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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灯记》“李奶奶”扮演者高玉倩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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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行将结束，2019年的脚步日益临近之际，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再度为
我区彩民奉上大礼！在12月23日开启的双色球游戏第2018150期开奖中，鄂尔多斯
市彩民凭借神勇表现获得幸运女神垂青，喜获大奖629万元！

大奖出自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铁西万正彤云小区底商15276112号福彩销售站，
一彩民凭借复式“8+1”的投注方式，一举中得1注一等奖及27注各级固定奖！该注
大奖是我区彩民2018年中得的第25注双色球一等奖，岁末年终，接下来我区彩民
还将有怎样神奇表现？还请拭目以待！

计奖后，双色球奖池金额为12.89亿多元，下期彩民朋友将有机会2元中得
1000万元。广大双色球游戏的忠实拥趸们，精彩不容错过，惊喜就在眼前，请走进
身边的福彩销售站，尽情徜徉在双色球游戏的旖旎旅程中吧！

在此，内蒙古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真诚提醒广大彩民朋友，购彩时，需量力
而行，理性投注。在您购买彩票后，请妥善保管，并及时查询中奖信息。如果中奖，
请您在当期游戏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兑奖。

复式投注再展神威
鄂尔多斯市彩民喜获双色球大奖629万元

2018年我区双色球大奖一览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期 号
2018015
2018017
2018028
2018031
2018043
2018043
2018044
2018065
2018070
2018072
2018073
2018078
2018084
2018116
2018125
2018127
2018128
2018137
2018143
2018150

日 期
2月5日
2月8日
3月13日
3月20日
4月17日
4月17日
4月19日
6月7日
6月19日
6月24日
6月26日
7月8日
7月22日
10月4日
10月25日
10月30日
11月1日
11月22日
12月6日
12月23日

投注方式
复式7+1
复式10+1
单式
单式
单式
复式12+2
单式
复式7+1
单式
复式7+1
单式倍投
复式11+1
复式10+3
复式7+1倍投
单式
复式14+3
复式6+3
复式7+2
单式5注
复式8+1

盟市
鄂尔多斯市
赤峰市
锡林郭勒盟
锡林郭勒盟
锡林郭勒盟
通辽市
通辽市
鄂尔多斯市
兴安盟
锡林郭勒盟
赤峰市
呼伦贝尔市
鄂尔多斯市
乌兰察布市
阿拉善盟
呼和浩特市
满洲里市
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市
鄂尔多斯

中奖总金额（万元）
767.0271
878.6705
767.6997
1000.0005
738.6071
774.625
555.0276
840.2489
643.9454
514.6649
1447.2604
767.2734
647.7126
2663.2365
1000
1136.8006
1028.7588
1141.7308
648.0336
629.4214

准旗交管大队民警及时清理道路积冰
保障群众通行安全

近期准旗境内气温骤降，辖区部分路面形成积冰，给道路交通安全造成极大隐患，为
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准旗交管大队民警加大巡查力度，发现结冰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清
理，为广大群众的平安出行保驾护航。

2018年12月14日上午9时，大队民警在辖区巡逻时发现薛魏线44公里弯道处有大面积
路面结冰，严重影响过往车辆通行，为保障安全，大队民警立即联系路政部门，随后民警
与赶到现场的路政工作人员一同进行铲冰，对难以铲除的结冰，及时撒上融雪剂，有效的
消除了事故隐患。

针对近段时间出现的道路结冰情况，大队要求各岗路勤中队要进一步加大路面巡查
力度，发现结冰隐患的，要及时与相关部门协调，第一时间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清理结冰，
确保路面行驶车辆的安全有序通行。 （刘 江）

十年磨一戏的年代，
《红灯记》映红了人心也照
亮了舞台，这盏至今不灭的
红灯不仅是国家京剧院的
传家宝，更成为各个行当舞
台精益求精的范本。12月23

日凌晨2时27分，92岁高龄
的“李奶奶”高玉倩在京病
逝，曾经在那个晦暗的年代
照亮舞台的群星又陨落了
一颗，但“你姓陈、我姓李、
你爹他姓张”，“铁梅呀，你

不要哭，莫悲伤，要挺得住，
你要坚强”，“那时，军阀混
战，天下大乱。后来，中国共
产党出世了，领导中国人民
闹革命……”等台词唱段依
然铿锵……

2001年5月，北京人民
剧场的舞台上，袁世海、高
玉倩、刘长瑜等《红灯记》原
班人马聚首，创下四项吉尼
斯纪录：剧组合作时间最
长，达38年；平均年龄最大，

达71岁；登台演出的演员年
龄最大，袁世海86岁；剧组
全体皆长寿，主演、导演均
健在。六场精彩选段，台上
台下群情激荡堪比《茶馆》
1992年的谢幕演出。此后多

