
政建言献策，出力献智，做出了突
出贡献，受到天国军民的一致赞
扬。当时曾流传一首歌谣：“跟着
洪宣娇，会打火枪会耍刀；跟着傅
善祥，能治国来女自强。”

关于这位女状元的结局，史
家历来众说纷纭，一说死于“天京
事变”，一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
后，她隐姓埋名，流落民间，不知
所终。

“跟着傅善祥，能治国来女自强”

傅善祥：中国历史上唯一女状元

梨园百岁老寿星宋宝罗——

粉墨丹青皆入戏
■徐忠友

宋宝罗画鸡

时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的尚长荣（右）用鲜花祝贺宋宝罗先生（左）
从艺9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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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显尧 8521120160004699 朱善森 8521120160004765 诸晓敏 8521120160005702
王来雨 8521120160008467 杨 杰 8521120160008536 蔡小玮 8521120160009183
胡文彬 8521120160009373 金炳武 8521120160009611 陈 亮 8521120160010701
杨林洁 8521120160010728 金小波 8521120160010991 黄菊青 8521120160011612
王泽武 8521120160011664 王友良 8521120160012324 夏志勇 8521120160012420
谢晓映 8521120160012588 周 峰 8521120160012752 张作妹 8521120160012966
王小云 8521120160013439 董小凤 8521120160013708 史乐晓 8521120160013774
邵招弟 8521120160014058 张小林 8521120160014124 张勇弟 8521120160014154
王身康 8521120160014306 陈财力 8521120160014809 董 雅 8521120160015022
季克珍 8521120160015390 范朝阳 8521120160016440 朱 耿 8521120160021261
陈国建 8521120160022263

龙湾农村商业银行
2017年3月4日

浙江振兴担保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
议，原法定代表人洪永贤现变更为周争东，
特此公告。

本公司（杭州阿宝市政工程有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330109662341568H）不慎遗失由杭州
市萧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16年03月3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阿宝市政工程有限公司遗失财务
专用章、法人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余三桃不慎遗失由杭州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淳安分局2012年5月22
日核发的注册号为330127600018575的
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余三桃不慎遗失由杭州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淳安分局2012年5月17
日核发的食品流通许可证正本，编号：
SP3301271250018192，声明作废。

临安市太湖源生态旅游有限公司，注
册号为9133018571953437XR，不慎遗失
由临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16年3月29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份，声明作
废。

长兴煤山宏家建材厂遗失由长兴县工
商行政管理局2009年5月8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本330522640018898，声明作废。

三 门 传 助 水 产 品 经 营 部（纳 税
人识别号：33262619740701167302），
不慎遗失空白通用机打发票十份，发
票 代 码 ：133101620329，发 票 号 码 ：
02214251-02214260，现声明作废。

长兴太湖云工坊农产品商行，注册号
为330522670183444遗失由长兴县工商
行政管理局2013年11月1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达顺机电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告：本公司
股东（出资人）已决定解散本公司，请债权人自接到
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
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杭州七味书屋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
告：本公司股东（出资人）已决定解散本公司，请债
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
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
出要求。

杭州鼎茂文化艺术品策划有限公司注销清算
公告：本公司股东（出资人）已决定解散本公司，请
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
提出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