年，高玉倩因身体原因绝少
露面，但其跨越行当的传奇
却被京剧界灵魂注视。

23日，国家京剧院发布
讣告称，根据高玉倩生前的
嘱托，丧事一切从简。

■自述
从花旦到老旦，现代京剧《红灯记》改变了高玉倩的行当，更成了她人生的转折，后来，她又

出演了《平原作战》中的张大娘，在“半路出家”的老旦行当一路走了下去。在接受中国京剧艺术
基金会“谈戏说艺”口述实录采访时，高玉倩曾这样回忆《红灯记》带给自己的改变。

刘长瑜是京剧样板
戏《红灯记》中李铁梅的饰
演者，12月23日一上午她
都无法平静，在接到记者
的电话时依然哽咽，“听到
消息后，我立刻给高玉倩
老师家中打去电话，但因
她临走前曾经嘱咐儿子不
要惊动别人，所以我没能
见到她最后一面。”

刘长瑜说：“高老师
对我就像对孩子一样，我
进剧院时，高老师在当时
的中国京剧院二团，她是
一个全能的大艺术家，青
衣、花旦都能演，那时我
常看她的《得意缘》《小放
牛》。高老师平时很低调，

为人谦逊和蔼，她曾经拜
师梅兰芳先生，无论青衣
还是花旦戏的唱作都极
其精彩。《红灯记》拍电影
还是要请她出山，因为无
人可替代。”作为《红灯
记》剧组的小字辈，又恰
与高玉倩本来的行当一
样，刘长瑜无疑是从高老
师身上获益最多的人。

“我进《红灯记》剧组比他
们晚，他们从1963年下半
年就开始排了，而我是
1964年3月才进的组。整
个排练演出期间，高老师
不仅仅是教我，而是引领
着我进入角色，在台上我
是追随着她的眼神捕捉

人物情绪的。直到前几
年，每次见到我她都会抱
抱我，那些年我也已经退
休了，她每次都会嘱咐我
走路要小心，别摔着，像
对 待 孩 子 一 样 地 疼 爱
我。”

如今，《红灯记》剧组
的原班人马又失一位艺
术大家，当年人民剧场谢
幕演出的火爆喧嚣犹在耳
畔，刘长瑜说：“那一次，袁
先生、高老师我们最后一
次同台，虽然只演到了‘斗
鸠山’，但却一辈子难忘，
如今钱浩■身体也不好，
更显那次同台的可贵。”

（据《北京青年报》）

■追忆

刘长瑜：高老师让我获益最多

新中国成立后，我很
早就加入了中国京剧院，
一直演旦角，没想到的是，
现代京剧《红灯记》改变了
我的艺术人生。1964年剧
院导演阿甲打来电话，让
我到他家有事要谈。他给
我一个剧本让我回去看
看，这个剧本正是《红灯
记》。我从头到尾细读，读

着读着眼泪就下来了，觉
得这真是一出情节感人
催人奋进的好戏啊！但绝
没想到这戏里有我什么
角色。第二天上班，我就
找阿甲交还剧本并谈了
读后感，他点了点头，随
即说，你来演这剧中的李
奶奶可以吗？听到这话我
实在是太诧异了，我是唱

旦角的，而李奶奶应该是
老旦的活儿，这不跳行了
吗。阿甲说，我看你能演，
而且肯定行。我说，如果
演砸了，往后在台上就没
饭了。他让我不要考虑这
些，回去再好好读剧本体
会人物准备投入排练。就
这样，我接受了扮演李奶
奶的任务。

我一遍一遍地细读剧
本，一次又一次被李玉和一
家三代特别是李奶奶的革
命情怀感动得唏嘘不已。很
快，我就真的入戏了，我开始
琢磨起李奶奶这个人物该
怎么演、怎样才能演得像、演
得好的具体方法及手段。

接了角色后，我先从李
奶奶人物的形态与神态入
手，上班下班的路上我就学
着老太太走路的步态，平时
的手势、眼神也刻意模仿着
老人的样子，回到家，系上一

条破围裙在腰里，干什么都
琢磨着按照老人的感觉去
做———就这样慢慢向人物
靠拢，逐渐进入角色。然而，
等待我去破解的还有更大
的难题与挑战，那就是嗓子。
我本是唱旦角的从没学过
老旦，可李奶奶按行当属老
旦，唱念都得用大嗓，怎么
办？既然接受了这个角色，
就只有另辟蹊径，小嗓改大
嗓，用心去揣摩、去练。这我
都得背着京剧团里的人去
下私功，为什么呢？你练着

练着嗓子呲花了，再不就是
唱半截儿没音儿了这是常
有的，让人听见多不好，真
是很难啊！那会儿我整天就
跟着了魔似的，结果愣是把
大嗓给练出来了。不过也有
个顾虑，心想这戏演完了兴
许小嗓也找不回来了，那我
就离开京剧院当老师去得
了。但没想到的是，《红灯
记》一演就是那么多年，而
我的艺术人生就和李奶奶
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再也没
分开过。

演砸了在台上就没饭了

下私功真是难

高玉倩 《红灯记》剧照 《红灯记》剧照


